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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平庸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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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吳淑敏

我來美國定居已有十多年。記得初來美國時，為了生活，我夫婦兩人營營役役，非常忙
碌地工作，無論是生活和心靈上都經歷了很多掙扎和難處。
約四年前，神很奇妙地帶領我們一家轉往中華聖經教會聚會。牧者誠實地傳講、執行神
的真道，令我夫婦二人得益良多，很快便投入教會生活，並成為會員。在這段日子裡，鄭牧
師和師母的鼓勵及幫助陪伴著我們一起走過艱難的曠野路。
2012 年，神感動我們夫婦在忙碌中仍願意抽出時間上「不再一樣」(Experiencing God)
的課程。這課程的內容是基督徒生命的改變和操練，且察驗並活出神的旨意。在這課程中，
神的話語每一字每一句都幫助我們很大。透過靈修、讀經、祈禱，可以與神建立一親密的個
人關係，並敏銳配合神的工作，因為聖經上說，「人離了神，不能做什麼。」(參約翰福音
15:5) 完成了這課程後，我們都感到神在教會裡工作，因為這課程對我們的靈命極有幫助，
讓我們認識神的心意。
今年五月教會舉辦退修會，我夫婦二人在這時候特別忙，因我們有展銷會的工作，但不
知為何突然很想參加，亦抱著去休息和享受神話語的心態報名了。
第一天，擔任主講員的黃牧師說他起初

(陶雅玲提供)

沒有想過會答應來我們的退修會，因他服事
的對象是二十至四十歲者，但神感動他來到

欣賞黃牧師他憑著信
心去配合神的工作，與我剛上完的「不再一
樣」的課程教導用信心和行動來回應神的工
作，真是不謀而合。黃牧師更能在生活中活
出愛、順服，及願意被神使用的生命見證。
黃牧師的講道分享觸動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內
愛：退修會JMU植物園一角
心深處，並流下熱淚，但我卻沒有，究其原
因有二。其一，因二十多年來，我也聽過不少愛主的弟兄姊妹的見證。其二，黃牧師所分享
的道與鄭牧師所教的課程很類同。
到了第二天早上靈修時間，我正默想「超越平庸的愛」，不知為什麼聖靈在我心裏對我
說，「去愛、去寬恕那些傷害你的人。」我心裏抱怨，對神說，「你為什麼要我去愛、去寬
恕那些人？神你為何不去感動、改變那傷害我的人來愛我？我已為你名的緣故，聽你的教
導、跟從你的話語去行，你為何對我要求那麼高？」接著我的眼淚奪眶而出，一直不停地在
流，一下子把我積壓了十多年、深藏於內心的眼淚如洪水潰堤般傾瀉出來。之前黃牧師講的
道，幾番感動弟兄姊妹流淚，我都沒有哭，因我已習慣將眼淚藏於心底，但此刻我心裏的眼
淚一直不停地流，直至我感到神醫治撫摸了我十多年的傷痕才停止。神讓我看到 （接下頁）
我們當中。從分享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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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參羅馬書 8:28) 當晚黃牧師說，明天早上他將會有兩個呼召：第
一，誰願意將生命活出像一本「活聖經」；第二，誰願意將他餘下的下半生被神使用。
第三天早上，當黃牧師在台上呼召誰願意做一本「活聖經」時，我覺得基督徒的生命應活出神的真理，於是我
很快便站上台，接著約有九十多位弟兄姊妹也離開自己的座位站在台上。我很感恩，在我有生之年，可以感受到聖
靈大大的同在。接著黃牧師提出第二個問題，
「你是否願意將你餘下的下半生給神使用」
時，我想到彼得三次不認主，但神仍使用他，
因神要的是他對神的心。
因神醫治了我的傷痕，我決意每天早上先
為神、為教會的事工祈禱，並為弟兄姊妹的靈
火不要熄滅而禱告，以回應神對我的大愛。 退修會JMU東區校園
「 事

(陶雅玲提供)

