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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回首這一年
看見住家社區內幾戶人家﹐門前擺設出各色明亮閃爍的聖誕裝飾﹐就意識到﹐今
年已到了年尾。
在這個歲末感恩的季節﹐也正是我們可以對過往的一年作些數算﹑作些回顧。數算
這一年來的天色常藍﹐花香常漫﹐也回顧這一年來的風波重擔﹐困苦疑難。凡此種種﹐
作為基督徒﹐除了數算主恩﹐最終要感謝神﹐因為﹐是祂的恩慈引領﹐賜給我們這豐盛
的一年。
在這一期「磐石」中﹐一如既往﹐再次提供數篇佳文﹐供讀者賞閱。
一般人在身體或心靈上受到創傷時﹐都希望得到關懷與照顧。我們基督徒很幸運﹐
有聖靈的幫助﹑同時也可以得到有愛心及受過訓練的弟兄姐妹的關心扶持﹐一步步 走出
低谷﹐度過難關。董牧師這次援引實例﹐再次強調教會關懷事工的重要。「司提反關懷
事工幫助了我」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從二零一三年二月開始﹐與先生同心合意﹐以堅強的毅力一同投身在台灣嘉義「鄉
福事工」的吳月嬌姐妹﹐抱著一顆慈母般的心懷﹐來描述她與先生在六腳鄉「六腳福音
中心」服事小朋友的故事。「我們的孩子們」一文﹐就是她的心聲。
我們華人父母﹐特別看重兒女教育﹐任勞任怨﹐用心良苦。但是﹐如果自己沒有受
到正確的教導﹐往往不知不覺中會延用以前的“舊價值觀”來教育子女﹐反而偏離 了上
帝的正道。教會的「年輕家庭 細胞小組」因感教養不易﹐特別願意學習以符合聖經的原
則來教養子女。「子女的心 父母的情」就是小組的第一篇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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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期還有其他數篇佳作﹐在此不一一贅述。
到了年尾﹐看見白日窗外的樹木大多已花葉飄零﹐在冰冷的寒風裡﹐只剩下空蕩的
枝椏﹐突兀的聳立在高高的﹑靜默的天空。年底了﹐落葉重歸土地﹐大自然好像 也會打
烊﹐暫時歇息一會兒。

司提反關懷事工 第二頁
幫助了我
我們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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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心 父母的 第五頁
情
獨樂不如眾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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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腳蹤

第九頁

當然﹐冬日的歇息是為了來年春天的準備。我們歲末的感恩反省也是檢點今年﹐以
待來年。一個能自我反省的民族﹐才是一個有 希望的民族。一個能自我反省的基督徒﹐
才是一個有希望的基督徒。
回首這一年﹐我們有反省﹑有感恩。求神賜我們力量﹐幫助每一個人在明年的工作
崗位上﹐無論在家庭或在職場﹐都能謙卑學習﹐榮耀主名。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
神同行。◇
- 文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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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關懷事工幫助了我
董溥強牧師

在上一期的教會英文月刊 Cross

黃江甯弟兄 譯

Talk刊物上我簡短的介紹

了司提反關懷事工的歷史。接著同樣的題材，以下是一位受過司
提反關懷事工幫助過的人所寫的見證。
若不是因為司提反關懷事工，我將不會是現今的我。十五年
以前，神使用了司提反關懷事工救了我的生命、婚姻及與孩子們
的關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個人與神的關係。藉著聖靈及司提反
關懷事工的愛，我目前能成為一名成功的業主，同時我的家庭、
我的丈夫及我們的孩子也在基督裡成長。
我的第一段婚姻是一段充滿虐待的關係，三十年前我的兒子
意外死亡，我開始憂鬱。此後的許多年，我的憂鬱變得很嚴重，自殺的念頭常縈繞在我心中。我在內心自我
建築了一座想像的牆，將自己關在其內，把外在世界及痛苦置之生活之外。這座牆越來越厚，甚至我又生下
了一個孩子都不能擊毀它。我愛我的第二任丈夫及孩子們，但我的心思無法在他們身上。我相信上帝，但是
我與祂的關係並不存在。當人們說到是上帝的旨意時，更使情況變得糟糕，因為我為我的痛苦責怪神。我向
神以及我周圍的世界都非常憤恨，我是個空殼子，對神及家人的愛我也感受不到。
過去我曾尋求輔導，但都沒有效果。當我第一次聽到司提反關懷事工時，一開始我對被他們關懷的這檔
子事是相當抗拒的。然而因著神的恩典，我被安排一位很不錯的基督徒女士，她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位很
有耐心、憐憫、愛心、關懷及很好的聆聽者。每一次聚會她都以神的話及禱告開始與結束。因著司提反事工
關懷者及神的恩典，我能夠放開我深藏的痛苦，原諒我自己，開始走上得醫治的道路。這醫療及恢復的過程
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因著神的愛及恩典，沒有不可能的事。藉著司提反關懷事工的經驗，神安排了其他有愛
心的基督徒在我生命中幫助我的醫治、恢復與門徒訓練。瑪垃基書三章二到三節給了我力量與鼓勵，司提反
關懷事工帶領我度過細緻過程中的困難階段。我現在瞭解是神的旨意及恩典成就了我現在的我。◇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
的鹼。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
華。”
— 瑪垃基書3章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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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孩子們
吳月嬌

