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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季节
我是青年时期才相信耶稣的，所以小时候的圣诞节对
我没有什么意义，我甚至没有感受到圣诞节气氛。从前
不像现在那么多购物中心，圣诞节临到时有那么多圣诞
装饰和处处可听到圣诞歌曲。小时从未去过教堂，也
不懂圣诞的意义。比较有印象的是“圣诞歌曲”。“
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还有“平安夜、
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虽然那时还不认
识 耶 稣 ， 但 这 些 圣 诞 歌 曲 ， 带给我一种平安、宁
静，充满了爱和温馨的感觉。
    相信耶稣之后，就开始有了团契教会生活。
每一年圣诞的时候，在团契里，常常都有交换
礼物的节目。为什么要交换礼物，当时才刚信
主不久，不明白交换礼物的意义，现在，我
知道交换礼物表达的也是爱，因为礼物带出
来的意义是恩典。
信主以后，圣诞节带给我人生最
大的意义，就是得到了上帝给人类一份
最大、最好的礼物，那就是主耶稣。至
此，小时候所感受到，圣诞所带来的平
安和爱，给予了完整的答案，即使当时
我不认识耶稣，但已可以感受到圣诞的
那份爱和平安。圣诞是一个爱的季节，
小时候很喜欢华人新年，因为有得玩、有
二千多年前的那个圣诞夜晚，小小婴孩
得吃、很热闹、又有红包可以拿，还有新衣新鞋
耶稣临到人间，把爱和平安带到世上，
穿，对一个小孩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加有意
为黑暗的世界点燃了希望的光。
义？我从小在一个拜拜的家庭长大，每逢过年，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圣诞节即将临
姑姑婆婆都会准备很多祭拜的祭品、烧“纸钱”
到。希望这个爱的季节，能为这个充满
等，对小时的我来说又是另一种好玩的玩意。
悲伤、仇恨和残暴的世界，暂时画上
过年期间，每个早上都会放一串长长的鞭炮，没
一个休止符，让所有的仇恨、杀戮和愤
有燃烧到的炮仗就是我们的玩具了。小时很多
怒，暂时停息。让圣诞的爱散布在世界
玩伴，跟堂妹一起捡地上的炮仗是我们新年的玩
的每个角落，让圣诞歌曲响彻在每一片
具。炮仗捡了之后，就把它的导火线拆了，点上
天空：“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
火它就会像一条蛇一样，吱吱响还会爬行，真是
华射……”、“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
好玩！然后我们就会把包着炮仗的纸拆开，把里
耶稣来世上...”、“听啊天使唱高
面的火药集合起来再点燃，就会看到像烟花一样
声，报知耶稣今降生…..”。
的火花，把我们这群孩子乐的呵呵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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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

义和诠释、期待和感动。你还记得第一次收

答案和原则都是我们一生受用的礼物；然而

到礼物的心情和想法吗？收了这么多年的礼

我们接受它也像接受救恩这礼物那般的感激

物，是不是每次的感动都一样激动？我想大

和感动吗？

家心里有数！是我们变得实惠了？还是我们

那些全然接受耶稣为礼物的人，他们的

的价值观变了？或是我们对礼物有了另一种

生命也变成了一份的礼物，送给每个与他接

诠释？

触，交流和相处的人。他们曾经如何的激励

很快的，圣诞节就在门前了。你是不是
也预备好了礼物呢？你选择送在乎的人什么

我们接受耶稣这份礼物，既然如今你我都如
此经历了，愿你的生命也是一份礼物。

礼物？你如何考量礼物的内容？而礼物的价

最后，在圣诞佳节的氛围里，愿你送出

格和心意，你又如何界定？坦白说现在通货

的礼物，不只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而是更

膨胀，想买的东西价格都不菲，需要买的东

能触摸、安慰、祝福他人心灵的礼物。圣诞

西也需要酌量。我也相信在按着自己的能力

蒙恩！

下，我们还是把礼物给送出去了。然而，是
不是只有看得到，摸得到的礼物才是礼物呢?