God Is Pleased

Amy Liu

I am so thankful that the Lord has blessed CBCM so abundantly with a Caring Department (CD). In addi on to being able
to care for our church members in mes of crisis such as loss of
loved ones, ﬁnancial distress from loss of employment, health
problems and others, God has enabled us to extend care to our
local community and some overseas ministries. We recently
had a devo on at our departmental mee ng, and the topic was
“God Is Pleased.” The focus of the CD should be God is pleased
before ministry. God is pleased when we care for our members
at CBCM. God is pleased when we put our energy, enthusiasm,
and crea vity to serve others. He is also pleased when we
strive to be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There are several ministries that CD is suppor ng outside
CBCM. We have our yearly love oﬀerings (cash dona ons) to
Li.le Lights Ministries,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and Rockville Pregnancy Center. Li.le lights Ministries is an organiza on
that serves inner city DC children and youths with their a3er
school programs, Chris an character building, and job training.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CEF) have a3er school clubs called
Good News Clubs in elementary schools of low income areas in
Maryland. The goal of Good News Club is to disciple children
with the Word of God. With CEF, CD gives ﬁnancial support for
the materials of a Good News Club in a Montgomery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Rockville Pregnancy Center helps women
with unplanned pregnancies to ﬁnd alterna ves to abor on
through support and counseling. CD sponsors a yearly Baby
Bo.le Campaign and Baby Bou que Drive to collect cash donaons and baby supplies for them. We have our yearly Opera on
Christmas Child Project in which we collect shoe boxes ﬁlled
with school supplies, hygiene products, and small toys for poor
children overseas. CD has recently donated $500 worth of
school supplies to Mary Vale Elementary School in Rockville.
We chose this school because the loca on is in close proximity
to our church, and a signiﬁcant number of their students are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who cannot aﬀord the basic school

（continue on next page）

神得以喜悅

恩
等蒙神祝福，設置了慈惠
部。慈惠部不僅能夠在本教會會員有難處時關懷他們，例
如失去親人、失去工作面臨經濟壓力、身體長期有恙時，
神也使我們有能力將關懷與愛心延伸到社區及海外的事工
上。最近慈惠部開同工會時的靈修主題是「神得以喜
悅」，提醒慈惠部同工應將焦點優先放在「神得以喜悅」
上，然後才是事工。當我們關懷本教會會員時，神得以喜
悅。當我們將精力、熱情與創意用在服事他人時，神得以
喜悅。當我們竭力成為這世界的鹽與光時，神也得以喜
悅。
慈惠部支持了幾個教會外的事工。我們每年有愛心奉
獻給小燭光事工、兒童佈道團、以及洛城孕婦中心。小燭
光事工位於華府市內區，透過課後輔導、基督徒品格建
立、技能培訓等事工來服務該區的兒童及少年。兒童佈道
團則在馬利蘭州內低收入地區的許多小學內設立了稱為
「好消息社團」的課後社團，用神的話語來教導學童。透
過愛心奉獻，慈惠部與兒童佈道團合作，負責支付一所蒙
郡小學「好消息社團」的教材費用。洛城孕婦中心則是一
個為協助意外懷孕的女性而設立的機構，透過鼓勵、支持
與輔導，幫助她們選擇非墮胎之途。每年慈惠部會在教會
主辦嬰兒奶瓶運動及嬰兒衣物運動，幫助他們募收現金或
可用的衣服及物品。每年慈惠部也會主辦聖誕孩童運動，
幫忙募收裝著禮物的鞋盒，如文具、盥洗用品、小玩具
等，寄給海外貧窮的兒童。最近慈惠部也捐獻了價值約五
百美元的文具用品給洛城的瑪麗維爾小學。我們選擇此校
的原因是它離我們教會很近，而且有許多學生來自低收入
家庭，買不起基本文具用品。去年十月，慈惠部也為該校
我非常感 ，因我們教會何