人們說鄉村的孩子比較純潔，聽話，尊重老師。我們帶著期望來到六腳福音中心，開始課後輔導，發現
這裡的孩子們需要教導， 使他們敬畏神，成為一個身心靈都健康的孩子。

遙遠的童年，又重現眼前
一次假日和孩子們一起在田間走路，然後去他們的學校。看到他們玩泥巴，堆沙土，灌水到土洞裡，看
會有什麼東西跑出來，騎著他們隨意擺在學校的腳踏車，繞操場一圈又一圈，女孩子們的馬尾在頸背後搖擺
著，男孩子們放手騎花式讓我們欣賞。我想到我的童年，那是多麼遙遠的事，居然在幾十年後重現在眼前。
雖然如此，現代電視及網路的無孔不入，加上大人們生活生命中的一些無奈，無目標，民間宗教和偶像的捆
綁，這些影響使他們的純真夾雜著一些灰色。

出口成“髒”
鄉村的家族結構緊密，孩子們在這種環境中，常看到、聽到、學到大人們的言語行為。剛到福音中心，第
一次聽到一個哥哥狠狠地對弟弟說很髒的話時，真是震驚。隨後又聽到其他孩子也說髒話，心中思想如何不斷
地提醒和制止這些孩子們口出惡言，
出口成“髒”，也請教了別人，似乎
不容易。我相信神的話語可以改變
人，因此我要求孩子們背誦以弗所書
4:29 節：“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
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
見的人得益處。”每當有人犯規，就
要背誦這句經節，還要扣點數。原來
孩子們可以用出席和課業成績來累
積點數，在學期末一起到書店購買文
具。如今，在福音中心，已經少有人
講髒話， 但是有時會聽到口出不合
宜的話。

學會禱告
吳月嬌 （左）黃敏機（右）﹕如今，在福音中心，已經少有人講髒話。

孩子們常要幫助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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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家業。不少村民以作資源回收為業維生，孩子們下課後要幫助回收資源，也要分類，整理回收的資源
。一對沒有母親的姐妹，不但要自己洗衣服，照顧智障的哥哥，照顧生病的祖父，有時還要去城裡，在親戚開
的小吃店幫忙。農忙時下田幫忙是常事，多一個人就多一個幫手，十歲小孩也可採番茄。他們一般都很聽從也
樂意去做，但有孩子不願意幫忙時，就學會與長輩交涉而不做。
每次領點心之前，我要求作感謝禱告。開始時，我開口為大家向神獻上感謝，現在孩子們舉手爭著要禱
告，內容也擴大到為：生病的同學，月考，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甚至有ㄧ次我聽到為好品格禱告。漸漸地他
們知道，凡事都可以帶到父神面前，也要凡事謝恩。