文/沈雪筠传道

顾名思义，圣诞节是冲着耶稣来的。耶
稣把自己送给我们当（圣诞）礼物了。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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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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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了耶稣这份礼物且很珍惜，也有些人
不削这份礼物，也不在乎。对于接受了这份
礼物的我们，你的回礼是什么？天父的心，
我 们 明 白 吗 ？ 想 必 祂是 多 么 地 难 受 ， 因 为 还
回想我小时候对礼物的想法....在我两

物，比如生日鸡蛋、蛋糕；也在圣诞节

有许多人不接受耶稣这份礼物啊？！我们可

岁时，妈妈就去世了，是婆婆把我们带大

收到圣诞礼物。虽然想不起是什么样的

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如何把耶稣这份礼物送

的。在婆婆的时代，没有庆祝生日的想法和

礼物，却感受满满的兴奋和开心。那时

出去呢？

文化。此外，也鲜少和左邻右舍有太多的相

心里的一个想法是被人祝福或记得是一

在别人的需要上，我们的确应尽上自己

处。纵然有跟一些同龄的孩子群一起戏耍，

件多么美好的事。此后，我的生命就开

的责任，因为衣食住行，是每个人的需要。

却没有像现在庆生或送礼物的习惯。再加上

始了对礼物有更多的想法。想给自己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眼睛定睛在衣食住

家境贫穷俭朴，礼物这词汇是不存在的。

乎的朋友送礼物、尊敬的长辈送礼物；

行的需要上，把它当着礼物的送出去。但我

对“礼”的第一个概念是：因为爸爸是

体验把自己有的，分享给人的责任感。

们又隐隐约约地知道不应该只是如此而已。

教职员的关系，偶尔会听到有人送礼来表示

到了中学时期，价值观和社会流行的因

我想这也是我们领受了耶稣这份礼物，使我

感谢。也偶尔听爸爸说要给某某人送礼或回

素，却开始不送礼物了。因为觉得自己没有

们拥有与人不同的洞察力和思维吧！我们知

礼。这就是我小时候对“礼”的想法。

多余的钱买很好的东西、觉得收礼物的人不

道 耶 稣 是 我 们 人 生 一 切 的 答 案 ： 祂是 始 作 俑

会喜欢我送的礼物、害怕被嫌弃的感觉，所

者 ， 祂能 破 解 我 们 旧 有 的 价 值 观 、 社 会 观 和

以我中学时期鲜少做这部分。

经济观等。再说，圣经的确也为我们解答了

开始对礼物有新的认识，是从教会开
始。那年我四年级，被邻居的小孩带到教
       会。第 一 次 生 日 有 人 给 我 送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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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礼物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定

人 生 的 每 一 个 窘 境 。 问 题 是 ， 虽 然 祂给 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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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施恩（廉律）

来自圣诞的

那份爱

不要耶稣的圣诞节？
在西马念书时，有位音乐系同学在圣诞
节来临前想组支合唱队出去唱唱圣诞歌曲，
他知道我在教会有带领诗班，于是便问我有
没有一些圣诞歌曲可以介绍。我脑海中立刻
浮现出许多熟悉的圣诞诗歌如《普世欢腾》
，《平安夜》，《远远在马槽里》等等。于

