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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聾兒一出生就會被殘殺;以色列人認為聾啞
是上帝對人犯罪的懲罰﹔羅馬拒絕給予天生的聾者
公民權……我們探索聾人的發展史時，發現聾人的
命運是極其坎坷的。
聾人教育起步甚晚。世界的聾人教育是 1545 年由
神父李昂 (Pablo Ponce de León) 在西班牙修道院開
始，當時一個貴族家庭帶了他們的兩位聾兒住進了
馬德里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 de Oña）修道
院，哥哥法蘭西斯可早逝，生前學會說一點點話，
弟弟皮卓活到三十多歲，不但學會說話，還能讀、
能寫西班牙文、拉丁文及一點點的希臘文。李昂教
育聾童成功之後，很多貴族家庭帶著他們的聾兒來
此修道院，如此，西班牙的修道院成為聾人教育的
發源地。根據文獻記錄，在聾人接受教育之前，修
道院就已普遍地使用手語，主要原因是宗教團體裡
的神職人員在過去操練靜默的過程中研發了手指文
字。羅伯•巴瑞卡特(Robert Barakat)曾在熙篤會修
道院（Cistercian monastery）裡研究隱修者的溝
通，他們生活中嚴格要求無聲沉默，因而早在西
元 328 年就有修道院採用手語的記載。因著手語和
手指文字在初期教會裡的發展，奠定了神職人員開
展聾人教育的基礎。
全世界第一所正規的聾人學校於 1755 年建立於法
國巴黎。這所聾校的創辦人是一位仁慈的神父──
阿貝•查理斯•蜜雪兒•德•萊佩（Ａ bbé CharlesMichel de l\'Epée）。當萊佩神父探訪一個貧苦家
庭時，發現這個家庭有一對雙胞胎姐妹都是耳聾，
這位窮困的母親懇求萊佩神父教育她的女兒，他不
僅做到了，而且改變了聾人教育的歷史。
美國的第一所聾校是在 1817 年創建於康乃狄克州
首府── 哈特弗（Hartford）。梅森•科格斯韋爾
（Mason Fitch Cogswell）是康乃狄克州的一位著名
醫師，他有個女兒是聾兒，由於當時美國還沒有聾
校，科格斯韋爾醫師邀請當地的一位牧師──湯馬
斯•霍普金斯•加勞德特(Thomas Hopkins Gallaudet)

林加樂

來教育自己的女兒。雖然加勞德特牧師從未受過教
師訓練，不過在他的教導下，醫生的女兒有些進
步。後來加勞德特牧師到了法國的巴黎聾校學習聾
人教育，當他學成後，邀請了一位法國優秀的聾人
教師勞倫特‧克勒爾(Laurent Clere) 一起返回美
國，創辦了美國的第一所聾校。如同法國巴黎的聾
校培養出很多優秀的聾人，美國的哈特福德聾校也
培養了不少聾人精英。1816 到 1869 年不但聾人基
礎教育和中等教育在美國各州蓬勃展開，1864 年
4 月 8 日，由美國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簽署法令成立了國立聾啞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the Deaf and Dumb），1894 年國立聾啞
學院更名為加勞德特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近 150 年後，今天加勞德特大學仍然是世界
唯一的聾人綜合大學。他和他的繼室夫人安妮塔•
湯普森•米爾斯(Annetta Thompson Mills) 在山東的
登州（現今的蓬萊）創建了中國的第一所聾校，也
就是今天的煙台市聾啞中心學校的前身。
為了建立中國的聾人教育，米爾斯夫人除了在中國
各地巡迴演說，同時著重於聾校師資的培訓。米爾
斯夫人培養出來的老師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聾人
教育從煙台起，向全國各地揮展開來，後來香港、
台灣和北韓聾人教育的起源及發展也和煙台聾校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續下頁)

