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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磐 石 

   教 會 通 訊教 會 通 訊教 會 通 訊    二零一四年二月 

序 言 

  從去年底開始到今年初﹐窗外的雪花就一波又一波的下個不停。觀看由氣象衛星照出來

的圖片﹐整個美東﹐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幾乎成了半個雪國。新聞播報說﹐這次冬季的天

候﹐是近年來少見。 

 

       今年我們教會也有一個不尋常的開始。年初第一個週六的晚上﹐本教會史無前例的為在教

會服事了三十二年的劉牧師及劉師母﹐舉辦了一場最高規格﹐盛況空前的惜別會﹐離情依依﹐

萬分不捨。與此同時﹐教會也滿心歡喜的迎來了新的國語堂牧師：張麟至牧師與師母。值此新

舊交替﹐承先啟後之際﹐我們教會面對新的一年﹐也必然有一個新的展望與目標。 

 

        磐石月刊﹐在今年新開張的第一期的文章中，英語堂董牧師從一個歷史的眼光來看近代新

舊過往的三個世代。這期間﹐特別是華人教會在這個變革中如何自我定位﹐安身立命﹐適應變

遷。我們最終所信靠的當然是神的話﹐因為信靠神的﹐必蒙保守“一代又一代，直到萬代”。 

 

        據聞張師母﹐如同劉師母一樣﹐也專長於家庭與婚姻的輔導。本期張師母特別推薦『婚姻-

-一份瞬間的禮物』 一文以饗讀者。文中告訴我們婚姻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一份禮物﹐是愛的試

金石﹐是人生在世一份瞬間的禮物﹐卻也是通往永恆的福份。 

 

       “造就信徒”是本教會的三大目標之一﹐進幾年來教會大力推展“門徒訓練”這項事工。

每次訓練課程長達一年以上，已有數批弟兄姐妹完成學習，其中吳淑賢姐妹就是一位。在這一

年多的高質量的學習中﹐對自己靈命的成長跨越了一大步。劉牧師曾說過﹐能從“糊塗”而成

長到真正的“基督徒”是一大進步。吳姐妹努力追求合神心意﹐這學習過程的本身就是一大進

步。 

        莫黃允馨姐妹是本教會中的元老級人物﹐她早年參加教會為七十歲左右年長會友﹐量身打

造的『恩典團契』。奈何年華似水﹐一如大江東流﹐二十年後﹐眾人也逐漸老大﹐行動不便。

莫姐妹於團契二十周年﹐援筆回顧過往歲月的點點滴滴。今已決定將『恩典團契』與教會去年

新成立的『社區中心』合併﹐因為長者們“知道誰掌管明天”﹐未來將繼續在愛中與主同行。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送別了瑞雪﹐也惜別了劉牧師﹐迎來了春日﹐又請來了

張牧師。展望新春﹐瑞雪兆豐年﹐願今年二零一四年﹐又是我們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的一個嶄

新豐盛的一年。 ◇ 

 

文字部   

陳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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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  
 

一代又一代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詩 100:5) 

 

董溥強牧師   華春明弟兄 譯 
 

    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前國家廣播公司(NBC)新聞主播，1998 年寫了一本書，叫做最偉大的一代 。 在這本書

中，“最偉大的一代”是指那些 1946 年以前出生在美國的人，他們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納粹

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艱辛。 這個群體在這些毀壞性地蹂躪後，努力工作，犧牲，忠誠，愛國，立志重建現代世界。 他們也被

稱為“建造者世代”。 

 

        但“最偉大的一代”不應只限於那些在美國出生的，同樣的稱呼可以適用於所有世界上 1946 年以前出生的。 在中國人

的圈子裏，我們很多人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是屬於“最偉大的一代。” 

 

        在中國人的教會裏，他們在中國，台灣，香港，東南亞建造許多的教堂，當他們移民到西方，也在加拿大和美國建造許

多的的教堂。今天北美大多數中國教會是由“建造者世代”建立的。 

 

        我們為這項工作尊敬他們：他們的汗水，犧牲和服務。為他們在我們的家和我們的教會奠定的基礎， 我們欠他們一個

很大的人情。 我們從他們的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受惠。 

 

