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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Gary
我在紐約市和Atlanta長大。我於2005年移居
加 州 開始我的職業生涯。感謝上帝，在我移
居加州之前就認識了耶和華。現在我和我的妻
子Angela幸福結婚11年，在Newbury Park安頓
下來。自2006年以來，我一直擔任CCCTO成
員，並參加SemiPro/Hungry (青年就業)團契。

Gary Wu

英文部執事候選人 (連任)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的職業政府擔任文職/工程師。現在，我的大部分工

我期待與牧師一起同工。從這一經驗中可以學習和發

作已轉移到管理職務。我的愛好包括：音樂製作，學

展很多，我期待著從牧師那裡獲得新的見識和智慧。

習各種類型的音響設備和軟件，修理/維護房屋。家裝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既是家務，也是樂趣。 我喜歡坐在我後院的躺椅上，
凝視著後院的那棵大樹，安靜地的思想與冥想上帝。

對我來說，我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暫時擱置的敬拜事

我最近的狂熱是健康飲食和大量運動。

奉。我非常懷念與才華橫溢的兄弟姐妹們一起用音樂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和歌曲敬拜的神。犧牲意味著我可以將更多的時間奉

我感到上帝讓我我與他建立更深的關係。為了實現這

獻為執事，並以不同的方式熱愛會眾。但是，我確實

一目標，我必須是一個帶來巨大的挑戰和回報機遇。

希望在教堂和家裡的時間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因此

而這機會是接受執事提名。

需要大量祈禱才能使我的工作重點保持正確。 也請
為敬拜事工禱告，求神帶領新的領導者站出來。另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外， 當我必須為教會做決定時，為我更多依靠上帝而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多次被要求擔任執事。自從我第

祈禱。

一次獲得提名以來，神讓我改變了我很多，真是令我
驚訝 。 神教我成熟，提供了經驗，使我決定採取這信
心一步。儘管花了大約兩週時間認真考慮並為這個決
定祈禱，但神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為我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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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arcial
從加拿大搬到這里後，我們於2012年開始
參加CCCTO。。我們被CCCTO成員的熱情
和團契所吸引。您可能認識我為Charisse的
父親或Margrethe的丈夫。我的其他孩子是
Braden和Darren。

Marcial Chua
英文部執事候選人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曾經在半導體行業工作，設計用於數據通信的電
路。我目前的職業是：Charisse的數學導師和機械
師，Braden和Darren的超級司機以及Margrethe的差
事男孩。

我現在不知道。牧師和長老需要我在哪裡事奉，我都
願意。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我當然準備預見挑戰，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擔任執事。
請為我與神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祈禱，以便我能很好地
事奉祂。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神一直在呼喚，我已經沒有藉口拒絕。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我一直在聽到聖靈的聲音，並且得到了我妻子和執事
提名委員會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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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lou Cheung

關於 Marilou
我2.5歲時從香港到美國，在加州長大，我的家人經
營著一家雜貨店。1984年，我在一次家庭聚會上認識
了我的丈夫 Adolf。Adolf 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但到
美國華盛頓去讀大學。我一直把我們的聚會和後來的
婚姻歸因於神的計劃，因為我從未想我這位加州長大
的女孩最終會嫁給一個來自香港的中國男孩！ 我們於
1985年結婚，1990年移居千橡，於2008年開始參加
CCCTO，並於2009年在這裡受洗。
我們有一兒(Matt)和一女(Kristina)。Matt 與Jenna 結
婚，他們有一個11個月大的男嬰（Alistair）。Kristina
和Stephen於2020年1月結婚，他們及時結婚以避免
COVID-19的影響。

英文部執事候選人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於2016年底退休。退休前，我曾在Kaiser Woodland Hills擔任醫院CFO。在2019年，丈夫 Adolf 開
始為自己工作，我現在兼職幫助他和照顧我的孫子
Alistair。我喜歡打網球，在院子里工作，改善房子周
圍，鍛煉身體以及與丈夫嘗試在不同的美食。

