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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效法屬靈榜樣

只要翻開聖經，我們就進入另外一個世界，比起我們眼

前的世界，那是個更大的世界，因為我們會看到上帝

及超越時空上帝的行動。所以每一回我們從聖經的世界出

來，我們的眼界變的更寬廣、靈性更深刻、生命更熱情、

勇氣更十足、行動更踏實⋯⋯因而改變我們的生活。

然而，我們的經歷真是這樣嗎？至少我不是。

但許多屬靈書籍的作者卻真是這樣經歷神的。

因此，當我們讀到偉大作者所寫的屬靈書籍時，我們

就看到許多榜樣，看到竟然有人是這樣地深度默想思考聖

經，我們的心眼會被打開，我們會被影響。當我們又再次

拿取聖經來讀時，我們會不一樣，我們會想得多、想得

深，神的話會更讓我們覺得有味道。

圖書館事工介紹
當我們讀到偉大作者所寫的屬靈書籍時，

我們就看到許多榜樣，

看到竟然有人是這樣地深度默想思考聖經，

我們的心眼會被打開，我們會被影響。

／林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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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工

校園讀經生活化系列叢

書的介紹文章曾提醒我—在

現今社會中，我想被什麼影

響？是電視？世界的潮流？

還是眾多好牧者、好神學

家？

信友堂圖書館的設立宗

旨，即是基於裝備信徒及鼓勵會友閱讀屬靈書籍，凡於教

會內受洗或轉入會友、本會實習神學生，均可以借閱，目

前圖書館藏書約2,067本，影音1,121片。圖書分類如下：

整部聖經

舊約專論

新約專論

神學思想

見證傳記

教會

119本

216本

235本

466本

591本

226本

靈修生活

家庭

文學

其他

CD&MP3

影片

428本

51本

255本

20本

842片

279片

圖書看板定期更新牧者推薦的優質屬靈

書籍，歡迎會友借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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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主要事工

圖書館服事大致分為六大項，以下稍做簡介，歡迎會

友加入服事的行列。

借還書作業：圖書館借還書時間有二次，訂於第二堂

崇拜後，10:45~11:20；第三堂崇拜後，14:30~15:00，地點

均在一樓交誼廳，同工約每四個月輪值一個月。

借還書問題後續處理：借還書無法登入電腦、CD跳

針、書籍破損、缺借書證號⋯⋯等疑難雜症處理。

新書建檔：將新書編碼及將資料輸入電腦。

書籍整理及書櫃整理服事：處理飽和凌亂的書櫃，將

多餘之書移至他櫃或下架，並更改標籤與電腦資料，使讀

者容易找到想要看的書籍。

書籍介紹（包含新書簡介）：在圖書看板區張貼書籍

簡介，提供信友通訊書香園地專欄之內容。

圖書館保羅事工：了解偏遠地區教會對屬靈書籍的需

要，收集及整理所需書籍，寄送書籍或提供必要之服務。

圖書館的未來與挑戰

感謝我們的神賜給教會豐富的屬靈資產，又賜給我們

一羣忠心熱忱又有見識的的同工，在圖書館服事喜樂又有

福很有恩典。然而隨著科技發達及閱讀習慣的改變，圖書

館的運作在未來充滿挑戰，邀請會友們一起來為這些事工

代禱：

提高普及借閱率：這是很不容易的挑戰，現代人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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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工

常忙碌，沒有時間閱讀，但圖像影音很容易吸引人。請為

同工們禱告能有從上頭來的智慧，知道以何種方式去鼓

勵會友借閱一般藏

書。

深度書籍介紹：

這是新的嘗試，希

望透過讀者文章分

享，可以激起更多

人想來借書；也透

過這些文筆訓練，

達到造就人、帶給

人正面的影響。

圖書館網路服務

（預約及查詢）：規劃進行中，希望未來完成後，可以使

圖書館能有更好更多元的服務。

圖書館保羅事工：這是今年新展開的事工，雖然同工

們沒有經驗，但深知這是值得做的事。求神開我們的眼

光，讓我們看見需要；求神給我們智慧，讓我們知道怎麼

做；求神給我們謙卑，使我們服事有愛。

我們有一個夢，就是希望擁有一個有閱覽空間的圖書

館，但我們也深知，先放在禱告裡，時候到了，神的恩典

就會臨到。

歡迎到信友堂圖書館來借書，這裡有許多屬靈的寶

藏，等待大家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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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圖書館
有時候，看到一家人一起來借書，

