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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克勞德博士（Dr. Henry Cloud）約翰•湯森德博士（Dr. John Townsend）合著∕楊秉剛 譯

編者註：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像母親那樣，不僅影響了
孩子的童年，更塑造出成年的他。《母親情結》一書的
兩位作者克勞德博士和湯森德博士指出，在上帝的設計
中，母親應具有兩方面重要的功能：一是提供孩子健康
成長所需的養分，另一是建立孩子人際關係的模式。然
而因母親本身的不完全，以致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產生
偏差。
此書按母親在撫養過程中的缺失，將母親分為六型
來討論：疏離型母親、易碎型母親、控制型母親、獎盃

一. 疏離型母親
詩人這樣說：「我在母懷裏，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詩22: 9）自有人類以來，我們就一直把母親的撫養和「滋
養」、「信任」連在一起，然而有些母親因自身的缺乏和所
受的傷害，以致在撫養過程中如幽靈人口一般，造成孩子內
心的空虛與空洞，長大後對人冷淡疏遠，缺乏安全感，感情
退縮，容易憂鬱，不信任別人，也不相信上帝對他的愛。
在上帝的設計中，孩子有五項基本的需要必須由母親或
擔任母職的人來滿足：

型母親、老闆型母親，以及信用卡型母親。本文僅節錄
了其中一部分，為的是幫助現今仍有孩子在身邊的母
親，能夠了解並修補自己可能有的缺失；倘若讀者感到
自己的母親具有這幾類型的特徵，則可閱讀此書的「成
長之路」各章，進入上帝的修補計劃，填滿幼時未得到
的所需，並與母親建立一個嶄新又成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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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
對孩子來說，安全感來自於一個有理可循、情緒穩定、
沒有危險性的人，有著這樣特質的母親會為孩子的未來建立
一個良好的基礎。如果孩子沒有一位這樣的母親，就會持
續地活在恐慌與焦慮的狀態中，他不會愛人，在學習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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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滋養
一位母親的滋養是孩子靈魂的
燃料。好的母親會把她的關懷傾注到
孩子的靈魂中，就像陽光和雨水滋養
植物一般。當我們得到這樣的滋養和
照顧時，就會照著上帝所設計的方式
而成長、發展；但若是沒有母親的滋
養，我們就會枯萎。

3. 基本的信任
基本的信任是把自己投諸人際關
係的能力。信任別人的能力不是與生
俱來的，而是學習得來的結果。信任
使我們有能力結交朋友、依靠別人、
需要別人，並且把別人看為是美善之
事的來源。我們會信任、依靠母親，
是因為當我們向她伸出手時，她會在
那裏，並且會回應我們的需要。

4. 歸屬和被需要
聖經教導我們要「在愛中扎根建
基」（弗3: 17，新譯本），如果我們
在與上帝和與別人的愛中扎根建基，
就會有所歸屬。母親藉著愛和照顧而
讓我們感到被需要，這感受在以後會
轉變成為人際關係中的價值感和自信
心。被愛和被需要的感受，也不是我
們靠自己用腦力鍛鍊就可以得到的；
它是來自於我們的經驗，是有人邀請
過我們進入與他們的關係中。

弱和易碎，她常常沒有能力處理生活
中不愉快或有壓力的情況。這樣的母
親也無法承擔孩子的問題，特別是當
孩子表達強烈的感受時，她很快就被
孩子的恐慌、憤怒、悲傷和恐懼所壓
垮，於是就用這幾種方式來處理：將
孩子的感受災難化、自己在感情上退
縮、過度認同孩子的痛苦、自己退化
成一個孩童、盤旋而窒息孩子、羞辱
孩子、在怒氣中反應。當孩子長大後
也會有同樣的模式，甚至無法解決生
活上的問題。
涵容（containment）是母親所應
具有的一項功能，亦即把孩子的感受
和不成熟收納下來。孩子需要兩方面
的涵容：

1. 感受
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性格中都植
入了情緒，它就像一個測量器，能量
出我們靈魂的狀態。然而就像孩子的
身體和智力都尚未發育成熟一樣，他
的情緒也不成熟，因此需要由母親來
處理他尚無能力處理的一些感受。良
好的涵容方式包括安撫、認可、將感
受結構化、指正等。