我目前擔任CCCTO的Stephen Ministry的領導人，並
渴望看到我如何繼續發展這個事工。我也很喜歡門徒
訓練，並且可以為財政特殊項目提供幫助。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我預計在教會事務和哲學上可能會有意見分歧或差
異。因此，我希望為自己和他人祈禱，使大家能夠聽
取理解，保持靈活性和耐心，即使事情沒有按照我們
認為的方式進行，神也會按照祂的指意成就 。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在教會擔任執事似乎只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不僅在身
體上，而且在心理和情感上。我的工作已經很忙碌，
感覺我幾乎沒有時間去做休閒和放鬆的事情，所以似
乎再也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但是神的恩典就足夠
了，祂會給我我所需要的。 事實是，我從沒想過要
成為執事，我只是不想參加，後來我決定聽從神的呼
召，其餘的都留給神。另外，Adolf 和Matt 都曾擔任
執事，我也不想成為在張氏家族中說 「 不 」 的那個。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我看到自己要去天堂面對神，祂問我為什麼不擔任執
事。我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因為我想到的每一個回應
都是關於不信任和服從祂。我選擇逃避工作和衝突，
而不是服從上帝。我相信祂仍然想塑造我，這是我在
基督裡成長的另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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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ngela
我的丈夫Brian和我於2009年搬到千橡市
（Thousand Oaks），從那時起就參加了
CCCTO。我們有兩個高中生，Joshua 和
Sarah。我曾在CCCTO兒童部和BSF兒童部
事奉多年。

Angela Woo
英文部執事候選人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自2006年以來，我一直是家庭主婦，之前是會計師。
我目前在CCCTO財務部門事奉，並自願擔任財務主管
Conejo委員會PTA。我和家人最喜歡的消遣活動， 一
起遊覽國家公園，看看神的奇妙創造。

我期待著在神面前與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事奉。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請為時間安排祈禱，因為我將在教堂和當地社區中任
職。為我祈禱平衡我的事奉和家庭生活。祈禱我在日
常生活中將神放在首位。祈求神使我能夠做上帝呼召
我去做的工作，因為有時我覺得自己做不到。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COVID疫情絕對給了我不同的人生觀。神最終掌管一
切。上帝會使我有眼睛和耳朵聽到我在我們教會和社
區中為他人服務的需要。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神裝備他呼召的人。當我祈禱並尋求祂的指導時，
這兩節經文都給了我平安。

「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
下 你，也不丟棄你。」(約 書 亞 記 1:5)
「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
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 ─ 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約 書 亞 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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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韓政鋼
我是2012年来到千橡市，并于2012年6月
份在我们教会受洗。2013年，与我太太
李花结婚。我们现在有两个儿子，熙悦
(Timothy) 和熙瑞 (Daniel)。

Edward Han 韓政鋼
國語部執事候選人 (連任)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目前在公司负责Operation。喜欢读书和旅行，还有
美食。

年轻父母家庭和留学生群体。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我与太太为这侍奉的机会祷告过，并有了一致的看
见。我本身也愿意在侍奉中成长 。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请为我的灵命成熟祷告 。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其实，刚开始有过一些疑虑。觉得自己在执事的职分
上不称职，毫无贡献。但我向神祷告，若这是来自神
的旨意，我愿意顺服。即便，我只能做一些微不足道
的事情，我也愿意顺服，并为他所用。（我们原是他
的工作）。而神也确实一步步带领我，成为执事候选
人。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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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何建勳
我於1998年受洗成為基督徒，2008年舉
家搬至南加後就加入千橡教會成為會員。
從那時起，我就是恩光團契的一員，並
於2013年開始加入教會主日學教師的行
列。太太成樺，兒子Justin和女兒Katherine也都先後在本教會受洗歸主。

Ken He 何建勳

國語部執事候選人 (連任)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在位於Woodland Hills 的一家資產管理事務所擔任

願意接受教會的任何安排。個人傾向於宣教事工，團

金融分析師。工作性質與華爾街金融機構類似，時而

契和青少年事工。

會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個人興趣是閱讀和觀看優質
電影，喜歡閒暇時與家人和好朋友相聚。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除了全職工作，我還是Master’s Seminary 的學生，

服事神和祂的教會是我的榮幸。與我的日常工作相

特別需要上帝賜予智慧來安排好時間，在家庭生活，

比，教會的服事讓我更能感受到喜樂的滋味。

教會服事和本職工作之間能把握好平衡。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前兩年擔任執事的服事過程中，我感受到平安和喜
樂，也覺得我付出的時間和勞力是有價值的。若上帝
要對我有任何新的吩咐，我十分樂意聆聽，並且願意
謙卑地跟隨千橡教會領袖們的事奉腳步。

[ 18 ]

服務期限 2021-2022

N

EW

執事候選人的簡歷

關於黃琦
我於1998年遷入千橡地區，在Amgen工作
時認識了太太張莉。我們隨後在相知、相戀
建立家庭的進程中，也一起加入了千橡教會
這個屬靈家庭。我們兩人分別於2000年和
2006年在千橡教會受洗，蒙神祝福賜予一
對兒女：兒子 Simon剛入讀俄亥俄州立大
學，女兒Sarah是八年級學生。兒女雙雙都

