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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相處中
都有一個溝通的語言 但因為每個人的語言不同
所以就出現了這本書 .
蓋瑞?巧門是一位婚姻輔導專家，在他從事二十年的婚姻輔導工作中，發現人際之間基本上有
五種「愛的語言」，? 個人在表達愛時所使用的「愛的語言」都可以歸在這五種之內，夫妻、
情人使用相同愛的語言的很少見，所以在愛的表達上，常使用對方所不了解的「外國語」，
也就是 說，一方所要傳遞的信息常是? 一方所不能接收的，例如一個喜歡接受禮物的人和一個
希望被稱讚的人在一起，一個很認真的送禮物，而? ㄧ個很期待被誇讚，不了解對方的愛之語
，就沒辦法把愛傳達到對方的內心，所以幾乎所有的夫妻都得學習另一半的「愛的語言」，溝
通才會見效。五種「愛的語言」包括:
肯定的言語。講這種「愛的語言」的人常說鼓勵的話語、仁慈的話語、謙遜的話語。
William
James
說過「人最深
處的需要可能是感覺被欣賞」，對對方的喜歡之事常表示口頭的讚賞，對不喜歡之事抑制
? 的抱怨。
2.
精心的時刻。講這種「愛的語言」的人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對方身上，全心全意跟對方
一起作些他喜歡的事，包括；精心的同在一起，給予對方全部的注意力、精心的會話，焦
點在傾聽、精心的活動，全心全意跟對方一起作些他喜歡的事。
3.
接受禮物。講這種「愛的語言」的人常把自己當成禮物，當對方需要? 時，? 就在那
裡陪伴，或是購買禮物，但禮物不需要是昂貴的。
4.
服務的行動。講這種「愛的語言」的人會藉著為對方服務來表達愛意，如:
? 忙作家事、溜狗、洗車、做一餐美味的菜? 。
1.

5.

身體的接觸。講這種「愛的語言」的人會? 望對方伸出手來撫摸他們，如:用手梳理對
方的頭髮、撫摸背部、牽手、擁抱、按摩對方的腳。

王蔡佩芬師毋認為:
二個來自不同的生長背景、環境帶著不同的思想的人，要朝夕相處一輩子，摩擦與衝突的
產生實在是難免的，如何突破婚姻的瓶頸，如何建立一個較健康的溝通管道，如何重新享
受和諧幸福的婚姻，都是夫妻極需學習的課題，夫妻應努力營造美滿的婚姻生活。
1. 愛需要行動表達。
2. 愛需要彼此饒恕。
3. 愛需要看見-? 木與刺。「看見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 木。
4. 愛需要愛那不可愛的。
5. 愛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所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 ；愛
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 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Pray for your child everyday

每日為孩子代禱守望
2/01 -2/07

順服信靠慈愛的神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的信實与慈愛,請原諒我們常常不明白你在我們身上的計劃,沒有一直跟隨及
順服你的旨意，請幫助我和(孩子的名字)明白你在我們身上是有美好的計劃,並願意順服跟
隨,因為你是那全能者，你掌管萬有.請加忝我和(孩子的名字)有能力及信心一生順服信靠你,
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2/08 -2/14
全能的神掌管萬有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的信實与慈愛,原諒我們常常看環境及靠白己,請幫助我和(孩子的名字)認識你是
大能的神,你不單掌管萬有,而且無微不至的愛我們,極願意把最好的賜給我们,請幫助我和(孩
子的名字)時刻記得你對我们一生有美好的計劃, 並且願意信靠順服你, 每天過得勝的生活.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2/15 -2/21
仰望神的慈愛及恩典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聖父,聖子,聖靈,因為你是全能,全智,全愛的神,你願意饒恕我們的過犯,洗淨我們一切
的罪,我们承認我们常常偏行己路,謝謝你無盡的愛及寬恕.當我们願意認罪悔改,你便饒恕,重
新接納我们歸回你的懷抱.請幫助我和(孩子的名字)一生跟隨你,幫肋我们引領朋友及家人信
靠你,得嘗屬天的喜樂及出人意外的平安.謝謝你給我們聖經提醒我們,勸誡我們,請幫助我和
(孩子的名字) 懂得每天認罪侮改, 過得勝的生活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2/22 -2/29
承認神是永恆 , 聖潔的君王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當我们經歷艱難及試練時,你一直的保守看顧,我們如你眼中的瞳仁,蒙你的保守,看
顧及幫肋.沒有你的允許,我們一根頭髮也不會掉下.請幫助我和(孩子的名字)在困難時仰望你,
在跌倒時重新起來信靠你,因為在你那裡有永遠生命活水的供應.請幫助我和(孩子的名字)得罪
你時,知道認罪悔改,一生討你喜悅。謝謝你不離不棄的愛,人算什麼,永恆聖潔的主竟然愛我们,
揀選我們成為你的子民,在生命刪上有份,能靠主過聖潔的生活,享受永恆的福樂.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相信禱告的能力, 願神祝福你的家庭!

