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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eword】1 

今天是橙县基督教会成立38周年.中英两
堂联合在这圣殿中,一起敬拜,一起赞美,
一起感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感谢这位天地的主,38年来疼爱我们
,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走在祂的道路上,专
心敬拜祂,事奉祂,传扬基督的福音. 



【前言 Foreword】2 
在这38年里,主耶稣带领我们走过许多光
荣的时刻,那本是神的心意. 

有些时候,祂把艰难当饼叫我们吃,为要
训练我们长大成熟.因为主耶稣,使徒们,
早期的教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38年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
事奉神,传扬神的名,是因为有主同在. 

为什么会有主同在? 因为我们一直遵行
主的话,就是遵行圣经的话.阿门! 



【前言 Foreword】3 
我们祈求主耶稣,继续与橙县基督教会同
在;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遵行圣经的话,行在
神的道路上, 

好叫主耶稣能继续与我们同在.阿门! 



信息大纲:  Outlines: 

今天要用下面六点,在这周年庆的时候,
来互相勉励. 

 本教会由来       Origin of Oc4 

 我们的信仰       faith 

 我们的特徵(三代同堂) Features 

 我们的见证(重视生命) Witness  

 我们的感恩       Thanksgiving 

 我们的展望       Prospect 

 



1.教会由来 The Origin of This Church 

橙縣基督教會  O C C C C 

1978/8/3 由四个讲华语的家庭创立于
加州橙县赛市(Cypress). 

创立目的: 传福音给华人. Purpose 

本教会是一间独立教會 Independent 

自立 Self-reliance  

自養 Self-support 

自傳 Self-propagation 

 

 

. 



2.橙縣基督教會 信仰簡述 

Our Brief Statement of Faith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全然無
誤。上帝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
的真神。耶穌基督是神的獨生子，道成
肉身，藉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為擔當世
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作成挽回祭，
救贖所有相信他的人，死後被埋葬，第
三日復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將
來還要再回來，審判活人，死人。 



2.橙縣基督教會 信仰簡述 

Our Brief Statement of Faith 

We believe that the Bible is fully inspired by God: 

that God is the Holy Father, Holy Son, and Holy 

Spirit triune;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the 

Word become flesh, born through the Virgin Mary, 

and died on the cross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Him. Jesus Christ died, was buried, 

resurrected on the third day, and ascended to 

Heaven, sits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and will return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 



3.我們教會的特色  Features 

1.我们是一間三代同堂的教会，好像是
一个大家庭。 

英语及华语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语言。 

我们同心敬拜，和谐相处，互相关怀，
一起学习圣经。 



3.我們教會的特色  Features 

2.三十多年来，我们有很好的儿童主日
学，我们用圣经的话教导儿童，我们的
老师都是言教身教。 

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必须要有好的属
灵生活，才能做主日学老师。 

教学以英语为主。 

 

 



3.我們教會的特色  Features 

3.祷告及讲台是我们所重视的 

我们的讲台要求高,常请名讲员来讲道. 

除了周三晚上祷告会,周一二四五六清
晨在教会有读经祷告会,我们半小时读
经,半小时祷告,已持续了十年. 

我们为教会做守望者,为世界祈求和平. 

欢迎您也来加入祷告的事奉. 

 

 



4.我們的见证:重視生命   

We Value Life 

生命是什么? 在圣经,生命一词是指永
恒的生命,或属灵的生命; 任何人信耶
稣而重生了,神就给这人一个新生命. 

新生命是从圣灵生的(约3:5),从圣灵生
的就是从神生的. 

从神生的生命不犯罪(约一3:9),不会死
,要活到永恒.  



4.我們重視生命  We Value Life 

新生命是生活的革新 

人有了新生命,生活喜好(价值观)就会转
变,从喜欢世俗,而转为喜欢圣洁的基督
徒生活.如从前喜爱抽烟,醉酒,打麻将
等等习惯,现在把这些时间用在读经祷
告,敬拜神.又如:从前随便讲假话,现在
不会了,因为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一3:9) 

讲假话是很大的罪,犯了十诫第九条.举 

实例: Gifted Rev. Jim Bakker (James Baker) in 1980s 



4.我們重視生命  We Value Life 

 Jim Bakker (James Baker) 1940出生 

妻子Tammy,两人年轻时都是美国很有恩赐的
台上抒情表演者.60年代,神给他们机会用电
视传福音. Jim手拿吉他,用些通俗的圣经经
文,与妻子一唱一答,只传好景神学的信息
(prosperity theology),加上讲一些生活例子,非常
吸引当代的基督徒,尤其年轻人. 