Qi Huang 黃琦

在千橡教會這個屬靈家庭蒙恩、成長。

國語部執事候選人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的專業是化學工業，太太張莉的專業是生化和細胞
生物學。我們全家熱衷於旅遊，鑑於時間有限不能想
走就走，多以在本地爬山健行取而代之。另外，我和
太太都喜歡烹飪，時常在週末覓得閒暇，互獻廚藝。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我的負擔是激勵弟兄姐妹一起認識和經歷神話語的大
能：靠神話語的大能堅固我們的信心；靠神話語的大
能步向教會的合一；靠神話語的大能全體會眾在屬靈
生命上成熟；靠神話語的大能擴展我們的教會。對我
而言，我們在基督裡的信仰就是在相信神話語的大能
的應許。與弟兄姐妹同工、同行，共建以聖經真理為

門徒就是蒙召服事的人，神呼召了，我就接受了。

根基的教會，讓神藉著祂的話語使得我們靈命成熟。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上帝讓我們全家經歷在不同事工和團契的服務，呼召
我和家人在教會國語部和英語部兩邊同時參與教會
事工。

時間管理可能是最大的挑戰。為我禱告，求神賜予我
智慧，愛心和忠心。為我們全家禱告，使得我們是全
家各自在工作場所、學校、教會和家庭生活為主做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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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方彤
我于2005年11月加入千橡教会，并在同年
12月受洗归主。我自2007年至今一直在教
会的音响组服侍，现在是恩光团契的一名
成员。

Tong Fang 方彤
國語部執事候選人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我是一名可靠性工程工程师（Engineer of Reliability
Engineering）。我的爱好包括旅游、hiking、滑雪和
网球等等。

兄弟感觉服侍神和教会是主赐予的恩典和祝福，做哪
方面的施工都可以。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开始之时我并不确定是否接受提名，但在和一些教会
的弟兄以及王牧师交通之后，特别是多次祷告之后神
给我内心的感动以及家人的支持，我觉得这是神对我
的旨意，于是我接受了提名。

我觉得肯定会有各种挑战，例如如何在教会、家庭和
工作合理分配调整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和其他同
工协作等。盼望教会为兄弟祷告，求神赐兄弟属天的
智慧，让兄弟遵从主意，凡事祷告，凡事靠主。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神不仅通过圣灵亲自对我心说话感动我，而且也借着
教会的弟兄和牧师以及家人鼓励支持我为神和教会做
更大的工。我深信在这个过程中圣灵一直在引导我，
让我甘心情愿地顺从主的旨意，立定心志去服侍神、
教会和属祂的子民。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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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唐哲雄
我和我太太廖影2017年从纽约州搬家来到这
里，虽然那时已经来美18年，也不时参加教
会活动， 但一直还是在神国的门口徘徊。
感谢主， 他总是有为我们安排好了时间，
刚搬到这不久， 我和廖影就一起在千橡教
会受洗信主了， 夫妻一起受洗，这真是神
赐给我们美好的恩典。

Zhexiong Tang 唐哲雄
國語部執事候選人
你的職業和愛好是什麼嗎？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叫唐哲雄，从事传感器材料研究
工作，运动和旅游是我最大的爱好。

祂的恩典够我用。当我决定接受执事的提名后， 最大
的感受是心里的平安， 在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唯有
读神的话语， 做神的工，才能让我内心真正有平安。

您為什麼選擇接受提名擔任執事？

當您擔任執事時，您最期待做什麼？

受洗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服事。现在我在团
契，教会诗班和音像团队中都有事工。 但是没有想到
的是教会执委会考虑到我成为新一年执事的人选。 我
毕竟才受洗不满三年，虽然一直努力学习神的道，但
是还是觉得自己懂得远远不够。当首红传道跟我说之
后，我心里还是有些犹豫得，觉得自己参与服事没有
问题，但是做执事可能有些勉强。 和首红通完话后，
我就把这事放入我每日的祷告之中。神在我们之间做
功真是无法用言语叙说的，考虑这考虑那，有时候信
心和决定是一下子就来啦。

我一直在团契，诗班和影音部门服事，对圣经的学习
也非常有兴趣， 希望能在这两个方向上为教会多做
贡献。

您預計未來會遇到什麼挑戰，我們（教會）如何
為您祈禱？
最后， 我非常感恩教会给我这个机会为神做工，也希
望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来加州之后我都是骑自行车
上班，我们家只有一辆车，而且疫情之后自己的工作
更加紧张了，时间安排上总是对我最大的挑战。 我们
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因神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

上帝在提名過程中如何與您說話？
既然我已经决定做神的仆人啦， 做什么样的事工都是
好的，教会需要不同的事工，是神给我服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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