        但每一代也有其局限性。“建造者世代”的限制是，雖然他們“愛的語言”是“服務”，大多數情況下它不是“言

語”，他們幾乎從來不對他們“嬰兒潮世代”的孩子或他們的妻子說“我愛你”。 男人們在家庭之外工作的時間長，女人

們則把時間花在家裡照顧孩子。 性別角色是非常明確和清楚的。 男人們因此在養育兒女上沒有顯著的參與，在家裡經常缺

席，對他們的孩子有些疏遠。一般 說來，與他們的孩子和妻子有著溫暖和親密的關係不是他們的強項。 他們的家人通常會

認為他們固執。 

 

        他們的孩子，被稱為“嬰兒潮世代”，有其他的特點。 

 

        “嬰兒潮世代” - 1946-1964 期間出生的 - 從“建造者世代”的犧牲受惠，被鼓勵刻苦學習，他們進入最好的學校，獲得

大專以上學位，拿到高薪安穩的工作，並已在政府，企業和各種組織裡成為中高層管理者。 他們學會了更有效地溝通。 他

們是現在華裔美國人社區裡的棟樑。 

 

        兩代人之間的另一個區別是，“建造者世代”比較單一文化：甚至當他們從他們的祖國換到其他國家時，仍然保持他們

的民族遺產和驕傲。那些來到美國的，他們說的英語帶有明顯的口音。 但是他們的孩子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是他們的父母

為了追求“美國夢”儘快將他們推向美國化。“嬰兒潮世代”也經歷了許多社會變革：民權運動，美國領袖被暗殺（約翰·

肯尼迪，馬丁·路德·金，羅伯特·肯尼迪），越戰，嬉皮士運動，女權運動和水門事件。 “嬰兒潮世代”是多文化的，很多會

雙語，也學會忍受社會的變遷。 

 

        在北美的中國教會，我們大致可以說，講中文的會眾，多半有“建造者世代”的價值觀。 但講英語的會眾，多半有

“嬰兒潮世代”的價值觀和下一代的價值觀。 這可以解釋很多兩者之間的衝突：是因為語言和兩代間差異的結果。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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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嬰兒潮世代” 後的是“緊縮的世代” - 那些在 1965 年至 1984 年間出生的。 它們被稱為“緊縮的世代”，

因為他們比起“嬰兒潮世代”人數少。 儘管“緊縮的世代”在華府中文聖經教會各個會堂都有，在英文堂的比例較大。

這 “緊縮的世代” 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也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跟前幾代的人不同的是他們渴望為他們社區中的窮人和弱

勢群體服務。 他們更關心正義和同情心。 他們不像“嬰兒潮世代”那麼強調攀登“企業階梯”和出人頭地，而是強調

與朋友和家人的關係，和比較平衡的生活方式。 他們對人際關係的興趣，作為一個例子，從他們通過創新技術如

Facebook 臉書和 Twitter 微博的社交連接可以看出。 

 

        在“緊縮的世代” 後的“千禧世代”  - - 那些 2000 年後生的 - 還是太年輕了，讓我們做不出任何明確的描述。 

 

        理解這幾代人廣泛社會經驗的實用價值是我們將更能夠欣賞每一代人的強項，接受每一代人的局限性，從而可能

減少幾代人之間的衝突。 然後，我們可以銜接每一代與其他幾代人的故事，讓我們能描述神的工作 “一代又一代，直

到萬代”。◇ 

 

婚姻:  一份瞬間的禮物  

 

作者﹕John Piper 牧師 
 

        作者在本書裏談到婚姻是侷限在時間裡面的一份禮物，卻維繫著永恆的福分。換言之，我們今生對婚約的認

知，會影響我們的屬靈視野。 

        婚姻在那創始者手中的藍圖是何等完美，為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婚姻的宏觀，為要展現基督對祂百姓守約

之愛，這愛因基督十架受死而達到巔峰，顯明神的恩惠。 

 