我來了, 是要叫羊 ( ( 或作人) ) 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10
---慕安得烈－－
生命是充满得胜、喜乐、平安和有目的的生命。虽然事实上有许多自称为基督徒
的人过着一种失 败、沮丧的生活，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使徒
保罗和西拉被囚在腓立比的监狱 里，他们被剥了衣服用棍打伤并下入监狱，两脚
又上了沉重的锁链；然而他们祷告、唱诗、赞美 神，他们不是信靠自己，乃是信
靠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爱神，敬拜并且事奉他。主的门徒和第一世纪的信徒
们，迫害他们的人将他们绑在柱子上烧死，或是钉在十架 上，活喂狮子。他们面
临这恐怖的死亡，却能唱诗赞美神，因为他们个人与基督有一种活泼的生 命关系
，所以能以勇气与喜乐面对可怕的死亡，他们记得主的话说：“ 仆人不会大过他主”
。 对主这样的忠心，并不限于见过主肉身的门徒和早期的信徒，因为古今中外，
一直有千万的基督 徒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他活着主所应许的“ 丰盛的生命”。也
许你并不一定要为基督的缘故舍 命，问题是你愿 不愿意为基督而活？ 论到近代世
局的危机，邱吉尔首相说：“ 这一代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可能亲眼看见我们所谓之‘
文明’的末日”。当人类的文明临近毁灭边缘的时候，最迫切的需要乃是蒙恩的弟兄
姊妹将自己完全无保留的献给基督，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事奉主。 “ 我越想到教会
属灵的光景，越为主在地上的见证祷告，就越深信基督徒灵命之所以贫 穷，是因
为他们不明白救恩的目的，不明白自成为基督徒意味看使自己的灵魂与天的父神恢
复常 在的关系。通。信徒一旦看见这个真理，就会立刻觉得他灵命长进的需要，
愿意每日花时间读神 的话和在祷 告中与主交通，并等候神启示他的同在与慈爱。
“ 人在得救的时候，得着罪的赦免是不够的，甚至将自己献给神也是不够的，这只
不过是一个开端。一个初信的人必须明白他自己没有力量来维持他的属灵生活，他
需要看见，每天他都需要藉着与基督的交通，得着从天上来的恩典，这不是匆促的
几句祷告和走马观花式的读经可以得着的。我们必须每日划出一定的时间，安静而
有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深深的感到自己的软弱和需要，在圣灵里等候神用他属天的
荣光光照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在基督的能力保守下度过一日和胜过其中一切的试
探。” “ 许多神的儿女渴慕更高尚的属灵生活，但却不明白他们需要每日在自己的
内室里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藉着圣灵的更新来洁净他们的生命。”
“ 请记得：我们的灵命软弱，就证明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与神交通。”

Chinese School & Parent meeting schedule
(Building II --Sundays 2:00-4:00pm)
2/2020 題目/講員
2/2
上課日--- 春节游园会
2/9
上課日---袁成忠牧師---与孩子共舞
(請家長及同工務必預留時間參加)
2/16
齊齊參加周日姊妹午餐會-靈魂的香賓
*改時段及地點為*1-4pm* 露雯家(181A Norris Canyon Terrace, San
Ramon
2/23
上課日---郭小晉弟兄主講
兒童主日學老師培訓--*改時段及地點為*12:45-1:45pm-- Building I Room 1C
(簡單午餐供應給老師们及兒童主日學同工们，請務必預留時間參加)
3/1
上课日---陳昆娥? 妹--以神為中心的親子關係
Kids Sunday school Schedule
(Building I --Sundays 10:00am-12:45am)
2/2020 Topics, message & bible verses
2/2
Esther Saved Her People
God made Esther a queen to protect
His people.
Esther
2/9
The Walls Rebuilt
God used Nehemiah to rebuild
Jerusalem’s walls.
Nehemiah 1–6
2/16
God’s People Repented
God’s people repented and promised
to be faithful
Nehemiah 8–13
2/23
Malachi the Prophet
Malachi called God’s people to repent
to prepare for the Messiah.
Malachi
Awana Schedule (Building I--Fridays 7:30-9:30pm)
2/2020 Topics
2/7
Family Game Night
2/14
Shopping Night
2/21
Cookie Night
2/28
Penny for 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