（接下頁）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age)
supplies. CD sponsored a Winter Coats Drive at CBCM in October
for the students there. CD is considering having a team of CBCMers to volunteer at their a3er school program in the future.
Since 2011, CD has also supported Harmony Outreach. The
mission of Harmony is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reach out to
orphans, and come to the rescue of the vulnerable, at risk people
in China, Ethiopia, and Cambodia. The cornerstone of Harmony
Outreach’s work in China is an orphanage near Beijing called Harmony House. It is a safe haven for orphaned and special needs
children. They take in children who were abandoned because
they were born with special needs, and transformed their lives
into something new and beau ful through foster care, surgeries,
and adop on program. Some Harmony kids have been adopted
into families overseas, and they are mostly Chris ans from North
America. We have a CBCM family who has adopted a child from
Harmony House. Harmony has also supported another orphanage and Kaifeng Deaf School in China.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Harmony has adopted 3 orphan homes. In addi on to ﬁnding
sponsors for these children, they are providing a full me nurse
who is overseeing an immuniza on program for the approximately 250 orphans and plus staﬀ. Since early 2012, Harmony
has been partnering with Water of Life Ministries in Cambodia,
doing rescuing work of girls and children from sex traﬃcking.
They have a Water of Life Girls’ Home at which at risk young
women are given opportuni es to change their lives. It is a safe
haven where formerly vulnerable young women live while they
are grounded in the Word, loved, and provide the prac cal help
they need to prepare them for life. They also have an orphanage
in Phnom Penh, and the Children of Hope School that provides
Chris an educa on to the children from the orphanage. CD has
been suppor ng Harmony Outreach with the sponsorship of special needs children from China and Ethiopia. In 2011, 21 special
needs orphans were sponsored, and this past October, 8 orphans
were sponsored, and $300 were collected from our sign up table
at CBCM. CD has recently sent a love oﬀering gi3 to support the
Water of Life Girls’ Home in Cambodia. CD has also supported 13
students from 2 deaf schools in China.
We the Caring Department (caring.dept@cbcm.org) want to
care for our own, please inform us if you are aware of any CBCMer who is experiencing hardship, and we also welcome new
ideas and new ministries to partner with.
(Note from Editor: wrien in January 2013.)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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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大衣運動。慈惠部正考慮將來組織一
義工隊去該校支援其課後活動。
自2011年起，慈惠部開始支持「和諧外展」，其宗
旨為傳福音，向孤兒伸出援手，搭救中國、衣索比亞、
柬埔寨的弱勢者。他們在中國的主要事工是位於北京附
近的一所孤兒院「和諧之家」，專門收留孤兒及有殘疾
的兒童。許多生來有殘疾的兒童被父母拋棄成為孤兒，
來到「和諧之家」後，透過收養家庭的照顧、手術及領
養，他們得到又新又美的生命。許多孩子被海外家庭領
養，其中有很多是北美洲的基督徒家庭。本教會就有一
家庭從「和諧之家」領養了一個孩子。另外，「和諧外
展」在中國還支持了另一家孤兒院及開封聾啞學校。在
衣索比亞的亞的斯亞貝巴市，他們也接收了三間孤兒之
家。除了為這些孩子找尋資助人之外，他們還雇用了一
位全時間護士來負責監督250名孤兒及工作人員的免疫
措施。自2012年初起，「和諧外展」開始與柬埔寨的
「生命水」事工合作，拯救色情人口販賣之受害女孩及
兒童。他們設立了「生命水女孩之家」，使有風險的年
輕女性有機會改變她們的生活。原本脆弱的年輕女性住
在那裡，接受聖經的教導、被愛，且接受生活輔導。在
柬埔寨首都金邊，他們也有間孤兒院，以及為該院孤兒
提供基督教教育的學校「盼望之子」。教會慈惠部近年
來一直在為中國及衣索比亞的特殊需要兒童尋找資助
者，以支持「和諧外展」的事工。2011年教會共為21位
有特殊需要的孤兒尋到資助者，去年十月有8位，也募
集到三百美元奉獻。前陣子慈惠部也寄了愛心奉獻給柬
埔寨的「生命水女孩之家」，且資助了中國兩所聾啞學
校的13個學生。
慈惠部更是願意關懷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如果您知
道有人正遇到困難，請通知我們 caring.dept@cbcm.org。
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提供新的想法，或介紹可合作的新
事工。(譯)
(編者按：英文原稿寫於今年一月初)
在教會主辦了