        Piper 提到施達能牧師夫婦（Rev. John Stam and Betty Stam）從容殉道的見證。這對蒙召到中國宣道的美籍年輕人，

1933 年 10 月在濟南結婚，次年 9 月在安徽省事奉時，女兒海倫誕生；三個月後，紅軍攻克旌德宣教站，拘捕了他們一

家三口為人質，向內地會索求二萬美元贖金。12 月 6 日，John 在寫給他內地會同工的信中說到，「我們的一切都落在

他們手中，感謝神我們心中有平安...願神賜你智慧，賜我們堅毅、勇敢及心底的平安...至於我們，不管是死是生，但願

榮耀主名。」12 月 9 日，在眾人圍觀之下，施牧師夫婦在廟首被斬首處死。嬰孩海倫被人放在米筐裡搭救出來，輾轉

數千里，送到同為宣教士的外祖父母手中。  

       若人人都活在伊甸園裡，以「殉道」的思想來談婚姻似乎顯得奇怪；而今我們活在失樂園中，原本神美好的恩賜，

幸福往往稍縱即逝，受苦卻成了常態。因為人心所嚮往的，都不過是短暫的（只存留在時間裡的）禮物，並不能帶到

地平線外的世界。唯有窄路能通往天家。 

  

        神使人在婚姻生活中受經練。Piper 夫人在序言中引用了一位結婚 60 周年智者的話：「那尚未來到的年歲會是最美

好的，第一個 25 年往往是最艱難的。」 

  

        也許我們中間有許多人都還沒有嘗到婚姻真正的甜頭，也還不能體會婚姻生活中許多美滿片段乃神的普遍恩典。

當我們的注意力都關注於人生實務的規劃（財務、健康、子女的成就等等）時，不知不覺就忽略了神所規劃的人生，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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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祂和祂兒子的榮耀為依歸，這是所有需求得滿足的第一順位。婚姻不只是為了家道豐厚，更是為著展現基

督與教會的守約之愛。以認識基督為至寶，比過生活、生兒育女更加重要。 

  

        西敏士小教義問答第一問：「人活著的主要目的為何？」答：「乃為著榮耀神並以神為樂。」 

  

        婚姻正是一個試金石。它是一個瞬間的禮物。也許持續了一生之久，也許正如施達能夫婦還在「蜜月期」時﹐就

宣告結束了。但兩者都是短暫的。若我們避重就輕的話，苦難臨到就會使人心生怨恨；但若我們願意按著神所設計的

藍圖來面對婚姻的話，那麼怎樣的境遇都不會成為攔阻了。唯有 基督能維繫守約之愛的美好，並使之燦爛輝煌。 

 

        再不久影兒將轉為真實，局部將歸於完全。預嚐不過是筵席的序曲，顛簸的路徑將引向天城，燭光將投射在圓滿的

羔羊婚宴上。這至暫至輕的婚姻將被永遠的生命所淹沒。基督為萬有之首，教會是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屆時，婚姻的意

義臻於完滿。但願那時，神開啟我們的雙眼，使我們得見今生最重要的是甚麼，乃是甘心樂意被基督守約之愛所俘虜。 

◇ 
 

 

從糊塗、到基督徒、到合神心意的門徒 ------- 

參加『門徒訓練』小組的心路歷程 
 

吳淑賢 

 

自從 1991 年 1 月受洗至今也有 23 年了，然而憑心而論自己在靈命上似乎一直都是停留在嬰兒吃奶的階段而

沒有非常顯著的成長。自己也曾花時間讀聖經甚至背聖經，但是對神的話語卻似乎總沒有太多的悟性而能夠真正體會

神在祂話語中所要向我彰顯的旨意。 所以 2012 年當外子在國語堂準備籌劃合神心意的門徒訓練時，自己就想參加並且

期盼藉著這項訓練使自己在靈命的成長上能夠完全脫離吃奶的階段而改吃乾糧真正長大成人。 正如聖經所示「凡只能

吃奶的、都不熟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

歹了（希伯來畫 5 ： 13-14)。 

 

藉著禱告  接受挑戰  
 

然而當外子把「合神心意的門徒」（作者：歐格理牧師）這本教材交在我手上而我開始研讀之後, 我卻發現自

己也許在時間，精力，和能力上無法配合和勝任這項訓練而成了喪膽的逃兵、拒絕參加這個被裝備造就的機會。 然而

從那以後我的內心卻因為拒絕參加「門徒訓練」而產生許多不安的情緒, 最後我只有藉著禱告、祈求聖靈的引領、幫助

我做正確的選擇。  正如聖經所示「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 4 ： 13) 。 縱然擺在我面前確實

