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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培靈研經會 心得感想 蔣少嘉   港九培靈研經會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絕對不能錯過！所以我連續九個晚上都去教會聆聽今年港九培靈研經會的轉播，特別是李思敬博士（現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主講的部分。研讀上帝的話語，學習明白和看懂上帝話語以及學習如何解讀聖經，一直是很多上帝兒女們的心願和禱告，也是我多年以來所欠缺的，所以我渴望在這個領域好好學習、努力長進，而這個研經會正為香港以及海外眾多基督徒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在這裡我特別感謝教會眾同工的服事，使我們遠在美國也能收看到。    首先，李院長在使徒行傳的研經上，運用和強調解讀聖經的一些原則，其中很重要的是上文下理或是上下文 (context including the literary context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而且最需極力避免的，就是斷章取義：只重視一兩節經文，不知道上下文，忽略上文下理，忽略歷史時代背景。這樣的結果，很可能使我們錯過了上帝藉聖經啟示我們的真理，錯過聖靈通過聖經作者向我們說的話，甚至誤解聖經原來表達的意思。所以，我需要學習整段的來看和默想(read and think paragraphs)；整章的來看和默想(read and think chapters)；整卷書的來看和默想(read and think books)。    例如，李院長講到作者路加選了三個傳福音信主的見證：第一個在第八章，腓利在撒瑪利亞傳福音，聖靈引導腓利向太監傳講耶穌，太監即受洗歸主；第二個在第九章，掃羅奇蹟般的悔改歸主，聖靈引導亞拿尼亞按手為掃羅（後稱保羅）禱告；第三個在第十章，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歸主，聖靈引導彼得帶領外邦人哥尼流一家得救。    若我只注重某一節經文或是只看一二節經文，而不是把第八、第九和第十章一起來看、一起研讀，就會錯過了聖經作者要透過這三章來表達一幅全面的圖畫：三個都是不容易信主或很難信主的人都信主了──聖靈要引導和使用當年門徒，從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是聖靈奇妙的大能。其次，如果沒有將第八、第九和第十章一起來看，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第十一章在教會歷史中這麼重要。所以每一個主題李院長都用好幾章來講，甚至常常跳回去看第一和第二章。    其次，李院長提醒我們讀經不要先入為主，不要只挑我們喜歡的經文和經句，卻要以禱告開始，好好觀察，仔細研讀，讓聖靈引導我們整段整章整本書來讀。    總之，我的收穫是豐厚的，不但與眾信徒一起學習研讀聖經的方法與原則，更從使徒行傳看到聖靈偉大工作及奇妙作為，也幫助我以後好好查讀這卷書，同時也再次提醒我，傳福音不但在教會事工中有其重要性，它也是上帝的心願！    在此我感謝上帝八十五年來使用港九培靈研經會造就信徒、興旺福音，使基督的身體漸漸成長，廣傳上帝的大愛！