嬰兒奶瓶運動：有意者將空奶瓶（左圖）帶回家積存零錢，滿了再帶回來（右圖）交給慈惠部，轉捐予洛城孕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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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愛心與智慧的母親
要九十五歲了，她爲我所做的事情不計其數，
我選了印象最深、對我影響最長久的三件事，記述如下。
(一) 繳學費
一九五零年代，我父親在台灣，母親和四個孩子留在
紹興。那時候，台灣與大陸是兩個隔絕的世界，我們的生
活就靠父親從台灣寄錢到香港的沈伯伯那裡，由他再轉寄
紹興。當時的台幣幣值很低，台幣換港幣，港幣換人民
幣，寄來的錢常不夠基本的生活，有時就靠變賣家裡稍微
值錢的東西來維持生計，但也要看有沒有買主。每年開學
要繳學費的時候，就成了一個大難題。記得那時小學一學
期的學費是六塊錢，中學是十二到十五塊錢。母親不只一
次對我說，「妳是女孩子，就不用唸了。」每次我都躲到
後面的灶間裡去哭。我也不知道母親最終是怎麼張羅的，
反正我還是去上學了。有一年母親找到校長作保證人，學
費分兩次繳，開學前繳三塊錢，學期中再繳三塊錢。又有
一年，母親實在沒有辦法了，從鄰居那裡聽說可以到醫院
賣血換錢，但母親個子矮小，體重不到五十公斤，原不符
合條件，可是她去的那天正好下雨，她穿了一雙高筒的雨
靴，正好夠五十公斤。我們小孩子不知道她去賣了血，只
聽到舅母對她說，趕快買點補血的東西來吃，那一年的學
費就及時繳了。這件事我只跟女兒講過一次，平常我和三
個哥哥們絕少提起，原因是每次想起來，都感到太神聖、
太感激又太心酸，情緒激動，總忍不住要掉眼淚。五十年
代賣血的事，恐怕很少人知道，沒有醫學常識的母親，看
到鮮血流出來的時候，不知道她害怕不害怕。但我知道，
爲了讓她的孩子受教育，在我們還懵懵懂懂的時候，她就
這麼做了。現在每月領聖餐的時候，我常會聯想到母親爲
我們做的這件事。主耶穌的寶血洗淨我一切的不義，而母
親的血使我在啟蒙時期得著基本的教育。我之所以有今
天，是因為天上人間的至愛都傾在我身上，使我不只唸完
小學，更唸完研究所。
(二) 離開大陸
前面提到一九五零年代，父親在台灣。其實最初他是
在香港，後來跟著公司遷到台灣。那個年代，在大陸的人
如果有親戚在台灣，就絕對是黑五類。如果有親戚在香
港，那就不算黑五類，但是有「海外關係」，所有從國外
寄來的信，十之八九會被查閱。父親到了台灣，在來信中
雖只提他到了某某親戚去過的地方，我母親就心裡有數，
私下和我姑姑商量。姑姑曾勸她去向政府告白，怕萬一被
發現，就更不好。我母親深思熟慮之後，決定隻字不提，
對我們小孩子更是守口如瓶。她想萬一真被政府查到，她
可以推說不知道，因為父親的信，都是從香港寄來的，從
母親快

程惟梅

提 台灣。再則，小孩子在學校裡上政治課被洗
腦，諸如「父母親再親，不如毛主席親」、「要與親人劃
清界線，以示效忠共產黨」之類的觀念，一再強調。十幾
歲的少年人若是知道這樣的事，在老師的誘導下，很可能
就會說出來，那就全完了。正因為母親保密多年，才沒有
斷了後來我們離開大陸的機會。等到我哥哥們要上高中、
上大學的時候，因為有海外關係、對黨有懷疑等政治因
素，考試成績再好，也進不了理想的學校。母親看到這種
形勢，就確認她的孩子不再有機會上大學，沒有前途可
言，唯一的辦法就是離開大陸。於是母親去公安局申請離
開大陸到香港去，理由是夫妻分開將近十年，實在太久
了。公安局的人曾建議她勸我父親回大陸，或者把孩子留
在大陸，她自己一人去香港，但她堅持要帶著四個孩子一
起走。這個決定是個極大的賭注，若申請成功，那是最
好，若是不成，那我們家的政治成分就更糟糕了，讓居委
會的人知道我們居然還在嚮往香港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地
方，更是沒有前途了。
感謝神，母親去了公安局好多次以後，總算批准了。
僑委會的人不明白為什麼母親不辦入港證，卻要從澳門偷
渡，多加一層危險。直到半夜偷渡成功，我很高興的說，
「明天爹要來接我們了」，母親才流下淚說，「妳爹不在
香港，在台灣。」我頓時就傻了。聽說台灣是米缸裡沒米
只能吃香蕉皮、人民被美國大兵欺侮的地方，我怎麼也沒
辦法把父親和台灣聯想在一起。回想起來，當年若不是母
親的智慧，我們不可能離開大陸。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中，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成分，必定受盡折磨，更不用說上
大學了。
(三) 夫妻相處
我生孩子的時候，父母親來幫忙，看到我和先生時有
爭執。母親看在眼裡，卻從不下判語誰對誰錯，只是一味
的提醒我，「妳要想想他好的時候，妳要想想他好的時
候。」這一招非常管用。她若說我不對，無異是火上加
油，若說我先生不對，或許傷及丈母娘與女婿的關係。其
實我們所爭執的，也不是什麼大事，被我母親一提醒，想
到先生待我好的時候，很快就平靜下來了，也就不再吵下
去了。大女兒結婚後，有時候也會對她先生生氣。我知道
了以後，就把同樣的話講給她聽，「妳要想想他好的時
候。」這一想，火氣就消了一半。這句話實在是充滿了智
慧，相信我女兒將來也會把這句話講給她的孩子聽。
母親節快到了，謹以此文作為禮物獻給母親，祝她母
親節快樂。
來沒有 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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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孩童奉獻禮