爸爸媽媽及小孩手中各捧著一本書，

可以想像這一家人在家中一起追求真理的幸福氛圍。

／劉天倫

我喜歡看書，很喜歡到圖書館借書，但很諷刺，我從不

知道教會有圖書館，更遑論到教會圖書館借書；所以

一聽到教會有圖書館服事，便很有興趣地參加了，想想可

以邊看書邊服事，這是一件多麼幸福的服事，事實也是如

此；因為很希望大家在聚會完後可以到這兒來逛逛，所以

有些事想和大家分享，看看可不可以引起大家的興趣。

首先，教會圖書館的藏書不是大家想像那麼深澀，不

是非得一邊翻希伯來文字典一邊來閱讀的，或是要用來準

備神學院考試的；其實很多書是非常生活化，有些人在職

場上可能會面對道德兩難的問題，這些相關書籍可以幫大

家解惑，在信仰及工作中取得一致；有些人的親子關係是

很緊張的，而龍應台的《目送》，就可以幫助大家對親子

關係有新的視野及想法，進而反省自己的作法。

另外，除了書籍，不曉得大家是否知道我們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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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非常好看的DVD，像是《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

底》，這可不是一般的大眾片哦，前陣子，我在網路上找

了好久，沒想到竟然會在我們教會圖書館櫃中看到，看到

它靜靜地立在那裏，那一剎那，就像片名一樣，有種莫名

驚豔的感覺；很高興我們教會有這樣的館藏，若是我早日

來圖書館，就不用那樣白白地繞一大圈了。

不知道大家在逛博客來書城的時候，看到茫茫書海，

會不會有無從下手的感覺，這時候往往需要「推薦書籍」

的幫忙，才能很快掌握到新書的狀況。其實我們圖書館也

有這樣的機制哦，康牧師在圖書館的牆上就有個這樣的推

薦欄，會把最近看過值得推薦的書籍整理在上面，幫大家

可以很快抓到這些書籍的中心旨要；大家若心目中沒有明

確的借書書目時，建議可以先從這裏來挖寶，一定不會讓

大家空手而回的。

在服事的這段期間，明顯地感受到這片書海所帶來的

幸福感；有時候，看到一家人一起來借書，爸爸媽媽及小

孩手中各捧著一本書，可

以想像這一家人在家中一

起追求真理的幸福氛圍。

我們都確切知道，在基督

裏面的人是有福；而能沉

浸在教會書海的人相信也

是有福的，希望大家有空

能多來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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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起，我開始了在信友堂圖書館的服事，迄今已4

年。

猶記得尚未參與服事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教會有圖書

館，當時就如同大多數會眾，每逢主日崇拜後，即匆匆避

開擁擠的一樓交誼廳，直接離開教會；若想與相識的肢體

聊幾句，就到教會外面另尋地點。

服事中參與教會

但自從與團契姊妹們一起加入圖書館的服事團隊後，

才發現原來教會中收藏有為數不少的書籍、CD、DVD等，

供會友借閱及觀賞；而一樓交誼廳中「圖書館小角落」，

也儼然成為我們團契姊妹們主日崇拜後會想去晃晃、約見

樂在圖書館服事
圖書館中有不少查經輔讀書籍和DVD，

每每看到出借頻繁的現象，自己也不由得被督促：

「要多研讀神的話，要多明白神的教導，

更要多方認識神的屬性與作為。」

好讓自己也能從神的話語中明白祂的心意，

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侯麗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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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工

面或聊兩句的好地方。

我負責的服事是協助會友借還書的現場作業，是幕前

的工作，最容易被弟兄姊妹看見，但卻也是最簡單的；開

始服事後才了解，原來圖書館幕後的事工費時費力，也是

最需要耐心的，包括為新添購且尚未上架的書籍以及影音

資料等編號、貼條碼、 鍵入電腦歸檔，還要不時整頓舊書

籍，評估是否需要另外存放等等。

在圖書館服事有緊張、有歡樂，譬如，雖然協助借還

書的工作十分簡單，但偶而碰到借還者眾、大排長龍時，

偏偏有的弟兄姊妹要趕著去上主日學，電腦卻在此時不聽

使喚，他們急，我們心裡更著急！而開心的時候就不勝枚

舉啦，例如，和常來借閱的弟兄姊妹儼然變成老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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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總會親切的聊幾句；遇到新書上架的日子，趁著崇拜

尚未結束、預備好開工作業後的空檔時間，就得以優先翻

閱新進的書籍，隨後再看著弟兄姊妹們挑選到所想要的新

書時那股興奮的神情，心中即充滿無限喜悅。

服事中學習渴慕神

服事不長的歲月中，也讓我從弟兄姊妹身上學習到

「渴慕神」。圖書館中有不少查經輔讀書籍和DVD，每每

看到出借頻繁的現象，自己也不由得被督促：「要多研讀

神的話，要多明白神的教導，更要多方認識神的屬性與作

為。」好讓自己也能從神的話語中明白祂的心意，走在正

確的道路上。

常見有弟兄姊妹大概夢想著館內架上的圖書就在自家

的書房，每周都來借還書，除了讓我訝異他們於短短一周

的時間內，就看完那麼多書、聽完那麼多卷的主日學錄音

CD，也由衷佩服他們對「認識神」的渴慕。

目前教會新書入庫逐日俱增，只要是在信友堂受洗、

或已轉會的會友，都有會籍編號，也就是個人的圖書借閱

證號。而現在圖書館已經開放第二堂和第三堂崇拜後的借

閱服務時段，請弟兄姊妹們於崇拜結束後，不要急著離

開，歡迎直接到溫馨的「圖書館小角落」走走看看，或查

詢您的借閱證號，也可以在書櫃中尋寶。

若有不知先借哪一本好書的困擾，書櫃中間的柱子貼

有牧師推薦的新書，請翻閱一下，或許就有個開始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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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工