有種種的困難，但身為神兒女的我我豈不是更須要靠著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來見証神的榮耀嗎？更何况

聖經明白地昭示「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杈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馬太福音 28 : 18-19)。  感謝主，最後終於在其他二組已經完成第一堂課，我和其他三位姊妹另外又成立了第三組的

「門徒訓練」而能夠在 2012 年 10 月中旬開始了我們的第一堂課。 

必須完成的課前作業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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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論，一本著作可以代表一個作者費心在時間上，精力上，心靈上，甚至許多讀者無法想像得到的各樣困難

的情况下所完成的作品。這本書籍應能引導訓練基督徒被裝備造就成為一個願意擺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來更多認識基

督、效法基督、服事基督的門徒，顯而易見作者歐格裏除了在時間上和精力上必須有相當的花費之外，在心靈上更是需

要倚靠「聖靈」的保守和代領才能夠使本書發揮最大的功用和果效。 

 

「合神心意的門徒」的作者歐格里是美國伊利諾州橡溪基督教會的門徒訓練牧師，他撰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乃是

想藉著這本書的內容和材料來幫助耶穌門徒的生命藉著這項訓練能夠在基督裏共同邁向成熟的階段並且在門徒人數的增

長上能夠形成幾何級數的増長。 本書的設計是把教材分成二十五課，而每一課各有一個嚴謹的主題，譬如： 「門徒造

就」，「成為門徒」，「敬拜」，「三位一體的神」，「罪」，或「救贖」等等一些有關基督徒信仰上的基礎真理，然

後根據每一個各別的主題再包含四個特別設計的討論指引： 「核心真理」，「背誦經文」，「歸納法讀經」，和「閱讀

文章」。除此之外，每一課程都各自具備有從這四個特別的討論指引所衍生的種種思考性的「問答題目」更 是所有參加

門訓的人在門訓之前必須完成的課前作業。 

 

浪子的故事  就是我們本身的故事 
 

這四個特別設計的討論指引各自有其不同的效用。 每個課程都環繞著「核心真理」而建構。 然後透過「背誦經

文」的操練幫助我們靠著藏在心中神的話語得以成長得更像基督。 進而藉著「歸納法讀經」的研經方法讓我們以聖經經

文為基奌，逐步找出有關經文真議的結論和應用。 最後如作者所言藉著「閱讀文章」的內容，讓受訓的門徒們就能夠很

清楚地發現並且明白透過每一課的一篇教導的文章將聖經永恒的核心真理賦予現代的應用意義，藉以挑戰我們的生活方

式、並且刺激我們的思想，從而讓一些隨後跟進的問題幫助門徒訓練的學習更具體而落實。 譬如第十課的主題是「 恩

典」。「研讀經文」是路加福音 十五章 11-24 節，一個基督徒們眾所皆知的故事「浪子的比喻」。在「閱讀文章」中作

者一開始就用「等待的父親」的一篇小文章讓我們醒悟到耶穌所講的浪子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們本身的故事來打䦕序幕，

然後相継以「不知感恩的兒子與慈愛的父親」，「歸家之路」，「歡迎或拒絶？」「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等不同

的主題來探討剖析故事中父親和浪子的關係來襯托出我們神的兒女和神之間的關係。所以透過「閱讀文章」的深入探討

我們不難領悟體會到我們世上的人就像浪子一樣實在是不配神所賜予的恩典，然而我們能白白地得到乃是因為神那長濶

高深無法測度的愛 。「閱讀文章」不僅在幫助我們研讀聖經話語的了解和領悟上確實發揮了極致的功用和效果之外，並

且在幫助我們完成每一課的「問答題目」更是發揮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一年多來  彼此之間  生命交流  互相建造 
 