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    等候聖靈等候聖靈等候聖靈等候聖靈    教會歷史第一課教會歷史第一課教會歷史第一課教會歷史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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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四上午，一位朋友的電話，把我帶到了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一進教堂大門，在左手邊的大廳，有一群人正隨著悠揚的東方音樂，認真地做保健操。大廳牆上懸掛著寬大屏幕，有四十幾位的男女老中，隨著屏幕中教練的示範，一節操接著一節做。我對著站在後邊一位大姐微微一笑，馬上投入這個鍛煉身體的行列。聽，還有解說詞呢！「第三節，甩臂。兩臂高舉過頭前，掌心向前。自然下甩，雙膝配合一屈一伸，帶動腰部顫動。這一節，活動肩肘各關節經絡，舒展內臟，防治肩周炎，手臂麻木。」我不禁一樂，因我的肩周炎老發作，這回有救了。我還很喜歡第三十四節的七敲八打。敲打手腿上很關鍵的穴位，能起到有效的治病健身的作用。將近兩小時的保健操，共有六十節。做下來，微微發汗，一身輕鬆。經常失眠的我，今晚可以睡個好覺了。後來，我上網查了百度百科全書，才知道這是回春醫療保健操，簡單易學，男女老少皆宜，有很好的去病健身的療效，在北京和周圍一帶很受群眾的歡迎。    稍作休息後，開始享用午餐。午餐有葷有素，叉燒肉、豆腐、蔬菜等等，是簡單自助餐。我一邊吃飯一邊和周圍的人聊天，才知道這個節目是今年五月份開始的，由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提供場所和人手，為大華府地區行動自理的成年人舉辦的，有文藝、體育、康樂及講座等活動。黃允馨大姐說，「我幾十年沒打乒乓球了，到這裡來打球，還能找到對手。」韓秀大姐已經工作幾十年，退休了。她說：「如果到歡樂、彩虹等老人活動中心，要有條件的。但是參加這裡的活動是沒有條件的，任何人都歡迎。我每個星期四都來這裡，認識了新朋友，還可以唱歌、下棋、玩遊戲，玩得很開心。」    有些中年人的工作時間比較靈活，也來社區中心鍛煉身體。室內的羽毛球場很受歡迎。一群媽媽們飯後圍坐在一起編織毛線。她們交流編織的手藝和花樣。通過織毛線，織出漂亮的圍巾、帽子送給親朋好友，還可以活動十個手指頭，預防老年癡呆症。社區中心還設有英文班，分為初級班和中級班。    在這裡最忙的是社區中心的負責人陶仁毅。這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中年人對我說：「如果你要參加美國公民入籍考試，可以到我們的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來。我們還有不定期的專題講座，內容有經濟、歷史、人生、哲學等。」    下午二時多，我走出了教堂，望著清澈的藍天，午後的陽光灑在教堂旁高大的松柏樹上，墨綠色的松針熠熠發光，一股感恩之情從我心中湧出：上帝啊，感謝您賜我這麼美麗的自然環境，感謝您讓我認識了教會這群有愛心的人。他們無私地奉獻，使我想到了聖經裡的一句話：「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今天我在這裡得到了愛，但願明天我也能把這愛傳遞給他人。  