向神認錯
一天，四個女孩子臉無笑容地來到福音中心。其中一位說：“老師，我們有事要私下對老師說。”進入廚
房，她們說：“我們在學校做錯事，被老師發現，被罵。我們心裡很難過，請老師為我們禱告。”我問明了所
發生的事，心中感謝神，她們知道來找福音班老師，藉著老師的禱告，向神認錯求原諒，使她們心中得安慰。
之後，在學校舉行畢業典禮的當天下午， 是上主日學的時候，三個五年級的女生，遲到許久，一位小男
生說他們在學校的樹下哭。她們到了福音中心以後，要求禱告。在廚房裡才知道，在學校被冤枉，無辜被罵。
氣憤之餘，做出對師長不敬的行為，被發現，又被罵。這次，我要他們每一個人自己開口向神認罪悔改，求神
赦免，並且求神幫助她㥃，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神的孩子
孩子們有時哼哼唱唱。剛到福音中心時，發現他們愛唱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詩歌中的“小小的夢想”，
後來也愛唱“耶穌愛我”，“賜福與你”。當
一個四年級的女生在網路上發現“神的孩
子”這首詩歌時，告訴了我，我播放了幾次，
現在是他們的最愛，彼此送網站連結，在家裡
也唱，連兩個最調皮的三年級男生也都唱。願
神賜福他們，使他們“小小的夢想”是成為
“神的孩子”， 而且神是他㥃的詩歌，高唱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
我的拯救。” (詩篇 118:14)
看到孩子們的生命，在慈愛全能的神手
中，一點一點地被改變，我心中充滿感恩，也
充滿盼望，雖然有時他們令人失望，但相信神
在他們身上的旨意必不受攔阻而成就。◇
吳月嬌 （左）黃敏機（右）﹕看到孩子們的生命，在慈愛全能
的神手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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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心 父母的情
~~ 一個盛夏夜晚的小組聚會 ~~
李林紅

在一般人的價值觀裡，為人父母，多願子女德才兼備，精神和物質上都有「成功」的一生。在中國人的
家庭，也許此心更甚，有時連神兒女的家庭也未能免於此俗世標準。然而現實中，常常事與願違。不只是達
不到「成功」，反而鬧得家庭不和，傷痕累累。我們細胞小組就此問題，請來張師母坐鎮，以泰德崔普
（Tedd Tripp）的「子女心父母情」一書為藍本，帶領我們學習以符合聖經的原則來教養子女。
一個盛夏的夜晚，我們正在討論「當如何檢驗教養子女的目標」。在熱切地討論中，大家頓時發現教養
兒女，不僅僅是聚焦於孩子的長進，而本質卻是一個靈命爭戰的過程。尤其在面對青少年子女時，父母本身
的罪使得父母不明白、也不能順服神的道，更不能用符合聖經的理念來引導孩子。孩子因為罪，拒絕父母的
管教和帶領，失去認識神和親近神的機會。親子間因著罪，關係緊張，溝通僵化，阻擋了無可或缺的管教。
因此，基督徒家庭親子互動的過程就是一個從敗部回轉的成聖之路。當主的道漸漸更新了父母的心，甘願尊
崇神為人生的主宰，父母才能有正確的價值觀來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許多時候，昔日文化的洗禮，使父母奮
力去落實自以為是的理念，而並非以孩子永恆的益處為依歸，以致造成疏離。卻不知此類的挫折，正是我們
悔改、蒙福的契機！

苦差事 成了樂趣
李弟兄為培養兒子，投其所好，父子同打籃球。在打球時看到孩子缺乏對籃球基本動作的自律，心想若
長此以往，孩子會達不到自己想要打好籃球的夙願。這份操心使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督促孩子練籃球基
本動作，這才是幫孩子的最好途徑。在此思維下，與孩子打球同樂的休閒變了質，反成了督促孩子訓練的苦
差。這種父親兼教練的身份，自然演變成不停地指責與要求，吃力又不討好，抹煞了所有的歡樂。孩子得到
的結論是：父親參與的打球，
消滅了打球娛樂的果效。日
後，孩子參加籃球隊，每當聽
到教練要求練習基本功時，馬
上條件反射的認為好像又回到
與父親打球時的光景，籃球就
再也不是一個有趣的運動了。
李弟兄一再規勸大家一定
要引以為戒。由於這次的失
敗，他得到了教訓，在自己認
為網球優於排球的主觀意識
下，而堅持讓喜愛排球的女兒
打了三年網球，越來越勉強；
他最終同意了女兒轉打排球選
擇。他說，自從女兒換打排球
Young Family 細胞小組 聚會 (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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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女兒的活力與熱情得到了釋放，再苦、再累都是喜氣洋洋。此時父母與女兒親近了，交流通暢，家庭也更
和睦了。其實就是因為神感化了父母的心，使父母信靠神而少以自己為中心，不再患得患失。當父母由衷樂意
培養支持孩子的興趣，親子間真愛流露。