        去年年底我有機會叄加使者2013華人差傳大會。 專題演講的課程中有郭振游教授的「門徒使命 - 有效的門徒訓練工

具與教會策略」以及陳世欽牧師的「門徒使命 - 教會中有效門訓的關鍵要素」,他們二人竟然都不約而同提到了歐格理牧

師所撰寫的這本「合神心意的門徒」。 他們並且也特別提到「門徒訓練」是目前許多中國教會積極想做卻一直沒有很大

成效的事工。 一年多來我們四位姊妹也相繼完成了二十三課的進度。 如今這項學習即將接近尾聲, 滿心感謝歐格理牧師

能夠撰寫如此一本內容豊充實、涵括每位做主門徒生命操練的要素和內容的好書。 藉著這門課程我們不僅懂得神的真

理、知道傅福音、和服事教會的重要。 在上課中我們姊妹之間更藉著討論和見証而彼此之間有生命的交流和互相建造。 

誠如聖經所示「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 羅馬書 8：28）。 這本教材

整體說來堪稱得上是一本確實能夠幫助基督徒能夠被裝備造就成為耶穌的門徒來認識基督，效法基督，服事基督，好叫

門徒們都能夠在耶穌基督的大使命上有份並且讓偣増門徒的進度成幾何級數的增長。  ◇ 

 

 



 恩典團契二十年  
 

~~ 回顧和展望~~ 
 

莫黃允馨 
 

哥林多後書 4 章 16-17 節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羅馬書 8 章 28 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1993 年恩典團契創始時期的前身是由一個細胞小組開始，起初的細胞小組是在洛城區附近的幾家弟兄姊妹家輪流

聚會，有前陳宏正長老夫婦、陳宏濤弟兄姊妹、黃祥烈、黃譚昇弟兄姊妹(劉師母之父母親)、劉牧師和師母、朱耀明夫

婦、徐玉剛、杜學芬等之家中舉行，後來一家家搬離開，不上班及退休人士也越來越多，經過長執會的同意，我們就改

到白天聚會，每月兩次，在第二和第四的禮拜二舉行，大多數同意，起名為「恩典團契」，主要成員為退休人士及年長

有時間的弟兄姊妹們。 

 

講員 
 

       「恩典團契」聚會有固定的方式，講員主要由張德健長老負責，在他教書及任職中總不忘我們這班老弟兄老姊妹

們，因他講道主要從聖經分享，並加上感人動聽的個人經歷、歷史、文學、哲學等等，我們每次都有沒有聽夠的感覺，

有時每人眼淚汪汪，有時聖靈充滿，憂愁苦惱都消散。另外也有牧師們、長老們的鼓勵，及弟兄姊妹的分享，合起來我

們有數不盡的資源，講道之外我們經常有見證會，也是大家喜歡聽並參與的活動，每次兩小時的時間，都捨不得分開。 

 

還有就是每年 12 月有莫國平弟兄負責的聖誕節音樂節目，有慶祝聖誕的世界名曲，古典彌賽亞合唱的 DVD，加上創新

活潑流行風格作曲等等，大家都感到聖靈的同在。 

 

午餐 
 

        正午時有午餐供給，開始時有王馮學敏姊妹幫忙到 Olney 一家主內弟兄姊妹家開的餐館，拿兩大盆菜足夠我們有

時 20-40 人吃的，學敏姊妹開始全時間工作後，由林陳德華姊妹負責直到今日約 15 年，午餐開始收$2 一人，後物價高

漲收$3，每次午餐有可口豆腐和洋芥蘭兩樣菜，我們要求適合老人的餐食，每月兩次菜都差不多，每吃都不厭，也有人

說怎麼每次都一樣的菜呢？感謝主給我們的營養食物。 

 

        還有近十幾年來，每次由張秦明初姊妹帶來的辣泡菜和鹹鴨蛋，有時她自己不能來都請人帶來給我們享用，有吳錢

能斌姊妹帶來的四川拌粉條和小米粥，大家都樂得飽食，每次都還有譚伍惠梅姊妹帶來的廣東點心及其他弟兄姊妹帶來

的食物，主的豐富供應，”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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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成員年紀 
 

        我們的成員由開始 70 歲左右到今天都已 90 歲左右，最可貴的有張紹曾弟兄 102 歲，其餘平均約 80 歲，從前開車的

弟兄姊妹，現已不開了。還有 96 歲的朱耀民老弟兄，96 歲陳鴻銓弟兄及 90 歲左右的朱姊妹、譚伍惠梅姊妹和陳姊妹，

80 歲左右的周盧新妹，何春平夫婦、蕭姊妹、許姊妹、孫發評夫婦、韓姊妹、談姊妹、吳挪亞弟兄、謝榮璋弟兄等等弟

兄姊妹。 

 