2. 自我的各部分
雖然孩子已擁有上帝創造的所
有部分，但還不成熟，也還沒有整合
好，母親的涵容能幫助這些部分得以
發展和成長，不會彼此衝突，使孩子
將來可以發揮成年人該有的功能。

5. 愛的對象
一個人若要在感情、身體、智
力和社交上有健全的發展，他不僅僅
需要被愛，也需要付出愛。孩子有
「付出愛」的基本需要，因此就需要
有一個愛的對象。如果母親是安全無
傷害性的，孩子就能愛她；但若母親
不是，孩子不是被疏離所壓垮，就是
被憎恨所充滿。

二. 易碎型母親
有些母親就像是瓷娃娃那樣地脆

三. 控制型母親
在上帝的設計中，每一個人都需
要能和別人產生連結，成為「我們」
，
也要能成為獨立的個體，是為「我」
；
母親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幫助孩子發展
出自我的身分，以及在生活上的獨立
自主。
但控制型的母親總認為自己知道
怎麼樣做才對孩子最好，因此堅持要
孩子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她會用以下
幾種方法來控制孩子：用罪咎來攻擊

孩子每一個邁向獨立自主的行動；用
拋棄和撤回經濟上的支援、關注、鼓
勵及其他各種好處，來作為懲罰；用
攻擊和憤怒來使孩子害怕。這樣的撫
養不能培育出孩子的獨立自主、負責
任，和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孩子長大
後也容易受到別人或癮癖的控制。因
此母親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應該要
注意以下幾方面：

1. 容許並培養孩子的獨立、意志、意
向、分離
在童年的早期和青春期，孩子
會開始經歷到「意志」：這是一種驅
動力，想要肯定自我，並在與別人的
關係中，想要成為一個分別的個體。
當我們能肯定自我的時候，就能發展
出自我引導的能力，亦即能夠開始並
跟進完成各種目標和願望。但如果一
位母親不讓孩子擁有他自己的、分別
的、不同的意志和意向，那麼孩子若
不是被壓碎，就是一直與母親爭鬥。

2. 容許並培養孩子的自我身分
和差異性
如果孩子不被允許與別人不同，
或不准有自己的選擇，那麼他對自我
身分的認同就會出問題─他會認為
自己這個人是不好的。

3. 管教不良的選擇、行為和態度，並
設定界限
只有在界限（界線和限制）之
內，自由和自我身分才有意義。若孩
子越過這些界限和違反父母所教的價
值觀，就要執行後果。如果一位母親
能夠對孩子說「不」，孩子就會學到
對自己說「不」，如此他就發展出一
種能力，能夠尊重別人的界限，而且
也能產生出自制。

4. 阻止孩子逃避獨立的願望
孩子可能會為了逃避承擔責任而
出現依賴性的行為，像是假裝生病、
拖延不去上學，但一位好母親應了解
孩子成長時的變化與焦慮，但同時也

拒絕這樣的依賴。

四. 獎盃型母親
這類的母親內心有一種「獨特
感」的渴望，需要被別人讚美、羨
慕。她深深以孩子為傲，特別喜歡向
朋友展示孩子的成就；但對孩子任何
的失敗都很失望。
然而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基本的需
要，那就是被接納；我們需要能夠照
著本相作自己。但當一位母親表示她
愛「理想中的孩子」超過「真實的這
個孩子」時，就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1. 接納真實的他
「接納」包含兩方面的意義。首
先，母親要連結上孩子的真實自我，
並將生命注入他內在的部分─包括
好與壞的部分。其次，她要限制孩子
自以為是的部分，並幫助他放棄對自
己和對別人的理想化要求。這樣的過
程能幫助孩子對於自己真實的強項和
弱項、正面和負面、優點和缺點，作
出準確的判斷，而不至於陷入完美主
義的理想中，或產生不恰當的焦慮、
羞愧和罪咎。

2. 接納他不完美的部分
包括軟弱無能的部分、負面的
部分、平庸的部分、母親不喜歡的部
分、壞的部分等。

五. 老闆型母親
這類型的母親處處都在對孩子傳
遞著一個訊息：「不管你長到幾歲，
我永遠都是你媽媽，你永遠都是我小
孩！」在這種撫養下長大的孩子，不
容易和別人建立平等的關係，他會持
續地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或高人一
等，不然就是很反叛。他也會認為上
帝是嚴厲而獨裁的法官，並帶著這樣
的眼鏡去讀聖經。
然而一位好母親會從未來的角
度看孩子，會為一個平等的關係作預