溫馨的社區中心活動側記 維子 

保健操保健操保健操保健操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社區中心社區中心社區中心社區中心 活動時間：每週四每週四每週四每週四    10AM 10AM 10AM 10AM ----    2PM2PM2PM2PM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4414 Muncaster Mill Road Rockville, MD 20853 301-924-4855 ext.0（週二至週五 9AM~5PM） 
織毛線 

神就是愛神就是愛神就是愛神就是愛；；；；    

住在愛裡面的住在愛裡面的住在愛裡面的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就住在神裡面就住在神裡面就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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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為什一.  我為什一.  我為什一.  我為什麽麽麽麽要參加紐約短宣要參加紐約短宣要參加紐約短宣要參加紐約短宣    我起初沒有很强的意念去參加紐約的短宣。隨著報名的截止日期愈來愈近，我太太也問了我好幾次是否要參加，我知道她是很想去的，為了達成她的心願，而自己也沒有什麽特别的事情要辦，於是便報了名。我對兒童工作沒有什麼認識，也毫無經驗，因此我是帶著一種體驗和學習的心情去參與這事奉。  二.  出發前的攔阻二.  出發前的攔阻二.  出發前的攔阻二.  出發前的攔阻    我很喜歡籃球運動，但運動是有機會受傷的，而我就在短宣出發前一星期受到頗嚴重的傷害，還因此進了急診室。因為受傷的是眼部和面部，我其實很可能成為盲人，但感謝神的保守，僅一髮之差，我的眼球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為受傷的緣故，我以為不能參加短宣了，可是神卻使我出乎意料地很快康復，結果能夠順利成行，真是感謝祂的恩典。  三.  早上的行程三.  早上的行程三.  早上的行程三.  早上的行程    多加中心是我們的家，我們的衣、食、住、行都在這裏進行。每天約六時十分起床梳洗，七時左右吃早餐，然後靈修分享及禱告。家長在七時四十五分左右便帶子女到達多加中心，八時正中心開門他們才可以進內登記。我們早上的任務是帶領小朋友由多加中心步行到教會。我們做導師的及小朋友被分成三隊，人數一滿第一隊便可出發，如此類推。沿途我們經過多處交通燈路口，在燈口前我們一定要停下，等到所有小朋友集齊，行人綠燈亮著的時候，聽到隊長命令，才可開始穿過馬路。我是負責指揮交通的，手中握著「停」的警告牌，在小朋友未過馬路之前，要一馬當先行到路中心，舉起警告牌，此時忽然感到自己身負重任，不免感到有些飄飄然。在步行的過程中，小朋友大都是守規矩的，雖然其中有一些小朋友會互相追逐，或是拾起地上的一些空礶或樹枝揮舞拋擲，但都被我們及時制止，不致失控。沿途我們也有機會和小朋友交談，嘗試了解一些他們的情况，與他們建立友誼。到達教會的時候，小朋友也需要登記才進入，登記完畢，我們護送的工作便算任務完成。  四.  每天的活動安排四.  每天的活動安排四.  每天的活動安排四.  每天的活動安排    教會為小朋友安排了很精彩的活動。上午九時正開始排隊進入禮堂，然後有詩歌敬拜，雖然有些時候秩序不是很好，但他們唱詩歌卻很投入。之後有聖經故事，這是當天的主題，也是中心內容，其他環節都是圍繞此主題而設計的。聖經故事之後小朋友便分班進入不同的課室。一連串的活動便由此展開，包括溫習聖經句子、背金句、拼圖、各種室內活動、簡單遊戲、英語課、數學課、午餐、餐後活動、手工藝製作等。直到下午三時正全日活動結束，我們再帶領小朋友由教會步行回到多加中心，由家長接小朋友回家。之後我們略作休息，然後開始我們的簡報分享會。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的過程大概都是如此。     五.  我的一些領受五.  我的一些領受五.  我的一些領受五.  我的一些領受    我們短宣隊雖然只有十二人，但都有很好的團隊精神，能夠互相幫助，彼此配搭。特別欣賞我們的領隊張殷俊弟兄，他瞻前顧後，從事前開會到落實工作，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用的意見和實質的幫助，願神賜福他。至於這幾天和小朋友的相處，我發覺他們各有各的個性，大都非常聰明，絕對是可造之材。我看著他們的時候心裏在想，這麽聰明的小朋友如果能從小認識耶稣、跟隨耶稣那該多好啊！他們就好像一張白紙，你教他們什麽他們就吸收什麼，環境教他們什麼他們也會吸收什麽。根據一些研究報告，發現原來小朋友在六歲左右，個性已大致形成，再長大以後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因此作父母的該多花些時間陪伴子女，特別是在他們的孩童階段，以神的話語教導他們，影響他們，使他們能從小認識神、接受神。需知道我們正在跟時間競賽，若不趕快教導他們真理，這世界有太多不合真理的東西在等著影響他們，隨時取代我們做父母的位置，到時候便為時已晚，悔不當初了。但願我們都不做後悔的事！ 