詩篇 65 章 11 節 

你以恩典為年歲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幾位被主接去的成員，特別紀念 

鄺耀雅弟兄、姊妹 

李許云先老姊妹 

黃祥烈夫婦弟兄姊妹(黃譚昇姊妹) 

劉卓志姊妹 

陳敖齊夫婦弟兄姊妹(陳玉光姊妹) 

林熊愛德姊妹，林鏡如弟兄 

羅中揚弟兄 

談震邦弟兄 等等 

 

詩歌 
 

我們有恩典團契自己喜愛的詩歌本及詩歌，「奇異恩典」成為我們的團歌，弟兄姊妹都可背出第一節來。 

 

我知誰掌管明天：給我們無比的盼望 

親愛主牽我手：主時時都牽著我們的手 

有福的確據：有福的人 

最知心的朋友：有一姊妹每次就喜歡選這首歌，我們最知心的朋友 

唱一首天上的歌：也有姊妹喜歡這喜樂的歌 

放與靠：知道如何可以放與靠著主 

短歌：大山可以挪開；壓傷的蘆葦；不要怕只要信等等，給我們老人家容易記，得到無比的安慰。 

 

最後 
 

        是個好消息，也有一點感嘆！經過和長執會的商議，將恩典團契與教會社區中心合併，所不同的就是教會社區中心

時間是每個星期四(無冬眠)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地點在教會交誼廳，一年當中每個禮拜都有(除特別假期外)，每次供

給午餐也是$3 一人，節目有詩歌、45 分鐘的講題，之後有一個 鐘頭左右的體操運動、中午有午餐、下午有手工、學英

文、電腦、看動人的電影片以及乒乒球及羽毛球等活動。恩典團契冬眠後就不再有聚會，請踴躍來參加教會社區中心的

活動。 

 

特別在此謝謝劉牧師、劉師母多年來的輔導，和鄭牧師和張凱長老的顧問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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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小小的嘗試 
 

一 塵 

 

    上一季主日學有幸能與許多弟兄姐妹一同學習舊約『以賽亞書』。由 2013 年底開始到今年二月中結束﹐

一晃眼﹐三個月就過去了。 

 

    以往我自己上主日學﹐如果有全勤就算是上佳﹐至於上課所發的講義﹐或是所習的聖經書卷﹐往往是走馬看

花簡略帶過﹐不常預習也很少複習﹐實在不是一個好的學習者。 

 

    鑒于『以賽亞書』是一部重頭書﹐全書共六十六章﹐若要在十二週學習完畢﹐每週勢必要閱讀五章以上﹐若

依舊習﹐三月之後往往會有人“入寶山而空回”﹐殊為可惜。 

 

小故事 

 
    記得從前讀過一則汽車大王福特的故事。話說有一次他去視察一個生產效率非常低落的生產線部門﹐在與在

線上的工人懇切交談後﹐他問道︰『你們現在每月生產的車子是多少部？』隨後﹐他就一聲不響的將得到的答

案﹐用紅筆把數字大大的寫到該部門大家每天都要經過的大黑版上。一個月後﹐當他再來的時候﹐他發現那塊黑

板上的大紅數字已被擦去﹐一個新數字明顯超過了上個月的舊數字。就這樣﹐生產工人為了每個月要改這個數

字﹐愛上了這個“游戲”﹐自我擬訂目標﹐不但與老總較勁﹐也與自己較上了勁。當然﹐到了年底﹐生產目標不

僅達成﹐而且超過目標。 

 

小嘗試 

 
    我不會修汽車﹐也沒有生產過汽車﹐但是從這個故事中也得到一些啟發。 

 

    所以﹐在這次的主日學中﹐我決定作一次小小的嘗試﹐從第二週開始﹐每週發下不記名問卷請同學填寫﹐問

卷非常簡單﹐只有三個選擇題﹐一分鐘即可答完﹐無需記名﹐沒有尷尬。問題內容依每週大致進度如下︰ 

 
1. 到目前為止﹐我已上了幾堂以賽亞書。1,2,3….. 