文/黄瑞娟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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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督徒，当我们年复一年过着圣诞
节时，需要常常反思自己的内心，是否依旧保存
起初那份悸动之情？回想这十来年的日子，我对
过圣诞的情感也是有起有落的。犹记得，自己第
一次过圣诞时，内心是那么地悸动。那时我刚信
主，就参与圣诞话剧的演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
次在众多人面前演戏，而且还是演一名穷寡妇。
对一名十六岁的少女来说，当时内心复杂的情
绪，羞涩、紧张和兴奋感，是非笔墨可形容的。
演出前每个晚上，我都跟一群还未信主的邻居好
友，一起讨论要怎么演绎穷寡妇这一角色，与他
们分享着内心的紧张与喜悦。
那部话剧是演出《鞋匠马丁的圣诞》。故事
内容大概是讲述马丁在圣诞佳节里，为耶稣预备
了一双他精心自制造鞋子，想要送给耶稣。但是
他的心中又猜想，耶稣会否接受他这份看来不起
眼的礼物？圣诞前夕的夜晚，他听见了神的声音
说要到他家里去。隔天的早晨，他一心期待等着
耶稣的光临。但一整天下来，他家门前只来了在
冬天里打扫道路的清道夫。马丁见他在寒冷的冬
天还要清理道路，就邀请了他进屋，请他喝杯咖
啡，暖暖身。过后，马丁又见一名穷寡妇手里抱
着一个冻坏了的孩子。他又起了怜悯之心，用爱
心接待他们母子，甚至还把那双本来要送给耶稣
的鞋子，也送给了那可怜的孩子。
眼看圣诞节就要过去了，但耶稣始终没有
出现。马丁一脸失望，心想也许自己听到的那声
音不过是一场梦。就在这时那声音又出现了，祂
         对马丁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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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告诉他说：“有啊，等我回家找一找再
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
我渴了，你给我喝，我作客旅，你留我住。我实
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
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丁这才恍然大
悟，原来当自己与别人分享那份爱时，已是接待
了耶稣基督。
信主年日久了，每年都在过圣诞，不过都
是在忙碌的事奉中度过：诗班献唱，报佳音，
话剧表演，领唱等都有份参与。但是，内心的那
份悸动，兴奋感随着年复一年的圣诞节也渐渐失
去了。圣诞节是一个爱的季节，正是基督徒向
周遭的人表达神的爱，传扬神爱世人的福音之好
时机，但我已失去了那种的感动。我对过圣诞已
失去焦点。留下的是麻木、无味与厌倦感，只想
在圣诞节时找机会抽离人群，独自一人静静地度
过。
感恩的是，神的手仍然牵引着我，祂的爱
吸引我，也不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下，我又挑起了
内心的那份悸动，燃烧起心中的火把。我再次找
到初信主时那份单纯爱神的心。这就是神的爱，
祂总不离弃祂的儿女。我再次想起马丁鞋匠的故
事。圣诞节不就是爱的季节吗？首先是耶稣基督
把爱带到这世上，然后我们这些领受他丰盛恩典
的人，也在圣诞节把耶稣的爱继续传递下去，就
像马丁鞋匠一样，爱身边有需要的人，就是爱耶
稣了。圣诞节不只是圣诞老人、礼物、教会的各
种活动而已，如果这里头没有神的爱，也就失去
了它们的意义。在这圣诞佳节里，让我们再次提
醒自己，带着耶稣的爱度过每一年的圣诞节。

拿给你。”哪知他接下来说：“我不要教堂
的歌喔，我不要有讲到耶稣的歌…”听他这
么说，我心里很失望，也很沉重。圣诞节是
要纪念耶稣为拯救世人而降生。不要耶稣的
圣诞节，意义何在？

有一首圣诞诗歌名为《祂为了我们》，
歌词是这么写的：
当我小时候，我常梦见圣诞夜，
有那么多礼物，为我预备，
但那时我却不知，有一婴孩为我降生，
给我生命最大的礼物。
祂为了我们，献出祂一生，
祂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
为这失落世界，祂给予祂所有，
并给我们生命意义。
随着逝去的岁月我渐明白，
真正的礼物是，为爱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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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罪恶，用自己的生命来买赎我们。耶稣

在那阴暗的一天，有一人悬挂十架上，

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

是为了爱，是为了爱。

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
受 的 刑 罚 ， 我 们 得 平 安 ； 因 祂受 的 鞭 伤 ， 我

祂为了我们，献出祂一生，

们得医治。倘若耶稣没有来，我们没办法与

祂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

神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将要面对永远灭亡

为这失落世界，祂给予祂所有，

的审判。那我们便成了没有盼望的人，人生

并给我们生命意义。

也没有意义，因为不管人为生活怎么努力，

普世欢腾
蔡慧玲牧师

怎么拼命，最终也要灭亡。但耶稣来了，祂
我终于找到生命的意义，

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三天后复活，而

是将我整个心灵，完全交给祂，

且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凡靠着耶稣基督作

在每天我所说，每天我所做，
所有一切，全是为了祂，
为祂...。

中保，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谢谢神如此爱世人，差祂的独生爱子
前来拯救失丧的人。谢谢神如此爱我，使我
蒙 恩 成 为 祂的 儿 女 。 神 浩 瀚 无 穷 和 牺 牲 的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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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为了我们，献出祂一生，

实在是我无法完全明了的。我这原本死在过

祂为了我们，甘心痛苦受死，

犯罪恶中的人竟蒙神恩典及怜悯而得拯救，

为这失落世界，祂给予祂所有，

成为神的子民，就不应当为自己活着，而是

并给我们生命意义。

愿 意 让 上 帝 使 用 我 的 生 命 来 成 就 祂造 我 的 目
的。对我而言，走在神计划里的人生才算得

并给我们生命意义，
祂就是生命意义。

上有意义！
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
赎 的 工 作 ， 祂为 你 而 来 ， 祂献 出 一 生 为 要 拯