回顧鄉福事工與展望

劉濱垣

零零九年十一月投入鄉福宣教工場至今，我們先是在蒜頭教會所屬的灣內福音中心，然後到現今的港尾寮福
音中心。從鄉村的型態上看，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從居民的開放性和小朋友的素質來看，是有一些不同。港尾寮
因為位於蒜頭和北港之間的交通要道上，車水馬龍，熙攘往來，車聲吵雜，文化水準比較開放，學生素質比較平均，
家長比較關心小孩的教育。
在台灣彰化、雲林、嘉義三縣根深蒂固的傳統信仰中，每個村子幾乎都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大廟，供奉各樣的神
明，時常舉行各種慶典，迎接各地而來的善男信女祭拜燒香。這是台灣民間流傳的宗教，鄉村的居民看不見真正的
神，只看見人所造的偶像，好像以色列人拜金牛犢一樣。他們以為這些神明使他們身體健康、病得醫治、大吉大利、
農產豐收，正如聖經所說，「有一條路人以為正，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
。」(箴 14:12) 殊不知，宇宙萬物一切都操在上
帝的手中。他們不知誰降雨水，誰給陽光；他們不把榮耀歸給真神，而去討好魔鬼控制的邪靈，實在可憐可悲。他們
無知的心，令他們昏暗，即如羅馬書所言，「自從造天地以來，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
著所造之物，
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叫人無可推諉。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
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
虛妄，
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
。」(羅 1:201:20-21)
我們在灣內兩年，認識一些慕道友。目前有四位參加青少團契，有三位禮拜天固定來教會聚會。其中一位成人，
慕道幾年，我們帶領她決志信主，但是還不肯受洗，因為她不敢在村民面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我們雖然離 （接下頁）
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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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灣內，但心裡常掛念他們，常有聯繫。有一位小
女生，原本很乖，循規蹈矩的，突然聽到傳聞說她上了國中不
久就輟學在家，不肯上學，家人和學校老師一再勸說都無效。
我們便為了這件事情迫切禱告，求主改變她的心意，也求神給
我們智慧來安慰勸導她，且求主綑綁撒但的作為、挪去魔鬼的
攪擾。有一天，我們去探訪她，內人竹英慢慢勸她，為她禱
告，祈求主挪去她心中的疙瘩難處、失意無助、及徬徨羞愧，
使她堅強地站立起來，不要逃避現實，不管過去遇到什麼問題
憾事，要勇敢地面對。一番勸勉誘導之後，她終於答應要上學
了，真是感謝主！她為什麼自閉？唯一我們能想到的是，聽說
她家裡鬧鬼，為魔鬼所利用。聖經說，「務要謹守、
務要謹守、儆醒。
儆醒。因
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
的人。」(
的人。」(彼得前書
。」(彼得前書 5:8) 感謝神垂聽我們的禱告，改變她的 左二三為作者夫婦
心意，醫治了她心靈深處的困惑傷痛。願神時常提醒她，不論她自己如何，上帝永遠是愛她的。
在港尾寮，去年底我們觀察到一位殘障人士，偶爾看見他坐著四輪電動車，路過福音中心的門口。有一次就上前
搭訕，問他住那裡，想要與他做朋友。第一次的造訪，滿有神的同在，他主動談他的問題，我從中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和信仰。他感到世人的可怕：他今年初托人辦簽証、買機票車票及禮物、坐高鐵、去機場，每一件代辦事項，都被人
抽取傭金，還偷他的錢。他遇人不淑，使他對人重新估計，就像聖經所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
壞到極處，誰能識
透呢？」(
透呢？」(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 17:9) 經過我們幾個月對他的關心，與他建立友誼，帶他到教會，後來他願意在衆人面前承認是
基督徒。於是，我們請牧師一起去探訪，由牧師帶他作決志禱告，哈
利路亞！讚美主！他剛好趕上教會今年的復活節受洗日，於是受洗歸
入主的名下。
另外一位是神自己帶來的。有一位媽媽很想讓她兒子來福音中心
接受輔導，是時名額己滿，不容許再接受新人。但我們相信，這是神
送來的人，必須好好對待，於是我們建議他還是晚上來上課。自那時
起，她兒子星期一到星期四或五，每天晚上都來兩個小時。剛開始，
我們曾經利用媽媽來接小孩的時候，花半小時的時間與她一起讀約翰
福音，並且教她禱告，漸漸地她會自己禱告。她靈性蠻好的，說她願
意信，所以內人帶領她作決志禱告。之後因為工作忙碌，就沒繼續在
福音中心一起讀聖經，但是她說在家仍然有禱告和閱讀約翰福音。我
們繼續為她禱告，希望她禮拜天可以不必上班，就能夠全家一起來教