紐約短宣之旅 梁紹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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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鄭傳嬌      在過去十年中都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參加過紐約短宣的事奉。我對紐約短宣的印象是要英文流利的人才可以去，因為要用英文來與學生溝通。所以一直都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參與這事奉。年初經常聽到鄭牧師的教導，就是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做才去做的話，那就是靠自己而不是靠神的能力了。加上剛在今年退修會時立志成為「活聖經」及願意將餘下人生奉獻給神，所以就毅然報名參加了。    我們是教會第二隊於八月三日至八月九日負責 VBS第六星期的短宣隊，在張殷俊弟兄的帶領下，我們都有很好的配搭。在這次的短宣中我對其他來自英語堂及國語堂的十位弟兄姊妹都有較深的認識。大家就像一家人不分彼此、共同合作，在紐約布碌倫多加中心一起生活了七天。多加中心的居住環境比我想像中好很多，只是晚上有很嘈吵的車聲及修路聲，以致難以入睡。    在短短的七天中，我看到神在多加中心的工作，體驗到同工們對勞工階層的關懷愛護，以及他們熱愛搶救靈魂的事工。多加中心與華人播道會合辦的暑期聖經學校已有多年的歷史，不少年輕人藉此 VBS而成為基督的精兵，現在教會事奉，並在 VBS 擔任導師，實在為他們感謝神！    我個人的信心不足，經常祈禱，向主說：「主啊！求祢讓我看見祢的工作，使我能加入與祢同工。」在 VBS中，我負責高班的手工預備，並向學生們介紹如何做。雖然我所預備的手工難度比較高，但學生們都很有興趣去做。我也被分配在一班升小四及小五的學生中，其中有一位就是他們所講的 「大哥」，我經常主動和他交談，發覺他很聰明，沒有想像中那麼壞，可惜他只參加了三天，沒有機會與他談及信仰問題！    感謝神讓我在背金句時間有機會與學生們談及信仰問題。我所看顧的是七位升四、五年級的女學生，她們都很聰明，只要讀兩三次就能背出來，我隨即問她們明白這聖經的意思嗎？她們大都說明白，因為她們已在過去五個星期的每天早上有一小時的唱詩及聽聖經故事的時間。我便問她們（我是個別問的，每天只和兩三個交談）是否相信耶穌，有一位說 NOT YET，另一位說 NOT SURE，其他五位女生都說相信耶穌。其中有一位是說廣東話的，我便邀請她跟著我做決志禱告。其他四位則寫下我給她們的決志祈禱文。最後一天和那位 NOT SURE的學生再談，後來問她是否信耶穌，她也說她是信的了。    有一天早上八時四十五分左右，我們從多加中心帶著一班學生步行到華人播道會，張領隊指示我去和一個升六年級的女生交談，我就去了。一談之下，知道她懂粵語，於是我就用粵語和她談道，並給她一篇用英文寫的決志祈禱文，叫她回家看看，約她明天同時間再談。第二天我將福音內容向她說明，並邀請她跟著我開聲禱告決志，她就跟著我作決志祈禱！我也都鼓勵她們多去教會，認識神更多，並每天在家讀聖經、祈禱、親近主。    感謝神透過這次的短宣讓我看到祂的工作，也讓我能參與祂的工作。順著聖靈而行，我竟然可以用我的母語向兩位在美國讀書的小學生傳福音，就像我三十多年前在香港擔任小學生夏令營的導師一樣。我再一次深深體會聖經箴言 22:6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同時亦勾起一幅美麗的圖畫在我腦海裏，就是在馬太 18:2~5、馬可 9:36~37及路加 18:15~17都提及耶穌喜愛小孩子。祂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路加 18:16）    願一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紐約短宣感言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做    

才去做的話才去做的話才去做的話才去做的話，，，，那就是靠自己那就是靠自己那就是靠自己那就是靠自己    

而不是靠神的能力了而不是靠神的能力了而不是靠神的能力了而不是靠神的能力了。。。。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求求求祢祢祢祢讓我看見讓我看見讓我看見讓我看見祢祢祢祢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使我能加入與使我能加入與使我能加入與使我能加入與祢祢祢祢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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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to New York with high hopes, I 
eagerly awaited for Monday to arrive.  
What I had not foreseen was the lack of 
experience, which many in the group did 
not possess.  On the first day, the wall of 
silence prevented us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the LITs (Leaders in Training, teenage 
helpers from the local church), creating a 
bit of tension, and an unwanted quietness.  
As the week progressed on, we were all 
able to successfully work together.  Unfor-
tunately, three of the five helpers were 
uncooperative, and spent 90% of their 
time on their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for the first three days, which put us in a 
position where we had to do more work 
than planned, creating stress.  Luckily, 
after addressing this problem, two of 
them started to cooperate some more.  I 
also noticed the language barriers be-
tween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Many of these students did not under-
stand English very fluently, so when 
teaching English, it became more of a one
-on-one class than one teacher talking to 
everyone.  As addressed before, the prob-
lems with some of the helpers increased 
stress among us. I also learned that during 
Arts & Crafts, folding paper a.k.a. Origami, 

proved to be too difficult for young chil-
dren.  They were much better off coloring 
and gluing.  Many of these children had 
not learned how to share, which I had not 
thought of before coming to New York 
would be a large problem.  Another thing 
was they wanted what they make to be 
perfect, so they would keep re-making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never finish, so 
we had to emphasize the point that "I'm 
not perfect, you’re not perfect, we're all 
not perfect", "You’re not going to be per-
fect at everything", and other phrases 
relating to the "Not perfect" point. 