(圖為米爾斯夫人教龔人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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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頁)
誠然，早在聾人還沒有學校可接受教育之前，神就讓神職人員
在修道院裡研發了手語﹔最早的聾人教育是在西班牙的修道院
裡開始的﹔全世界第一所聾校由法國的萊佩神父創辦﹔美國的
第一所聾校是由神的僕人──加勞德特牧師成立﹔亞洲大部分
的聾校是由宣教士所創辦。
因此，聾教育的起源及發展可以用“神愛聾人”四個字來詮
釋。
萊佩神父創辦了全世界第一所聾校後，他教聾生的第一個單詞
就是就是「上帝」。當在網站上看到這一段資料及照片時，我
不禁熱淚盈眶，再次體會神對聾人的愛！從聾人教育的起源及
發展，不隻讓我們看到神對聾人的愛，也讓我們認知「愛加倍
國際愛聾協會」的成立及發展，乃是神要我們承接歷史的使
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繼續通過手語的研究及聾校的成
立，將神的愛與中國及普世還沒有聽聞福音的聾人群體分享。
在煙台聾校成立 120 周年之際，神帶領我們進入中國聾人教育

見 證

胡 穎

的發源地——煙台，開始拓展愛加倍的事工。當行走在這一塊
土地上時，我們能感受到米爾斯牧師、師母曾經在這裡流淚撒
種。願我們繼續勤奮耕耘, 並期待開花結果。
求神加添我們信心及力量來重建這拆毀的祭壇、釋放被擄的靈
魂，願祂榮耀的國度降臨！

圖為米爾斯夫人和學生們

不 忘 主 愛

以前我和我先生經常為一些生活小事而吵架。比如洗碗，我們
家是我做飯，先生洗碗。但他經常要拖到第二天才洗，我很惱
火，就對他發脾氣。我也曾經想了很多辦法，軟硬兼施，但沒
有多大效果。隨著吵架次數的增多，後此也都說出一些傷害對
方的話，有時我會在同事面前抱怨，經常為這種事而煩惱。
有一天我的同事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教會舉辦的一個有關婚姻
的講座。聽完之後，我的感觸很深。吵架、發脾氣都是神不喜
忙的事情，也就是一種罪。

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
詩篇46章1 節說:「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 「神愛世人，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衪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
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我開始每天禱告，而且在行為上也有
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約三:16-17)
所改變。如果我看見沒洗的碗筷，我不會去指責他或者對他發
脾氣，而是馬上去洗掉。
「凡接待衪的，就是信衪名的人，衪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 (約一:12)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我先生開始主動洗碗，還主動幫助我做
家務，根本就不用我說。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正像詩篇37
章5節中所說的:「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
耶穌，
全。」這使我感受到神是與我同在的。衪是信實的，大有能力
的神。
你愛我怎能忘，
羅馬書八章10-11節中說到:「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因罪而
導論
你血流出，還我罪債，
死，心靈卻因義而活。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
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
在今年美國大選之前，我就準備寫一篇文章，題目是「不是經濟問題」。現在大選已過，這題目是否還適用？還有意義？我覺得有，所以就把
此恩何等深宏!
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感謝主，通過這個
它寫下來了。
見證讓我信靠主基督耶穌，我願一生跟隨祂的腳步，做衪忠實
如眾所周知，今年的大選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性意義，就參選的人來看，美國可能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或第一位最老的總統，
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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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 學到老 傳到老

陳建國

近更升級家中的電腦設備，用來上網看新聞以及管理投資帳
戶，換上大螢幕之後，就不用拿放大鏡對著螢幕看了，方便
許多。他是我們當中「活到老、學到老」的典範。
上過三元福音課程的學員一定對朱媽媽不陌生，每次
開課她一定志願擔任小隊長，帶領新進學員四處探訪傳揚福
音。她在家中還保留了一份十數年來的三福探訪記錄，常常
數算神的恩典。在傳福音的熱情及衝勁上，她絕不輸給年輕
小伙子。她也常自豪，自已以老婦人的身份與陌生人談福音
的內容，多半不會受到拒絕或有反感，反而是一種優勢。所
以平時在路上，在銀行，在超市，她都不忘抓緊機會向人傳
福音，帶人上教會 ，是我們「活到老、傳到老」的典範。
詩篇128:3-4上說：「你妻子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
大家口中的朱伯伯和朱媽媽是教會中的資深會員。前 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看
一陣子摔傷的朱伯伯，在短時間內就康復過來，真是感謝主 哪、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我們在朱伯伯家看
的醫治。朱伯伯雖已高齡94歲，每日仍然喜歡吸收新知，最 到了神的恩典及賜福，願神保守朱伯伯、朱媽媽一家人。