（接上頁）

會了。

鄉下地方，傳福音是項長期抗戰的工作，需要以關心、愛心、恆心結合在一起，與慕道友建立深厚的友誼，
並伴隨生活和生命的見證，做長時間的奮鬥，才能使人心歸向耶穌基督。同時，當然需要聖靈做工，才能成事，也就
是聖經所啟示的，「萬軍之耶和華說，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
。」(撒迦利亞書
4:6) 每天，我們看到居民來來往往，如同沒有牧人的羊一般，就如使徒馬太所描述的，「他［耶穌］
耶穌］看見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們，
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9:36) 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做他們的
朋友。
我們在宣教工場的生活，一切蒙上帝的保守看顧。不過，倒是要請大家為我們禱告，因為內人常常牽掛著兒女孫
輩。於是我在擔心，如果我們不來了，那位已信主的老弟兄怎麼辦？我定期給他理頭髮，時常刻意拜訪他一起禱告，
了解他的近況，與他話家常。還有那位晚上來課輔的小朋友，他勢必要曉得自己發奮圖強，自求多福，沒人輔導行
嗎？他媽媽快要受洗，又有誰來跟進呢？還有白天的那十二位可愛的小朋友呢？真是求主差派工人來接替。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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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書介紹
爸爸我愛你 作者:
作者:金成默

你與父親的關係和你與孩子的關係，呈現的方式是相同的。如果你的父
親是沉默寡言的人，你對自己的孩子也會沉默寡言；如果你的父親用強勢的方式教養孩子，你也會用強勢的
方式養育孩子。父親遺傳給子女的不只是長相而已，也會遺傳給子女對待人生的態度和人格。父親的遺傳基
因強而有力，甚至能影響子女的人生。
在家庭關係日趨緊張，離婚率節節高
漲，親子互動劍拔弩張的今天，幸福和樂家庭的祕訣在哪呢？作者以自己充滿傷痛和失敗的過去為範本，坦
白地道出在面臨家庭破裂危機時的痛苦掙扎，與如何藉由參加「爸爸學校」課程而明白上帝所設目的，並重
新學習做父親的使命，及如何與家人共處和營造幸福家庭的祕訣。

爸爸，
爸爸，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走出憂鬱，
走出憂鬱，迎向陽光 作者:
作者:貴格利.甄慈,安妮.麥克穆瑞

深受憂鬱之苦的你，或許覺得永遠找不到路可以走出憂鬱的黑暗深淵，然而作者深信，每個人陷入憂鬱裡都
有其獨特的緣由，走出憂鬱的方式也必是獨特的。對於造成憂鬱的情緒、環境、關係、身體和心靈等因素，
作者在書中提出了深具智慧、洞見與誠摯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還有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法。因此，從這一本
書強調以全人一致來關顧全人身心靈健康的書裡，你將得到全然的幫助，並擁有真正的自由。