 
     Though this trip had its downs, it also 
had many ups.  We were able to reach out 
to many of the kids, and bring them closer 
to God, so that they may be saved. The 
puppet show started out bumpy, with 
none but one member having prior expe-
rience with puppets, but by the end of the 
week we were able to make it a smash.  
The worship team created a great boost 
of energy every morning, even on the 
rainy, cloudy, and sleepy days. The kids 
enjoyed the singing (and sometimes yell-
ing), and some sang songs they knew, all 
the way from the church back to Dorcas 

Center.  Bible verses brought time to learn 
God's words, as well as the lesson that "If 
you fail, try, try again" and "Don't give 
up!"  Story time was a successful and en-
riching part of the morning where chil-
dren could learn about lessons from God, 
and we hope they will remember each 
lesson in their heart.  Every one of the 
children had a time where their inner 
beauty shown out, and made working 
with their peers easier, whether by shar-
ing, being kind and caring, showing love, 
helping each other, and many more.  One 
student, who had started the week crying 
when he couldn't get what he wanted, 
had gradually learned that not everything 
was his, and learned to share with others.  
Another student put on an angry face 
most of the time, and by the end of the 
week, smiled constantly.  Working with all 
these children was a pleasure, and a won-
derful experience that taught me much.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new and 
past children in the future! 

New York  
Short Term Missions Trip 

 
Christina Zhou (7th grader) 

八月二十五日，劉牧師在主日講台上回顧以往神帶領聖經教會走過的三十七個年頭，分別自人、地、植堂等方面，數算恩典，且以申命記一章六節為主題勉勵會眾「我們在這裡住的日子夠了」，要起來去得那地。本著教會一貫的使命「高舉基督，造就信徒，普世宣教」以及「更多的基督徒，更好的基督徒」，也就是傳福音、造就信徒，劉牧師鼓勵我們要去，多裝備自己、多傳福音。這世界上還有許多尚未得救的人，我們要去得著他們。 
紀念教會成立三十七週年紀念教會成立三十七週年紀念教會成立三十七週年紀念教會成立三十七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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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fellowship.dept@cbcm.org 籃球事工：已在此崗位忠心服事了將近十年之久的籃球事工負責人 Joseph Cheung夫婦決定退下，由同工 Adam Tong接替他們。教會衷心感謝過去十年他們為主的擺上。 粵語堂退修會後之跟進聚會：「Mediocrity No More 不再平庸」將於九月二十一日舉行，屆時將由原退修會主講員黃修健牧師透過影像再次向我們傳講信息。  
招待部招待部招待部招待部 hospitality.dept@cbcm.org 主日中餐：自七月起便當價格調整為五元，且增加兩種選擇，其餘價格不變。七月至九月將增加小蜜蜂茶餅店，與超群西餅屋輪流提供麵包，為大家服務。另正商詢是否能採用掃描卡代替餐卷，使大家中餐付款方式更便利。 廚房用具：考慮將現有的五加侖燒熱水器更換成十加侖的，以便增加效率及其使用壽命。感謝大家遵守規則，於事前兩星期填交廚具使用表（請下載教會網站上的表格，填好後寄至 hospitality.dept@cbcm.org，或面交予同工亦可），方便同工及時將您聚會所需的用具準備妥當。 製咖啡器：有人建議將教友贈與教會的製咖啡器安裝在教會辦公室，若不可行，則將按原議裝在 B9教室。 歡迎新朋友：粵語堂將與慈惠部、傳道部及招待部合作，一起探訪新朋友（今年至六月止，共計有 63位基督徒及 52位非基督徒來拜訪本教會各堂主日敬拜）。  
宣道部宣道部宣道部宣道部 missions.dept@cbcm.org 宣教士來訪：六月至八月陸續共有六組本教會支持的宣教士來訪，以表達謝意及分享事工近況。 事工分享：將與傳道部合作，一起拜訪各細胞小組，分享宣道事工近況及需要，並鼓勵大家參與服事行列。 事工方向：本教會宣道策略是否應採取焦點式做法—討論中。 政策修訂：已呈交長老會認可。 短宣：自六月一日的短宣講座之後，初步預定將嘗試每年舉行兩次短宣培訓課。 宣道年會：根據教會今年 222 異象之以賽亞書 54:2-3「擴展視野，延伸信心」為主題，邀請到印度內地會 INIM的 Ajay 博士為主講員，鼓勵大家超越種族、文化，向普世宣教。屆時亦將邀請本教會支持的部分宣教士前來分享。 華人差傳：三年一度的北美華人差傳大會將於今年底十二月二十六至三十日於本州巴爾地摩舉行。本教會應邀參與為協辦單位之一，屆時將負責大會的報到工作，約需要 40位義工。有意服事者請盡快向宣道部登記，更鼓勵大家能趁地利之便，踴躍報名參加大會。  
兒童部兒童部兒童部兒童部 children.dept@cbcm.org 暑期聖經學校「國度史記」：感謝主共有 227位小朋友（其中有五分之一是新面孔）及將近一百位同工參與活動。期間有幾位小朋友決志信主，且為今年挑選的社區服務項目共募集了$4357.79，已全數捐給蒙郡無家者聯盟。 兒童主日學：五年級班現正試用 Praise Factory 的教材，看是否比 David Cooke 教材更有效。 兒童俱樂部：九月開始接受本學年度的報名，歡迎滿五歲至五年級的孩子報名參加。  
事工部事工部事工部事工部 ministry.dept@cbcm.org 恩賜運用：預計於冬季主日學時在蓋城堂開「S.H.A.P.E.恩賜運用」的培訓課程。 門訓小組：現有四國語組、四英語組及一西語組，不久將進入第三期再生階段。 大學生輔導：與英語堂鄧傳道談過有關輔導大學生及大學畢業後之青年人的相關事工，屆時將給予協助與提供所需資源。  