「圖書館小角落」附近，說不定您也碰巧會聽到「老鳥」

互相推薦的書籍，以及他們短短卻精彩的心得分享喔！

「圖書館小角落」雖然不能提供您一杯咖啡以及一張

舒適的座椅，但服事的弟兄姊妹都熱心服務，歡迎常來！

讓我們於主日時，除了吸收牧師的講台信息，回家時還能

滿載而歸 （書籍、CD、DVD），請多多利用教會豐富的

資源，來充實您對神的認識，增長您的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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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慕道友時，曾「走訪」數個教會，就是為了要

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性情的屬靈的家，最後選擇在信友

堂固定聚會，除了為教會「外表中庸、內涵扎實」的特質

所吸引，其中最吸引我的一項特點，即是位於一樓交誼廳

的圖書館，書目豐富到令我目眩不已。

記得剛進教會時，啥都怯生生的，有太多需要瞭解、

學習，尤其對教會的文化完全不解。我總是眼睛望著書

櫃，看著它櫃門深鎖，百思不解，除了好奇這些書做什麼

用途？僅供觀賞？參考？心中只覺得它永遠不會對我打開

書香
在圖書館的服事讓我感覺自己好富有，

躺臥書堆中，香氣滿身。

／黃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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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工

門，是教會工作人員才可享用的特權；而雖然當時有參加

團契，內心卻仍以獨行俠自居，主日結束後也不知道可以

與弟兄姊妹們在一樓聯誼，對圖書館的認識只有羨慕，卻

完全無知。

加入事工心願償

平日我喜歡看書，聞著書香想像內容都覺開心，每次

走過圖書館，站在玻璃窗前好生羨慕的望著書名，抄抄寫

寫，好為了去書局購買。但書好貴，太多要學習，急壞

人！直到有一天，團契姊妹提及可以在圖書館服事，當時

對於「服事」二字完全沒概念的我竟豁然開朗，好像芝麻

開門、中大獎了！即刻報名參與事工，高興之情難以言

喻，第一個念頭即是：「我終於有書可看了！」原來我可

以享受這麼豐盛的資源，講得自私點，我要佔據此位，接

近最前線，因為我貪戀許久，終於等到它開門了！

現在想想，當時頂笨，借書就好，何需費事；但也真

不笨，這過程好玩有趣極了。

我在圖書館服事中所得到的好處，細說給你聽。

我們圖書服事是兩人一組合作，剛開始由熟悉圖書服

事的姊妹帶我，我就學會電腦操作，但起初幾次會緊張怕

怕，尤其是借還書人多的時候，難免會有些作業問題，或

詢問待答的，有時真手忙腳亂，但與配搭的姊妹交通良

好，之後，我也能傳遞教導新手，心裡還有點沾沾自喜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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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己也愛讀書，常與借書的教友們討論書本內

容，彼此心得分享，再推薦他人，有時還可順便介紹團

契；若時間得空，有些弟兄姊妹願意多說些他們運用書籍

傳講福音的方法，而我就學習享受，悠遊在其中；自己借

書方便當然不在話下，簡直樂極了！總之，在圖書館的服

事讓我感覺自己好富有，躺臥書堆中，香氣滿身。

夫妻同工美無比

但最好的事發生了！我家先生去年12月23日剛受洗，

當年前要安排今年的圖書服事工作時，負責圖書館事工的

仁方執事消息靈通，問說：「妳家弟兄要受洗了，要不要

安排一起服事？」我頓時驚呼，一則是仁方反應真快，二

則是我完全沒想到夫妻可以一起服事。其實，當我開始在

主日有圖書館服事時，先生一定會陪伴我、等我，幫我開

關櫃門或將還書擺回書架上，等於他已在服事，但當他在

受洗前被正式邀約與我一起配搭的那一刻，我內心是激動

的，有感動，更感謝主，讚美主賜恩惠給我們夫妻同工，

美得無比，神做工奇妙可畏，我們夫妻讚嘆不已！

感謝信友堂有這麼棒的圖書館，邀請各位弟兄姊妹快

來享用！神所賜的恩典滿滿在此書香中，超過你所求所

想，也請來與我相識，等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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