改變帶來醫治

作者:
作者:亨利.克勞德

如何與孩子談性 作者:
作者:鍾斯垣, 鍾盼娜
性教育不單是提供資訊，更是塑造孩子的性
我們常拖著過去的沉重包袱向前走，感到力
不能勝。作者身為執業的基督徒心理醫學博
格。在本書中，鍾斯坦與鍾盼娜夫婦提供切實
士，清楚地指出人們的掙扎有符合聖經的解
可行的幫助，建立符合聖經的性觀點，並說明
決之道，使我們與神、與人的關係得到醫
這在今天價值觀模糊的社會中何以如此重要，
治，並紓解我們成長中的痛苦，以便真正長
且討論為人父母者應如何與孩子談論性的話
題，及何時跟他們談比較合適。
大成熟，滿有活力。
奧卡人的新生 作者:
作者:賽因特 五位傳教士遇害的消息震驚了世界，他們的生平也一直感動、激勵著無
數人的心靈。然而，那次事件卻留下了重重的疑團和迷霧，許多至關重要的細節和原因仍然不得而知。誰能
再度開啟這段塵封的往事呢？史蒂夫．賽因特，罹難者納特．賽因特的兒子，承擔起這份使命。像愛的使命
一樣，他攜家人返回厄瓜多爾叢林，來到瓦達尼人（奧卡人）中間，把他們當作朋友，甚至家人，儘管他們
中間有人曾是殺害他父親的兇手。此書既是跨越時空的歷險記，又是一部浪漫的小說，更是靈魂的訴求。史
蒂夫在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裡穿梭，最終揭示了父親慘遭殺害的真相。隨著事件的真相一點點浮出水面，史
蒂夫也越來越迫切地面臨著新的使命：引導瓦達尼人更多地接觸外面的世界……
3C 傑出人才 作者:
作者:姜永祐
重生真義
作者:
作者:王明道
如何能享有幸福又有意義的人生？如何教育子 你肯定自己已重生得救嗎？王明道先生指出：
女成為傑出人才？美國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 「重生得救的人是基督徒，但不是所有基督徒
的國家殘障委員會主席姜永祐博士，中學期間 都是重生了的。」何謂重生？為何人必須重
因一次交通意外而導致雙目失明，但在逆境中 生？如何可得到重生？人重生後有何表現？這
始終滿懷信心、勇敢面對挑戰。他針對上述問 些都是作者要告訴你的，免得你已重生卻不自
題提出 3C—實力、品格、委身（Competence, 知，終日活在憂慮恐懼中；又或只知道重生的
Character, Commitment）的解答！透過姜博 道理，從沒有重生的經歷，卻誤以為自己已經
士充滿恩典的一生，以及他在教育上的洞見，必可培育更多神 重生得救。透過本書，你不但可以確知自己是否已經重生，
國人才，發揮僕人領導力，在世上作光作鹽！
還可掌握重生的真正意義，清晰地與人分享得救之道。
作者:李永成
培養高EQ
培養高EQ的靈命
EQ的靈命 作者:
作者:彼得.史卡吉羅 基督徒的成長若一味 家事國事天下事 作者:
側重靈命的追求，漠視或壓抑情感的層面，那是不健康的扭曲， 作者真誠吐露心中的感受，讓你
長久下來必然產生失衡的現象，甚至對家庭、婚姻、工作與信仰 可學習到人生寶貴的功課。他不
造成傷害。作者是在戰鬥中受過傷的人，他為一般信徒勾勒結合 說教，只跟你談天，但他談的都
是引你更親近主的良言。
情感健康與幽默觀的靈命，使我們能夠建立一個高EQ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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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書介紹(續)
使徒傳道模範
作者:
作者:賈玉鉻
使徒傳道的模範是我不以福音為恥，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於是門徒滿心
喜樂，縱然身被捆綁，如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門與路—倪柝聲 息專集第二輯
作者:
作者:倪柝聲
門後 該
收集倪柝聲弟兄論 當
活 八
篇 息：門
麼 祈禱 反 撒但 禱告 兩
－主觀 客觀
活
屬
屬頭
神