教會事工動態    

（接下頁） 



（接上頁）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事工的使命是推動在本地區傳福音。我們福音事工的對象包括來教會參加聚會但還沒有信主的慕道友，與教會或小組團契有接觸的福音朋友，以及我們能接觸到的還沒有來過教會、小組或團契的朋友們。我們一方面為弟兄姐妹傳福音提供資源，另一方面也以發放福音單張和報紙、關懷、提供幫助、新生接機、野餐等形式提供機會讓新朋友能接觸教會和福音，以舉辦佈道會來讓慕道朋友能被聖靈所感動而做出信心的決定。  傳福音的事工需要大家的參與，也的確有不少弟兄姐妹參加了這些服事。為了更好地了解大家在傳福音方面的需要以及願意參加的服事，我們的同工目前在國語堂各個家庭小組和團契進行事工分享和調查，希望能利用機會與弟兄姐妹們有些互動，促進教會福音事工的開展。  傳道部近期將舉辦的活動如下： 9999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粵語堂將在教會交誼廳舉辦燒烤晚會「生命有出路:Exit十」，5pm詩歌、遊戲、短講、話劇，7pm晚餐。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國語堂將在教會舉辦音樂佈道會，6pm晚餐，7:30pm音樂節目（恩韻音樂事工）及佈道信息（劉傳章牧師）。 10101010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粵語堂有福音粵曲欣賞晚會「紅塵夢醒之棄假歸真」，5pm開始（有短講等），7pm晚餐。  請大家為這些事工禱告，並積極邀請還未信主的朋友們來參加相關活動，讓福音在我們這個地區廣傳。如有問題或建議，請聯系傳道部 evangelism.dept@cbcm.org，執事陸著偉(粵語)和張志軍(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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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部敬拜部敬拜部敬拜部 worship.dept@cbcm.org 粵語堂：與鄭牧師及相關成員討論了詩班、讚美隊的未來方向，及現今粵語敬拜的流程，並做少許調整。  
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 transportation.dept@cbcm.org 現正考慮是否教會應接受美京華人活動中心欲捐贈的他們不用的小巴—討論中。  少年部少年部少年部少年部 youth.dept@cbcm.org 事工策略：九月起將全面更新，歡迎家長們於九月六日週五晚間出席今學年度首次的少年團契聚會，屆時將有簡短說明，並請預留時間踴躍出席九月八日週日下午一時在副堂專為家長舉辦的事工策略介紹及問答會。 暑期特別活動： 