編 號 (Call
(Call #)

242.000史如
248.200雷工
220.950伍屬
220.950伍屬
242.000克如
253.100周靈
227.910張希
227.910張希
224.130胡以
242.000白宣
247.000麥孩
267.100陳任
246.000李基
246.200李男
267.100譚論
265.800克與
248.200龔眼
267.100張深

圖 書 館 新 書 光 碟 簡 介
作者
書名
主題

史多美.奧瑪森
雷蒙.貝克
伍美詩
伍美詩
克理夫&凱瑟琳.理查玆
周逸衡等
張乃千牧師
張乃千牧師
胡至誼牧師
白思傑，雷馬強佐
麥克.楊基
陳方
李日堂
李保羅
譚智明口述，林仲明撰寫
克莉絲丁.伯頓
龔立人
張文亮

如何為婚姻的難題禱告
工作靈修學
屬靈生命的素質(二版)
屬靈生命的素質(三版)
如何為身心靈醫治禱告
靈魂Call Out-解讀靈魂完全手冊
希伯來書(上) (16片CD)
希伯來書(下) (16片CD)
以西結書 (5片DVD)
宣教
孩子聽你那一套嗎
任差何往
基督徒的婚姻觀
男人天下-從釋經看姊妹事奉
輪椅上的射手
與癡呆症共舞
眼淚並未抹乾
深入非洲三萬里— 李文斯頓傳

為婚姻難題禱告
基督徒的工作心態
聖靈的果子查經
聖靈的果子研經小組
關懷、安慰與傳福音
靈魂的認知
希伯來書的解析
希伯來書的解析
以西結書的解析
基督徒與神的關係及宣教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陳方牧師的宣道傳記
基督徒的婚姻
男性基督徒看姊妹事奉
神的恩典無所不在
了解癡呆症之支持
妻子因癌症到逝世的心路歷程
李文斯頓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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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磐石通訊同工名單

顧問：
督導:
編輯：
同工:

劉傳章牧師
鄧國耀長老
沈學書
陸曹立是
陳許若梅
孫濤
劉吳舫
美工設計： 張維綱
校對： 陳建國
印製: 張鄭佩霞

認識應屆高中畢業生
今年夏天教會中有二十九位莘莘學子自高中畢業，邁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感謝這些青少
年的父母多年的辛勞，按主的教訓把他們養育長大。願 主賜福、看顧、保守這些青年學子
前面的道路！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
( 提前4:12)
英文名字
中文名字
家長大名
-------------------------------------------------------------------------------------------------------(男生: 16 位)
Aaron Chan
曾子聖
曾立振, 曾葉彩霞
Aaron Lee
李溢信
李以基
Alexander Zhu
朱希濤
朱正坤, 朱徐微紅
Chris Chang
陳軒宇
陳贊泉, 陳伍麗嫦
Daren Seto
司徒卓林
司徒裔堯, 司徒梁錦娟
Elliot Liu
劉建國
劉華仁, 劉李葉玲
Jason Chang
張家俊
張殷俊, 張培
Joshua Tseng
曾繁銘
曾慶邦, 曾李凱蕾
Kai Lau
Kevin Chen
陳宇瀚
陳召立, 陳符曼莉
Kevin Siu
邵家富
邵慧芳
Lincoln Wang
Matthew Lu
盧慎行
盧允誠, 盧李素仙
Michael Gallegos
Seth Thomas
Wilbur Shirley
雪利恆傑
雪利安益, 雪利林麗娜
(女生: 13 位)
Claudia Yee
Diana Chu
Elizabeth Liu
Esther Ho
Grace Hsu
Grace (Poolesville)
Helen Cheung
Jennifer Lu
Josephine Wu
Kelly Lin
Nicole Huang
Roslyn Lee
Tiffany Chan

余詠慝
朱煥華
劉陽
何明詩

余達榮, 余洪蓮淑
朱聲遠, 朱陳美玉
劉訓暹, 劉花燕敏
何其功, 何范久芬

盧言芳

盧建榮, 盧林美萍

李涵亭
陳勵瑩

李平, 李胡人珠
陳甄雁清 (祖母)

備註: 中文姓名部份摘自教會2011年通訊錄，若有遺漏，敬請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