信
走入基督的
， 如何走基督徒的路。本書
到正 基督徒生 的
信
與路、甚 是
、 對
的
、 方面的真理
的和
的、因
信而 與得著真理的過程、是 靈的呢是
的呢、基督的心、 的得勝者。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新生命──
新生命──生命成長專題研經綱領
──生命成長專題研經綱領 作者:
作者:慕安得烈
本書是為有心追求生命成長的基督徒編寫的專題研經綱領，共五十二章，每周研讀一
章，可作一年的查考材料，主日學、團契、查經班或個人研經均適用。作者的目的，是
要簡單扼要地把與基督徒新生命有關的各種重要真理解釋明白，並詳細列出有關的經
節，給基督徒有正確的聖經知識，有能力結果子，過聖潔的生活。修訂版重新編排，訂
正錯漏，並加入「慕安得烈小傳」、「如何有效使用本書」，使本書更臻完善。
詩篇(上)(下) 作者:
作者:范甘麥倫
本卷原著屬於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之修訂版，出版於2008年，主要增訂在於連接每
篇詩篇與前後詩篇之間的關係，讓詩篇不再是各自零星獨立，而能連貫起來，看出一脈
相承的題旨，是這卷最受歷代聖徒喜愛之書卷不可或缺的輔助讀物。在導論部分，作者
探討詩篇這卷書的文體類型、寫作手法、形成歷史、文學技巧、標題、神學等與詩篇研
讀息息相關的論題，與當代文獻進行必要的互動。隨後，作者逐篇逐段解釋詩篇，說明
其文體類型、結構、意義、與信息，必要時在〈附加註解〉部分探討涉及原文的較專業
論題。全書另含二十三個專題附記，討論重要的論題，如雅威是我的救贖者、雅威是神
聖的戰士、雅威大能的作為、讚美雅威、錫安神學、具有彌賽亞特色的君王、約櫃和聖
殿、罪與赦免、詩篇中的咒詛詩等。在保守福音派的詩篇註釋當中，這是最好的一本，
比這個範圍裏面的其他書籍更有深度，年代也更新， 集學術、信息與靈修於一身。

合神心意的門徒 作者:
作者:歐格里 此書是一本特別為培育小而有生命力的門徒
團體而設的工具書。本書以神話語中永遠不變的真理、各種透明的關係(與神、與人)
及互相守望這三大要素來說明耶穌跟隨者的基本需求，包括靈性的操練、聖經和神學
真理的理解、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塑造、服事教會和世界。盼望本書能幫助信徒學習，
以感謝耶穌藉聖靈與你同在為起點，願意打開自己的生命，接受祂將要在你身上成就
的事，並為主全然獻上，在祂裡面壯大成熟。
新婚之愛
作者:
作者:艾德.惠特,柏金斯
剛踏入婚姻或剛行過文定之禮的你們，在愛的感覺上無疑稱得上是專家，你們本身就
磐石通訊同工
很清楚愛情的迷人之處－－那種奇妙、神祕、奇蹟般的幸福感。但是，在往後的數十
顧問： 劉傳章牧師
個年頭裡，你們仍能保有這些美妙的感覺嗎？研究報告指出，婚姻出現嚴重問題，近
鄧國耀長老
半數是在婚後頭兩年就已經有了警告訊號，但是平均來說，夫妻尋求專業輔導協助，
編輯： 任吳文芬
卻
是在婚後的第七年。作者看見許多夫妻，因忽視這些警訊，又自以為應付得了，結
校對： 孫濤,趙陳蕙心
果容讓雙方關係日益惡化，殊不知若沒有外來的幫助，問題往往難以解決。《新婚之
美工設計： 張維綱
印製: 張鄭佩霞
提供多數人必須跌撞得鼻青臉腫才學得到－－或甚至學不到－－的實用智慧。它
聯絡： rock@cbcm.org 提供新婚夫妻如何愛》
彼此溝通、解決衝突的技巧。但更重要的是，本書揭示了耶穌基督能改善婚姻的品
質，使眾人靠祂能常常享新婚之愛。在這本《新婚之愛》的婚姻手冊裡，我們希望能告訴你如何與另
一半相處，以確保你們永不會失落這至寶：愛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