（接上頁《教會事工動態》） 

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    歡送晚會歡送晚會歡送晚會歡送晚會    蒙郡農展會蒙郡農展會蒙郡農展會蒙郡農展會    



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繁繁繁////簡簡簡簡    => => => => 資源寶庫資源寶庫資源寶庫資源寶庫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MARYLAND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磐石通訊同工磐石通訊同工磐石通訊同工磐石通訊同工    顧問： 劉傳章牧師  鄧國耀長老 編輯：  任吳文芬 校對：  孫濤 美工設計： 張維綱 印製:  雷唐維麗 聯絡：  rock@cb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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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書介紹 

合神心意的領袖合神心意的領袖合神心意的領袖合神心意的領袖        作者：歐格理,麥丹尼歐格理,麥丹尼歐格理,麥丹尼歐格理,麥丹尼   身為一個領袖，同時是個僕人，兩者之間存在著吊詭的平衡點，到底在哪裡呢？耶穌帶領門徒時，不忘謙卑服侍他們，締造了「僕人領袖」的風範。「僕人」和「領袖」彷彿是各走極端的兩個詞，結合起來竟然就是基督徒領袖的模式。作者將教導你如何在各個範疇發揮領袖的影響力，同時不致於忽略僕人的角色。本書所提出的領導方式，致力於召集個人與團隊持守一個共同目的，藉以匯集眾人的恩賜，去完成較本身所能達成更為崇高的事業。  建立高建立高建立高建立高 EQEQEQEQ 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                    作者：彼得.史卡吉羅,柏華倫彼得.史卡吉羅,柏華倫彼得.史卡吉羅,柏華倫彼得.史卡吉羅,柏華倫  本書以切身且熱情洋溢的風格寫成，為你指出情感健康教會的六個原則：察看表層底下的問題、破除往事的影響力、活在破碎和脆弱裡面、接受「有限性」這個禮物、接受悲痛與損失和以道成肉身為彼此相愛的榜樣。書中充滿感人的真實故事，以及切實可行的原則、討論問題，幫助你評估自己的靈命與情感健康，建立高 EQ 而且靈命成熟的教會。 古希伯來語教程(古希伯來語教程(古希伯來語教程(古希伯來語教程(1)1)1)1)基礎篇基礎篇基礎篇基礎篇,,,,((((2)2)2)2)卡干篇卡干篇卡干篇卡干篇            作者：溪水編寫組溪水編寫組溪水編寫組溪水編寫組    本書為國內第一本古希伯來語（聖經原文之一）教程，分為基礎篇和卡干篇。該書的內容包括日常對話和練習，學生通過古希伯來語的學習，能進一步加深瞭解古希伯來文化。書中詳細列出了每一個語法點和拼寫規則，既可用於課堂教學，又方便自學。附錄包括練習答案、常用希伯來語表達法、英漢術語對照表、動詞表以及詞彙和語法索引。  

來自山谷的回音來自山谷的回音來自山谷的回音來自山谷的回音————少數民族福音使者的佳美腳蹤少數民族福音使者的佳美腳蹤少數民族福音使者的佳美腳蹤少數民族福音使者的佳美腳蹤    作者：哈杜爾.達麻畢瑪哈杜爾.達麻畢瑪哈杜爾.達麻畢瑪哈杜爾.達麻畢瑪   你可曾聽聞那些前仆後繼進入少數民族的血淚史？你可曾知道這些宣教士如何在少數民族中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凡是關心神國度宣教的眾聖徒與眾教會，不可不知這段筆路襤褸的少數民族宣教之路。本書收錄了八位少數民族的福音使者的見證，有因宣教落難卻在獄中經歷神同在的歷險記事，也有「無名的傳道人」在偏遠的少數民族中宣教事奉的第一手資料。編者期盼藉此使神兒女更了解少數民族事工的近況與前景，激動教會關心與支持末世的福音的大收割，同時也可支持少數民族宣教事工。  