你要我做 我偏不做
另一位李弟兄分享了自己的錯誤經驗。在他的大兒子的成長過程中，李弟兄刻骨銘心地認定，若沒有個人
超強的奮鬥犧牲，就不可能取得好成績。他認為孩子有機會來美學習，應當感恩，並把握機會，盡一切可能好
好學習歷練；否則前途堪憂。這種獨尊學業成績，無視孩子所處環境，也忽視孩子性向的壓力之下，造成反效
果。越是力有不逮，父親越是認為孩子不聽話，多有指責，少有寬容，導致親子關係破裂。直到因信神而使得
父子關係得到修復後，他兒子才告訴他，「當時有很長一段時間，無論你說什麼，我都十分厭惡地反對。因為
你要求得太多了，我用我所有能量與你對抗，只是口上不說罷了。」通過這個經歷，李弟兄明白唯有當自己領
悟到一切所得都是白白恩典，包括上進的動力、機會、方向、親子關係、生存環境...等，他才會有感恩的心，
幸福感油然而生。認知神主宰萬事，他才能因著交託而對孩子有愛心，少憂慮、多寬容，並且支持孩子自己的
選擇。而讓孩子体會到父母的愛，尊重父母的建議，進而發展出針對孩子的具体情況而獨特帶領方法。

讓孩子明白神的道
王弟兄分享帶領孩子，其實目的就是能讓孩子明白神的道，甘心樂意地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做神喜悅的
事，而不是要孩子一定要學什麼特殊的技能。當把這個目的擺正時，就能讓孩子得到福氣。鼓勵是教養的重要
法寶。但常常父母的鼓勵力道不足。鼓勵孩子的另一有效途徑，是家庭外的鼓勵。就像他當時之所以有更大的
熱情和精力學習，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尊敬的一個年長的鄰居的几句鼓勵的話。團契生活很重要，因團契生活
中，小孩也會來，便有機會接觸多個家庭的鼓勵互動。

雙手把兒子緊緊抱了起來
廉弟兄總結地認為得對考慮文化背景而不能說出“親愛的”，和做出“擁抱”的事重新思考。這樣做是有
好處的。但實行不只是在表面，主要在內心。當內心充滿了愛時，雖說、做第一次時，難免不自然，卻有了走
出個人舒適空間的動力而繼續去做。多做後，就容易了。陳弟兄分享認為，言語非唯一，當他兒子一看到他就
朝他飛奔過來，當他迎著他兒子，雙手把他兒子緊緊抱起來，他的心便被他兒子的信任和愛融化了。那種愛和
彼此的信任，是任何言語都無法表達出來的。

因愛有耐心

家庭也和睦了

高弟兄和他太太是當晚帶領討論，分享見證的主角。高弟兄分享了自己的體會，從以前簡單的規矩教育，
認為事情一旦說了，小孩就得做；做好了，就表揚；做得不好，就該批評指正，完全不考慮孩子的具体情況，
從而慢慢悟出特殊專長的訓練，例如彈鋼琴，有老師或教練負責督查，不需父母多嘴多舌。父母只用說 “你
彈的真好聽”，就可達到培養孩子的興趣增長。孩子的快樂在於使孩子体會到父親的欣賞、喜悅和認可。再到
後來，從主動改變自己（用愛心說出、做到，並讓孩子體會到）來彌補既有的親子關係裂痕。內心去體諒對
方，樂意去幫助孩子解決困難。從而慢慢地修復了曾經不那麼完美的父子關係。在他與大兒子的關係的轉變過
程中，他能用心改變自己，從以前只能叫兒子的名字，羞於說「親愛的兒子」，到在兒子廿多歲後，能自然說
出「親愛的兒子」，能署名自己為「愛你的父親」。為此而感動了孩子。現在，他兒子能很自然地向父母表愛
心、送禮物、打電話噓寒問暖，並願意詢問父母意見。由於心的變化，在帶小女兒時，更是充滿了智慧，真心
實意地放下身段，向女兒真誠的求教，能耐心地鼓勵女兒。正如他太太分享所說，高弟兄因愛而有的耐心、細
心，讓子女受益。同時也讓家庭和睦了，夫妻關係真正進入到享受愛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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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牧養人心的是神
師母分享說，為人父母的目的在於帶領孩子做蒙神喜悅的事，但是管教的方法必須合乎聖經。我們當時刻
鑒察自己的內心與行為，要明白我們是天天與世俗爭戰，同時又是中國人養育美國小孩，每天都面對兩個文
化的衝突，十分艱難。從而要體會孩子的不適應與孩子的為難，理解並充分允許孩子在非道德的議題上與父母
不盡相同。師母還強調，即使我們有正確的目標與良好意願，甚至自己所做的也是正確的，我們仍然得謙卑自
守，要滿有耐心與寬容。我們牧養孩子也就短短的十八年，並非一生之久，應當珍惜，好好把握良機，塑造孩
子的品格。親子教育的目標在於使兒女更樂意親近父母也敬畏神，若這個指標沒有達到，我們就要反思自己
的所用的方法在哪裡出了問題，使孩子收不到父母與神的愛。「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神的榮耀。」在我們帶
領孩子的過程中，神知道我們都是罪人，還把孩子託付在我們手中；明知我們會犯錯，還賜我們做父母的福
氣。這是神的無比的恩典，讓我們在成聖的過程中，能透過養育兒女來學習扮演好自己的屬靈角色。在經歷養
育青少年子女的痛苦(growing pain)中，我們得以認識神的恩典與慈愛。身為基督徒，我們當認知真正牧養人心
的是神，祂使萬事都為愛祂的人效力。一時的過失或挫折，都是神賜與父母、子女認罪悔改的機會，是神點燃
的一盞指路明燈。正是父母的過犯而有的自卑、愧疚、無能、無奈等等負面情緒，才使我們有機會認識到自己
的有限，不能靠自己，而願意更進一步認識神，仰望、信靠神，與神親近，渴求經歷神的拯救。是神的話帶來
改變人心的動力！福音的大能與赦罪的恩典帶來家庭的轉機。