到了70年代初,他的节目听众全美国有一千
多万人,成为美国最红的电视布道家.记得当
时从台湾移民来的基督徒,很多也着迷他们.  

 



4.我們重視生命  We Value Life 

名气广大,奉献收入自然会多,收入数字之大
,非常惊人.因他善于编造故事,叫人捐钱. 

他不但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上,多次叫人奉献,
还发信叫听众捐款.但他把收到的龐大公款,
占为己用,且不报税;他享受奢侈生活,住豪
华住宅,拥有豪华汽车多辆,水龙头,电灯座
都是纯金特造的.在这期间夫妻两人都犯奸
淫.1984年被当地的一小报社揭穿内情,而被
政府判刑45年入狱.关了五年释放.(维基百科) 

说假话欺骗人是大罪,神必审判他. 



 4.我們重視生命  We Value Life 

为什么？  Why ? 

因为耶稣说: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
都要加給你們了.(太Mt.6: 33)  

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追求生命,是基
督徒生活优先要做的,是主耶稣的命令. 

我们若这样去做,神自然会给我们生活所
需要的衣食住行和健康.(这节圣经这样
告诉我们,是主的应许.) 



何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1.神的国有王(主) Kingdom of God has a king 

神的国有一位王,统治祂的国度. 

神的儿女都是神国的国民(腓Eph 3:20).耶
和华神是我们的王,要统治每一个人. 

(请问:你上星期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新约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主与王意
思相同,我们必须听从主耶稣行事为人,
天天让祂管治我们.  



何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2.神的国与地上的国不同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罗Rom 14:17)  

地上万国天天忙着吃喝,尤其华人,喜欢
吃喝是文化传统; 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喜乐. 

和平,喜乐我们明白; 公义是什么? 公义 

就是神的义,可解释为正直,圣洁,公平,
是神独有的特性,是新生命的内涵. 



3.耶稣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基督徒在生活上,优先要做的是：
祈求神的国降临,活出神的义来. 

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  

就是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尊祂为王,
听从祂的话,活出神的义来. 

活出神的义来,就是做人正直,圣洁,公
平.  



4.住在基督里 

新约圣经有一名词,住在基督里.我们若
真正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神国里,就
会活出正直,圣洁,公平. 

基督徒做到了正直,圣洁,公平就是有丰
盛生命了. 

耶稣说: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约10:10)  

人有丰盛的生命,是主耶稣救人的目的,
也是本教会所重视的. 

 



5.小结:本教会重视生命 

本教会重视信徒的生命成长,因为这是
主耶稣的要求; 

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
义;也就是要求我们,要常常住在基督里 

• 凡事听从主耶稣的话 (尊主为王) 
• 做人正直,圣洁,公平 (行出神的义)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丰盛的生命,满足了
主耶稣救人的目标. 



重视生命 

是本教会的异象 

We value life 

It is the vision of this church 

 



5.38周年的感恩 Thanksgivings 

三十八年很长,感恩的事很多,我们只能
提说几件比较有意义的来感恩. 

1.我们为221人施洗,使他们归入基督. 

2.已有四位在这教会长大的,奉献为全
职的传道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数字. 

3.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金钱支持数个宣教
机构; 2006年起到现在教会每年差派
我们夫妇到中国各城市乡村教导圣经 

4.今年四月我们还清了购堂贷款. 

 



6.我们的展望  Our Prospect 

1.我们要持守对神忠心,对人良善(爱心) 

2.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 

3.我们要持守我们起初的异象:向附近的
华人,亚洲人传福音. 

4.我们相信,主耶稣必兴起忠心良善的仆
人们,来继续发展橙县基督教会. 

5.我们盼望成为一个大教会,扩大我们的
疆界,百倍发出主耶稣的榮光大愛. 

 



祝你 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