備，好幫助孩子漸漸發展出成年人的
功用與能力，順利地進入成年人的世
界和生活。否則他將會成為一個長不
大的成年人。母親在以下幾方面需要
特別注意：

出健康的女性特質。她也要引導兒子
漸漸與父親有更多和更深的關係，並
歡喜接受兒子和女孩不同的地方。

1. 權威
母親需要鼓勵孩子勇敢地對她
提問。只有當孩子學習去挑戰在他之
上的權威人士之想法時，才能夠逐
漸發展出與別的成年人之間的平等關
係。但孩子也需要跨越挑戰和反抗的
階段，而接受自己在權威世界中的位
置，順從生命中適合監督自己的人。
當母親教導孩子學會挑戰權威、
也學會接受別人的權威時，她就幫助
他避免了兩種具有破壞性的極端：第
一種極端是變成一個膽小害怕、唯諾
依從、迎合討好別人的人，這樣的人
時時需要別人的認可；第二種極端是
變成一個叛逆、抗爭的人，他甚至不
能保住一份需要受人管理的工作。

這類型的母親灌輸給孩子的訊
息是：「我是你獲得愛和實際需要的
惟一來源。」在這樣的撫養下，她的
孩子，即使已成年，總是在等著母親
來滿足其需要。他也會用幼稚的依賴
方式緊黏著別人，而不是用一種健康
的、成年人之間互相依賴的方式，去
建立與別人的關係；並且他很可能在
財務上有問題，在配偶與母親之間的
關係上也有問題。
孩子最終必須要離開母親的治
理，這就是「離家」的真義─脫離
母親的精神領地，把生活的治理權接
過來。在孩子的青春期時，母親就應
該盡量放手，幫助他作好離家的準
備，包括以下兩方面：

2. 獨立思考

1. 經歷更大的世界

母親一定要教導孩子獨立思考、
慎思明辨，這一點在屬靈的層面尤其
重要。現今世界上有很多破壞性的教
導，偽裝成屬靈的真理，因此我們的
孩子需要有他們自己的工具，來分辨
哪些信念和思想是真理，哪些不是。

幫助孩子進入更大的世界，亦即
真實的世界，讓他知道這個世界可以
給予他的東西，會比父母所能給予他
的更多；也讓他學習與這個世界打交
道，以便得到更多的資訊和支援。

六. 信用卡型母親

2. 經歷外在的界限
3. 天賦
為了要預備孩子進入成年人的
世界，就需要幫助他們認識並發展自
己獨特的天賦、才華與才能：「各人
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
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 10）母親
必須幫助孩子建構、操練自己，並且
在他認為有價值和有優勢的事情上努
力；而這也是帶出工作倫理、事業目
標和許多其他工作技能的關鍵。

4. 性別角色
處在前青春期的孩子正在發展他
們的性別角色，此時母親要歡喜接受
女兒想要更像她的渴望，並且要示範

如果母親能夠不阻擋外面世界給
孩子的界限，那麼孩子就會學到這個
世界的有些要求是不能靠母親的防護
而悻免的。但有些母親就是無法讓她
的孩子受些苦，當她的孩子在學校惹
了麻煩、觸犯了法律，或是在工作上
遇到困難，她就會做一些事將他保釋
出來。但當她如此做的時候，往往會
破壞了孩子所應該要從外面世界經歷
到的界限。
（欲知更多內容，請閱讀《母親情結》
一書，歡迎上更新網站
www.crmnj.org訂購。）