給孩子的雕塑者 — Dorothy Law Nolte
孩子若活在批評中 他就會責難他人
孩子若活在敵對中 他就會侵犯他人
孩子若活在譏諷中 他就會害羞怯懦
孩子若活在羞辱中 他就會自慚形穢
孩子若活在寬容中 他就會耐心待人
孩子若活在鼓舞中 他就會自信快活
孩子若活在激賞中 他就會感恩不已
孩子若活在公平中 他就會公正無私
孩子若活在安全中 他就會信心滿懷
孩子若活在肯定中 他就會滿有尊嚴
孩子若活在接納中 他就會待人以愛
Kara Tippetts (Focus on the Family) 見
證她自己在與癌症抗爭的過程中如何愛
撫和体諒孩子的故事。她歷經多次化療 教養兒女﹐天下父母心。
和放療後,頭髮全部脫光了。當她要去參

( Young Family 細胞小組聚會 2014 )

加她女兒中學同學和家長的聚會時，從昔日自己的中學生的角度，設想她女兒會希望她別在她同學們面前露出
光頭，起碼在外表上不要太過突兀。因而她決定要帶假髮，並問她女兒該帶哪頂假髮才適合去參加聚會，十分
感人。當然她女兒因她父母親與她多次交談，使她完全理解母親的顧慮,而回答說：「媽媽！你不需要帶任何
假髮，你怎麼樣都很美。」
當一個餘日不多的癌症晚期患者，能忍住自己的病痛，一心捨己愛護孩子，事事從子女的角度設想，愛也
就在此顯明了。這正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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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區大眾
獨樂不如眾樂
2013 年 5 月開始的「教會社區中心」在
今年 12 月 11 日舉辦聖誕節感恩聚餐。節目熱
鬧豐富﹐參加來賓超過 150 人。
「教會社區中心」的宗旨﹐是希望借由弟
(圖1)

陳建國弟兄的 二胡演奏。

(圖 2) 摸彩時﹐劉牧師現場為眾人抽出幸運號碼。

兄姐妹﹐每週四在「社區中心」﹐為教會附近四鄰的
非基督徒以及基督徒服務﹐進而可以介紹耶穌的大好
福音﹐傳揚基督的救恩真理。有些人誤以為是「老人
中心」﹐其實這是誤解﹐「社區中心」對外開放﹐歡迎
參加﹐不拘年齡。

本教會中也已有許多弟兄姐妹參與服事。有
接待﹐陪談﹐音樂﹐飯食﹐音響﹐翻譯﹐授課﹐
專題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只怕人少﹐不怕人
多﹐只要有心服務﹐都歡迎參加。
(圖 3) 用餐時的大排長龍

(圖4) 社團舞蹈表演。

(圖5)本教會的詩班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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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腳蹤