2. 到目前為止﹐我有從以賽亞書第？章讀到第？章。 

3. 到目前為止﹐上這堂課的收穫。︰ 100%,80%,60%,40%,20%,10%,1% 

生活劄記 



有趣的發現 

 
    這樣下來﹐每週將上週問卷結果公佈﹐讓數字說話。而全班學員也能看到全班的出席率以及讀經的進度為

何。全班上課人數平均約四十人左右﹐三個月下來﹐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 

 

1. 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勤勤懇懇﹐堅持不懈的讀完了整卷以賽亞書。其中邱爾文弟兄完整背誦了預言彌

賽亞的第五十三章﹐令人欽佩。 

2. 有三分之一的同學至少整季上了十堂課。有始有終﹐雖有稍許間斷﹐但仍然契而不捨的一路奉陪到

底﹐讓人振奮。 

3. 全班平均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在課堂上有得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收穫。 

4. 上課前幾週有過半的人參加回答問卷﹐但隨着每週的進度﹐多數沒跟上讀經的人﹐可能是覺得每次上

課都要面對這種索然無趣的問題﹐最後就悄悄的選擇不回答問卷了。 

5. 此外﹐還有一種現象﹐不知是所有主日學的常態﹐還是本班的個別現象︰整班同學三個月來的流動率

超過一半。也就是說﹐出席冊上﹐前前後後計有六十三人﹐然而三個月來有始有終者只有一半﹐是

〝輟學”呢？還是〝轉學〞呢？還是另有原因？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些感想 
 

       這一次的嘗試﹐雖然不是造汽車﹐但是對於我們的主日學或許可以藉著每週問卷的結果﹐較深入的發現一些

真相﹐不去猜想﹐讓數字說話。也可以藉此自我審視﹐並且參考全班的進度﹐調整自己﹐在這三個月中對自己多

一些要求。 

 

       常言道︰“勤能補拙”﹐聖經更教導我們『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羅十二 11）人類

天生的惰性﹐往往是我們前進與改變的最大“攔路虎”。 

 

今天一個小小的改變﹐也許可以成就以後的一個大改變。 

 

        我心中原本的願望是︰藉著這個這一小嘗試﹐如果有一個人因此多讀了一章『以賽亞書』﹐這個嘗試的目標

就已達成。如果有更多人﹐因此又多讀了幾章﹐那嘗試的目標就遠遠的超過了！ 

 

說到底﹐我深信 “開卷有益”﹐讀聖經更有益。這是一個心得報告﹐也是一個小小的嘗試。也許﹐也是一個新的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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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MARYLAND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磐石通訊同工 

顧問：     張麟至牧師 

     鄧國耀長老 

編輯：      陳昌國  

校對：      孫濤 

翻譯：          華春明 

打字：          陳蕙心 

美工設計： 張維綱 

印製：      張鄭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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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59 張乃千 

基要真理研習本 

(第一冊) 亞杜蘭讀經營 美國 2005 73 基要真理 

403160 張乃千 

基要真理研習本 

(第二冊) 亞杜蘭讀經營 美國 2005 84 基要真理 

403161 張乃千 

基要真理研習本 

(第三冊) 亞杜蘭讀經營 美國 2005 67 基要真理 

403152 屈貝琴 務實管教不抓狂 

中國主曰學協

會 台北 2007 254 跟孩子相處 

403153 

比爾.海波

斯 卓越領導格言 福音證主協會 香港 2009 313   

403154 

陳愛光,呂

紹昌,謝挺 生生之道 

正道福音神學

院 美國 2009 320 論文研經 

403155 劉志雄 俄巴底亞書 道聲出版社 台北 2008 154 俄巴底亞書 

403156 瓊.亨特 

建立不一樣的家

庭 

加拿大恩福協

會 

加拿

大 2011 317 基督徒家庭 

403157 瓊.亨特 面對危機 

加拿大恩福協

會 

加拿

大 2011 315 基督徒心理 

403158 瓊.亨特 撫平往日的創傷 

加拿大恩福協

會 

加拿

大 2011 261 基督徒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