巴拿巴•派博（Barnabas Piper）著∕龐慧修 譯

編者註：本文作者是約翰•派博〔John Piper〕牧師的兒子。
他是一位作家、講員，著有《牧師的孩子》、《幫助我相
信》、《好奇的基督徒》等書。

金魚缸裏的生活
我生長在牧師的家庭，是一個PK（Pastor's Kid，即
牧師的孩子），現在雖然已經成年，仍是一個PK。我生
命中最大的優勢和祝福，都是從作為一個牧師的孩子而
來，不過在此我並不是要談那些蒙福的部分，而是要談
我們所面臨的獨特掙扎。
牧師的孩子如同生活在 金魚缸 裏（至少我們感覺如
此 ） ， 教 會裏的每一 個 人 都 知 道 牧 師 孩 子 的 名 字 和 長
相，我們從來不能隱藏起來。連那些只有在教會通訊錄
上才認得名字的人，都對我們生活的細節知道得清清楚
楚。雖然這並不存在著什麼危險或問題，但金魚缸應該
是給金魚住的，而不是給人住的。生活在一個眾人都知
道你每一個動作、愛慕對象、不良行為、球賽輸贏、大
學申請狀況，以及許多其他私人資料的環境中，是極為
困難的事。
金魚缸的經驗又放大了我們所感受到的 巨大期望 。
因為眾人都在看著你的每一個動作，我們哪裏還有犯錯
的空間？不能走錯步，不能和異性多談，不能……簡言
之，就是不能有人性。但是，牧師的孩子和其他人沒有
不同，我們也會犯罪、失敗，只是當每個人都在看著你
的時候，你就不能作平凡人。
我們感受到─ 不論是真實或想像的─ 別人對我
們在「聖潔」和「熟悉聖經」上的期望，所以我們心中
常有兩種反應模式在蠢蠢欲動，有時它們會輪流出現，

有時也會一起上場。

第一種是假冒為善： 我們表現出對每一個屬靈問題
都有正確的答案，對每一個場合都有適切的經文，對每
一個複雜的困境都有準確的神學，也有最好的論點能夠
擊敗任何敵手。總之，在每一種情況、每一件事上，我
們的表現都是正確的。
然而其實這樣做不過是一場鬧劇，一些牧師孩子
的心是死的，但是沒有人知道，因為他的外表是那麼光
耀、完美、無縫。這些假冒為善或專精此道的人，非常
拿手於扮演自己的角色，甚至當有人想要拆穿其外表
時，他們也能應付。沒有一種屬靈的水路是牧師孩子不
能駕馭的，然而同時他們卻又是完全迷失的。
我曾經就是那樣的一個人，但是沒有什麼能改變那
情況，惟有靠聖靈從外面刺透，或從裏面將沉積的罪爆
破出來。
另一種是公然反抗；這並不比假冒為善更糟，只
是更明顯而已。牧師的孩子恨透了金魚缸，但卻逃脫不
了，所以他就簡單地對所有觀看的人豎起隱形的中指。
他拒絕神、教會、牧師家庭的生活形態，以及父母所
立的標準，這一切對他而言不是太有壓力，就是太不重
要。一切都在激怒著他，他看它們就像是一場笑話，非
常空洞。但他別無選擇，只能爭鬥或逃跑。
請不要忘記，牧師的孩子和其他人沒有不同，我們
只是活在顯微鏡底下的罪人。我們需要的不是另一種福
音和另一位耶穌，而是需要 真正的福音和真正的耶穌 。
我們自有記憶以來，每天的生活都沉浸在耶穌、福音和
聖經的話題中，因此對我們而言，它們很容易就變成死
板或沒有價值的東西。撒但對教會長大的孩子所用的最
大武器，就是「熟悉」，以及因熟悉而產生的輕視。因
此我們需要家人和教會大家庭中的人向我們顯出福音的

實質。
請為你牧師的孩子禱告，他們所面臨的引誘是「驕
傲的假冒為善」與「憤怒的反抗」。牧師在打一場屬靈
爭戰，但他的孩子卻常常變成那惡者手中去攻擊牧師的
武器，或成為爭戰中傷亡的人。請用真心的關懷去愛你
牧師的孩子、鼓勵他們、堅立他們，因為不是他們自己
要進入這個困難的人生角色。也請提醒你牧師的孩子，
神是 美 善的、神掌權 、 神 有 智 慧 ， 但 不 要 又 用 老 套 的
話，因為他們早已經聽過許多了。

雖然基督徒的孩子都知道他們不應該用世俗的標準來衡
量自己，而應該用聖經的標準，而且認為教會的標準一
定是合乎聖經的；但他們發現有一些東西有問題，雖然
他們已達到教會的標準，為什麼還是感到很空洞呢？
那是因為他們在不對的地方尋找身分認同。一個跟
隨基督的人是在基督裏新造的人，伴隨而來的是一個因
尊崇耶穌而有的自由與滿足的生活，而不是一個忙於達
到各種期望的生活。