醫院舊史 故蹟重光

黃錫培

~~ 宣教士以捨命的愛 建立之博德恩醫院歷史, 終於獲得承認 ~~

今年 (2013) 6 月到訪, 在本教會舉辦了殉
道宣教士的事跡展覽以及三次的殉道歷史講
座。承蒙不棄, 教會邀請我投稿《磐石》, 定下
以宣教士為主題, 取名《佳美的腳蹤》, 尋找昔
日宣教士在中國留下的事蹟, 許多肢體常常回國
旅行探親, 不少碰到特殊的機遇, 拍下一些照片,
証實宣教士昔日留下的血汗功勞, 記錄成為我們
後人景仰佳美的腳蹤。
2013 年春,有肢體往甘肅省蘭州市旅行訪舊,
尋找昔日蘭州著名之內地會博德恩醫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舊址, 即今日蘭州市第二
人民醫院,院內果見到一間掛著牌匾:『博德恩紀
念醫院舊址 William Borden Memorial Hospi-

(圖 1) 昔日蘭州著名之內地會博德恩醫院(Borden Memorial Hos-

tal 1904』(圖 1 請留心看進口上面牌匾), 循路

pital) 舊址 , 今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進入館內, 看見牆上掛滿展覽圖片和說明(圖 2),
於是拍下一些相片, 寄來給我, 當中有兩張相片特別令我感到好奇, 因為寄來的有一張相片, 是博德恩醫院興建
的歷史大圖片(圖 3), 同時另外又有一張相片, 單單拍下醫院興建歷史的說明(圖 4) 。因此根據(圖 4),我便能
細心閱讀到, 博德恩醫院興建的歷史。
但當我細心閱讀後, 和對一對每張展覽照片,令我有
一點驚奇的, 就是對照所展覽出之圖片和內容, 為
什麼與我所寫的《捨命的愛》一書, 有許多相同的
地方呢? 首先讓我把(圖 4) 的文字錄下來, 用「粗
字」指出與《捨命的愛》一書字句相同者,引述註
腳如下:

甘肅蘭州博德恩醫院的興建
威廉‧博德恩去世後， 其父母遵從他的遺
願， 給『中國內地會』捐資。 內地會在蘭州市建
立博德恩醫院以紀念他。
金醫生1914年2月抵達蘭州， 他獨負重任在
(圖2)循路進入館內,看見牆上掛滿展覽圖片和說明

黃河北岸買下一大片土地，1918年4月醫院完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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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築工程。醫院正門上掛上了一面很大的『博德恩醫院』金字牌匾， 由省長正式揭
幕， 全市13間清真寺的阿訇都親臨或派代表來觀禮。
當時西北地區十分落後, 所以博德恩醫院不僅是甘肅第一家西式醫院, 而且是全省唯
一的醫院。醫院設備相當完善, 設有門診室、手術室、化驗室、藥房, 另設有男病人床位80
張、 女病人床位40張，此外還設有特殊病房專供回教徒病人使用。醫院為工作人員建有
兩處醫生住宅和一處護士住宅。五年後， 醫院開始收容痲瘋病人，到1926年又增設一所
痲瘋病院。
鑒於醫院治療痲瘋病的效果突出，甘肅省政府予以大力支持，使得金品三他們能夠
在離河州 20 里外的山谷興建起一個痲瘋村。」
再看醫院興建的歷史大圖片(圖 3) 上之 5 張圖片,對照《捨命的愛》一書的圖片, 除了中
間 1 張無法分辨外, 其餘 4 張就與《捨命的愛》書中相同如下:
「5 張展覽圖片的出處:
(一)最上 2 張:
(1)左面的一張是與《捨命的愛》第 180 頁下面的圖片相同。
(2)右面的一張是與《捨命的愛》第 168 頁右下角圖片相同。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二)最下 2 張:
(3)左面的一張是與《捨命的愛》第 167 頁右下角圖片相同。
(4)右面的一張是與《捨命的愛》第 168 頁中間左面的圖片相同。」
《捨命的愛》的內容和圖片, 均翻譯自中國內地會月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
本篇仔細地研究對比之下,醫院展覽圖片和說明與《捨命的愛》一書, 有這樣多相同的地方,
我知道教會有些肢體買了《捨命的愛》一書, 也可以像我一樣, 來比較兩處之文字和圖片。
若我們都同意的話, 至少令我們告慰的, 宣
教士捨命的愛建立之博德恩醫院歷史, 終於獲
得承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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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博德恩醫院興建的歷史大圖片

(圖 4) 醫院興建歷史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