一千美元的神蹟一千美元的神蹟一千美元的神蹟一千美元的神蹟        作者：格利森.利亞格利森.利亞格利森.利亞格利森.利亞 當我讀到《一千美元的神蹟》這個關於遠東廣播公司不可思議的故事之時，我仿佛看到了使徒行傳的續集。一連串的奇蹟促成了遠東廣播公司的創立，讓人不禁讚歎上帝使基督復活的大能，是何等的奇妙與真實...讀者可以看到接連不斷在人看似絕望的艱難困境中，上帝如何親自奇妙地完成祂的旨意和工作。在現今這個人口爆炸的時代，基督福音古老的資訊，必須透過現代科技媒體，才能傳給全世界億億萬萬的人們，這也是遠東廣播公司的同工所致力投入的工作。我極力推薦這本書，也期待每個人都能看到這個故事，因為我深信每個讀過這本書的人，生命都會被上帝觸摸而改變；這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故事，尤其那些懷疑論者或現實主義者，讀過這本書之後也不得不承認：除了全能的上帝，沒有人能成就這些事情。  -- 葛理翰 序 

新約導讀新約導讀新約導讀新約導讀            作者：標學良標學良標學良標學良   專門為成人主日學所編寫的教材，適合教學與自修。本書為基督徒修習聖經的入門指引，除概略介紹新約聖經正典之外，也附帶論及當時流通於教會的所謂「次經」(旁經)和「偽經」等早期教會文學。每課特別設計「自我測驗」的單元，幫助讀者瞭解吸收，透過重點式的歸納整理，由淺入深，讓你有不一樣的收穫!  

聖經中所有的比喻聖經中所有的比喻聖經中所有的比喻聖經中所有的比喻    作者：駱其雅駱其雅駱其雅駱其雅     聖經 250 個比喻全收錄其中，此書使您瞭解聖經作者如何運用比喻揭開真理，藉之學習詮釋並應用在真實生活中。文學界没有一本書像聖經，擁有豐富的比喻性和寓意性的話語。若非經過解釋，殊難得其精義。駱氏攝取古今名註釋家對比喻的詮釋，加以個人獨到的領悟，逐一闡釋聖經中的比喻，使渴慕真道者得一窺其精義與奧祕，對明白神心意與永世整體計畫，有著振聾啓瞶之效。 

約中之鑰約中之鑰約中之鑰約中之鑰————舊約文學結構舊約文學結構舊約文學結構舊約文學結構        作者：多爾西多爾西多爾西多爾西    每部文學作品都有其結構，結構是打開舊約門扉、開啟舊約信息的鑰匙。作者經多年研究，從創世記至瑪垃基書逐卷作結構分析，是大膽創新的嘗試。除了呈現 39卷書的結構，也帶出當中的信息。此書幫助我們從宏觀角度探究微細小節，也從細小的單元窺見整幅圖畫。信息豐富嚴謹，同時兼具趣味，引導你用全新眼光飽覽舊約經文。適合小組查經和個人讀經，是每位有志瞭解舊約的信徒不能錯過的著作。  

6666----CDCDCDCD 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神的旨意(國語)神的旨意(國語)神的旨意(國語)神的旨意(國語)            作者:鄭國治鄭國治鄭國治鄭國治    2012201220122012 第第第第 8484848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DVDDVDDVDDVD----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李健李健李健李健    2012201220122012 第第第第 8484848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DVDDVDDVDDVD----眼光與生涯規劃眼光與生涯規劃眼光與生涯規劃眼光與生涯規劃----吳獻章吳獻章吳獻章吳獻章    2012201220122012第第第第84848484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DVDDVDDVDDVD----改革的成功與缺失改革的成功與缺失改革的成功與缺失改革的成功與缺失----嘉信博士嘉信博士嘉信博士嘉信博士    CDCDCDCD 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天路歷程(國語)天路歷程(國語)天路歷程(國語)天路歷程(國語)            作者:本仁約翰本仁約翰本仁約翰本仁約翰    培靈講道培靈講道培靈講道培靈講道————2009200920092009 港九培靈研經會講道集港九培靈研經會講道集港九培靈研經會講道集港九培靈研經會講道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