3. 為他們能愛自己的家禱告

為牧師的孩子禱告
牧師家庭常具有教會「第一家庭」的功能，他們
在所有屬靈和道德的事上設立了一個標準；他們就是服
事和生活的模範。但對牧師的孩子來說，我們所面對的
是什麼呢？成長本身已經是一個挑戰─功課、身體變
化、賀爾蒙、認同危機、暗戀、對所愛球隊的失望、朋
友間的紛擾、屬靈生活、手足、父母，以及更多的狀況
─而我們又要在教會眾人的眼底下經歷這些事情，並
且他們都期待我們能表現出一個完美小基督徒的行為和
形象。我們能躲到哪裏去？我們能把自己的錯誤和不安
藏在哪裏？更深一層來說，我們要在哪裏與耶穌建立一
個更深和更真實的關係，而不是只把它當成另一個眾人
的期望？
教會裏的大部分人都愛牧師，都無意去增加牧師孩
子的壓力和痛苦，那大家能做些什麼來減輕他們這方面
的困難呢？最起碼可以為他們禱告：

1. 為他們能認識耶穌禱告
牧師孩子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與耶穌基督建
立真實的關係。對聖經的知識和背誦如流，並不等同於
與耶穌基督之間有一個救贖性的關係；反之，有時候擁
有那些美好的知識，反而騙使他們以為自己得救了。因
此很多牧師的孩子知道耶穌，但所有的道德、期望和知
識，卻反使他們看不到耶穌能改變人心的真實性。只有
靠聖靈將耶穌啟示給人，才可能發生得救的神蹟。請為
在牧師孩子身上有這樣的神蹟來禱告，好讓他們能夠在
所有奉耶穌之名而進行的活動中，真實地看見祂。

2. 為他們能在耶穌裏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禱告
當人在一些重大的期望下成長時，很自然就會照那
些期望來衡量自己：我是否已經成為我該成為的樣式？
我是否能讓一些重要的人物滿意？牧師的孩子會以別人
想要他成為的樣式來衡量自己，而不是用神創造他要成
為的樣式來衡量自己。對牧師的孩子來說，會眾的期望
都很有基督徒的樣式、很有道德、很符合教會的要求。

壓力會壓壞一個家庭，而一個有裂痕的牧師家庭又
是撒但最喜歡用來破壞牧師事奉的方式之一，因為這是
牧師最容易讓撒但得逞的軟弱，也是他最容易被撒但刺
激的神經。當牧師的孩子在事工的壓力下受損傷時，通
常會怪罪父母（但有時也是因為他們把壓力堆到自己頭
上）。但更隱晦的現象是，父母把給教會「要完美，要
正確」的標準帶回家，造成家人之間的關係空洞，彼此
缺乏誠實、透明、信任和愛。

4. 為他們能愛教會禱告
牧師的孩子比其他人（除了教牧同工之外）看到更
多教會的醜陋面。他們看到教會的事工可能會拆毀自己
的家，眾人的期望又可能會讓自己充滿沮喪和苦毒；而
這也是有些牧師的孩子既反叛又完全離棄教會的原因。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牧師的孩子也能看到教會裏最好
的部分─深摯的友情、被改變的生命、得到滿足的需
要、心靈的轉變等。求神讓牧師的孩子能看到好的部分
超過壞的部分，能認清有人的地方就有壞事，而教會能
提供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希望和豐富。

5. 為神的恩典臨到他們禱告
在教會中長大的孩子聽過很多關於恩典的道理，但
對恩典的認識卻可能很少。然而必須要靠神的恩典，才
能啟示出耶穌基督，讓牧師的孩子與祂建立關係，並克
服與救贖牧師家庭和教會的失敗。神的恩典能藉著教會
流向牧師的孩子，又能藉著牧師的孩子流回教會。恩典
是將每一項這些需要連結起來的媒介，也是神滿足這些
需要的方法。求神賜下這種神蹟式的恩典，來遮蓋許多
的罪，重建跌倒和受傷的牧師孩子，並將神的百姓連結
在一起。
（本文選自利葛尼爾機構〔Ligonier Ministries〕所出版的
《圍桌而談》〔Tabletalk〕雜誌，原文可見於https://www.
ligonier.org/learn/articles/praying-pastors-kids/,
https://www.
ligonier.org/learn/articles/sinners-in-a-fishbowl/）

[介紹新同工──李力彌長老]
李力彌出生在福建
北部的一個小山城。由
於父母都是基督徒，他
從小就有機會聽福音，
約在10歲決志信主。19
歲那年，大學一年級，
在台北南京東路禮拜
堂受洗歸入主名，以
李力彌長老
後持續不齗參加主日聚會、主日學、團
契聚會，及詩班服事。1967年被選為加
州山景城教會執事。1973年成立阿拉巴
馬州亨城查經班。1983年參與山景城基
督徒會堂植堂，1984年被按立為該堂執
事。1987年參與北區基督徒會堂植堂，

翌年被按立為該堂長老。
1964年由台灣來美留學，在史坦福
大學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畢業後進入
洛克希德公司工作，前後共計28年。得
到美國航太工程學會副院士及環境科學
學會院士等榮譽。
1978年被邀成為中華海外宣道會理
事，後來成為董事，曾多次參加教會短
宣隊到各地宣道。1981至1999年間，單
到泰國已有9次。1999年吳勇長老來邀請
任海宣工場主任，2000年即辭去工作，
搬到泰國清邁，為海宣遴選新宣教士、
關顧在職宣教士的身心靈健康、與宣教
士並肩服事，同時亦在清邁大學任客座

教授。2008年成為海宣總幹事，除以上
各項服事外，亦協助培訓當地傳道人牧
長及同工、個人佈道、門徒訓練、推廣
宣道異象、文字事工等。
2013年回美後本打算退休，但又蒙
神呼召前往北美更新傳道會總部任事工
部主任。目前的工作，除負責總部各項
行政事工外，也全力投身於：1. 為更新栽
培新一代的服事同工；2. 幫助並鼓勵各地
華人教會從事門訓與宣教事工；3. 在宣
教事工上設法：a. 培訓輔導要作宣教士的
下一代青年；b. 支持緬北山區的傈僳傳道
人團隊；c. 培訓北美及各地有心參與短宣
事奉的教會與信徒等。請代禱。

[姊妹讀經營特別報導]

照片，歡迎大家上網欣賞。www.crmnj.
org.

啟地區，所以營業更加慘澹，有些更新
的名牌書籍，我們申請不到書號，無法
正式出版，但最近卻發現在某些地區得
到官方許可，被大肆推廣！這雖然使我
們有些沮喪，而且還需承受更大的經濟
壓力，但我們的神是歷史的神，更新編
輯的勞苦雖沒有經濟上的回報，但更新
的書卻蒙官方看重，我們覺得被肯定，
還是應該感謝的。年初出爐的《母親情
結》大受讀者喜愛，目前正在熱賣中，
歡迎大家訂購。
為面對新的一代讀者，我們自去
年開始製作與推動電子書，目前透過蘋
果網站開始慢慢有人購買，數量雖然不
多，但也是一個起步。根據北美書房同
工報告，1-4月共由蘋果公司受到賣書收
入$321元，能夠有3位數的收入，同工們
已非常感謝。請繼續為更新書房的業務
禱告，也求神讓我們的書籍能被更多人
使用。

5月4-6號在新澤西州南部America's
Keswick營地舉
[宣教事工]
行的2018年姊
今年4-5月更新同
妹讀經營圓滿
工行程非常忙碌。住北
結束，感謝神
卡的何蓓蓓姊妹，有機
的恩典，藉著
會代表北美更新去了仰
講員黃鄧敏師
光∕清邁兩地。主要是
母既有深度、
關懷正在清邁忙於事奉
又很幽默和充
的更新宣道事工主任，
2018年姊妹讀經營大合照
滿實用性的教
同時去仰光探訪更新的
導，加上好幾堂的分組查經（這次參加 宣教夥伴，安平牧師夫婦和我們所支持
人數超標，光是講粵語的就有50人，共 的聾啞事工同工，爾美姊妹。由於這次
分18組！每組8-9人），使不易相聚的各 正值泰國的灑水節（泰國新年），機票
教會姊妹們（共21個教會），對原本不 不易訂，參觀事工的機會也不多，但仍
易了解的何西阿書不但都讀懂了，而且 感謝魏愛梅姊妹的全力幫忙，行程雖然
願意回去後，學著應用。感謝神奇妙的 緊湊，但仍有機會完成一些工作，請繼
作為，更感謝主的是，我們這次還請到 續為更新的宣教事工禱告，也歡迎大家
兩位貴賓— 來自加州的王永信師母和 為此事工禱告與奉獻。
大使命中心的陳惠文會長，她們的見證
也幫助了許多姊妹。此外，也請為一群
[代禱與感謝]
在幕後為帶查經預備了許久的小組長們
請在禱告中
獻上感謝，她們的勞苦不是徒然的。臨
紀念另一位不久
行前，大家忙著攝影留念，並互道2020
前去世的讀者。
年再見。您若從來沒有來過更新的讀經
盛徐宓老姊妹是
營，下次可不能錯過機會喔。更新同工
更新月刊的忠實
何蓓蓓探訪山區學童
向恩惠學生中心的住校生分享
徐瑜姊妹目前正在忙著整理有關營會的
讀者，也是一位
愛主的支持更新者。去
[書房近況]
盛徐宓姊妹
在 這 個 不 太 讀 紙 版 屬 靈 書 籍 年10月26日離世回到天
的時代，北美與台灣更新書房依然 家，她老人家一直惦念著更新的事工和
努力的在慘澹經營中。感謝神恩待 需要，在遺書中留下一筆費用供更新使
我們，更新出版的書籍向來都頗有 用，實在給我們留下積財在天的榜樣，
些分量，也是讀者所喜愛的，所以 我 們 為 有 這 樣 的 天 路 伙 伴 深 深 地 感 謝
北美銷路還可以維持，但在台灣賣 神，也感到十分受激勵。除了無限的追
更新同工與貴賓—王永信
師母及陳惠文會長合影

眾美女與講員合照

書則比較困難，而且無法運書至創

念和感恩，也求神賜福給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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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推動門訓事工，他們夫婦足跡遍及北美各地，包括中
西部的伊州（Illinois）；肯塔基州（Kentucky）；密蘇里州
（Missouri）
；芝加哥；東部的華府（Washington D. C.）；甚
至遠至加拿大的溫哥華及西雅圖等各地教會從事門訓事工。
最可貴的是他們夫婦對門訓觀念的重視，無論在哪個教
會都是諄諄教導，必要時，常常會在一個教會停留3-5個月之
久，與學員一同生活，用自己的生命去影響他們的生命。
2006年開始，鄭牧師夫婦遷至芝加哥，開始在芝加哥台
福基督教會牧會，依然從事門訓事工不遣餘力，牧會之餘，
Chi Chao Chieng
也同時幫助芝加哥附近幾間台語教會從事門徒訓練，直到
January 27, 1941-April 26, 2018
2011年退休。
失去好同工
2013年鄭牧師於體檢時被診斷患有血癌，他多次進出醫
帶著沉重的心情，我們向北美更新總會的門 院，但服事卻沒有間斷，直到今年3月31日結束最後的受難
訓老同工，鄭紀昭牧師，說以後天堂見。
節講道為止，給許多信徒帶來美好的見證，最後於4月26日
鄭牧師與謝光華姊妹在2002年4月加入北美 去世。追思禮拜將於5月26日在芝加哥台福基督教會舉行。
更新總會，從事門訓事工。鄭牧師原為化工工 追思禮拜地點與聯絡方式：
程師，在聖路易孟山都公司服務三十餘年後辭
電郵：efcchicago@yahoo.com
去工作，進入聖路易市的Covenent神學院就讀，
網址：http://www.efcchicago.org
三年後完成道學碩士，即加入更新團隊，全力推
會址：4N051 Glen Ellyn Rd.
動門徒訓練事工。在全時間奉獻之前，他們夫
Glendale Heights, IL 60139
婦一直在聖路易市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服事，且
積極在教會中帶領「聖徒裝備」的訓練事工。加
請在禱告中記念鄭師母及其家人。我們衷心感謝有一段
入更新以後，曾在美國中西部的台灣長老教會的 難得同工的日子，同時萬分感激鄭牧師家人將所有奠儀轉贈
事工研討會中推動門訓事工，為了鼓勵各地華人 更新傳道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