我特别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歌词不仅把

救你。若你只要圣诞节而不要耶稣，就等于

圣诞节的意义表达出来，也让人有反思的空

拒绝了人生中最好最宝贵的礼物。耶稣是我

间。比如：耶稣为何要离开天上的宝座而降

们生命的源头，一旦接连上，你也能经历在

生 人 间 ？ 耶 稣 知 道 祂世 上 将 要 承 受 极 大 的 苦

耶稣基督里那丰盛无比的新生命，经历从神

楚，会遭人背弃及伤害，还要忍受凌辱和折

而来的平安、喜乐与满足，是在这世上无法

磨，被钉死在十架上，为何还愿意来？为什

寻得的，是世界不能给的。愿你今天就打开

么基督愿意为罪人死？这样的牺牲值得吗？

心门，让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

君王是什么？君王，若是用我们华人所

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君王。那请问您对耶稣

熟悉的名词乃皇帝也。皇帝，在古时候的人

是君王的角色又有什么看法？是属于“天子”

而言，是天子，自认其权力来自上天，是天

抑或是“含着黄色（皇室）钥匙出世的好命 稿

神在地上的代表，是天神的儿子。所以古人

人”呢？是“一国实权的掌握者”或者只是“ 3

有曰：“王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大意）

一国的最高权威的象征”而已？君王的传统角

。在民主制度盛行之前，各个古国都有君主

色为一国的统治，是一国的主权掌握者。当我

制度，特别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大都

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又怎样来看待祂

实行君主专制，包括了大家熟悉的中国、印

在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呢？

度、希腊、罗马、埃及….等国。基本上君王

耶稣是那一位要来的君王，这是旧约的

在当时代中为人民所尊重，是敬仰和服从的

预言，也在新约中应验了。记得那几位从东方

对象，因为君王不仅掌握国家的全部最高权

来耶路撒冷找耶稣的博士们吗？他们一开口就

力，也包括了保护他的国家，使百姓们免于

问：那生来作犹太人之王的生在哪里？一针见

陷入敌国的侵略。

血的问：“王生在哪儿？”，而犹太的宗教师

然而，今天在民主时代的我们，对君王

与学者们也一致的指出那位在旧约中所应许的

的看法，是否一如廿世纪之前，对君王有如

那一位王就生在伯利恒。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亦

此崇高的敬意呢？当然，今天各国的皇室，

以君王的规格赠送了见面礼给耶稣。耶稣生来

包括本国的皇室成员的表现，已不再一如往

为君王的身份不仅只是预言给犹太人，也给犹

测度的爱。为了爱，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人的

昔般的被人民百姓如神话般的敬仰，以致我

太以外的东方人。

样式，亲自来拯救沉沦罪中的人类，代替我

们对君王的看法也决然不同。

这一切的一切，都因着神对人那无法

     们承受罪的刑罚，用自己的血使我们

8

的主！

那么，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基督徒们都

在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的一切事迹再再的
指向祂君王的身份。耶稣在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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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里真平安

普世欢腾

一件礼物

的意义不仅只是生命的拯救者，更是主权

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

普世欢腾 救主下降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

们多半将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砍下树枝铺在

掌握者。今天，我们对希望成为自己的主

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

大地接她君王

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

路上，前行后随大声喊着：和撒那归于大卫的

人——“我的生命，由我自己决定！”，这

真光啊已照亮，照亮在人心上，

道路之前进入耶路撒冷，民众们亦以君王的规

对基督徒而言，耶稣是我们的君王

格来欢迎祂的到来，正如在马太所描述的—他

惟愿众心预备地方
诸天万物歌唱

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

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

句话听起来很好，但若我们深思一层，当我

撒那”。祂被钉十字架的罪行是因为祂的君王

们决定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我们生命的

身份。那控告祂的人问：“你是不是基督—上

主权就已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不再

帝的儿子（天子）？”。当耶稣被钉十字架

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它的精彩度，而是让我们

平安夜，圣善夜！

普世欢腾 主治万方

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

时，安置在祂头顶上的牌子写着的是“犹太人

生命的君主--耶稣，来为我们的生命掌舵，

万暗中，光华射，

民众首当歌唱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

的王”。

航出精彩的人生航线。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沃野洪涛，山石平原

最好的朋友是人子主耶稣。

多少慈详也多少天真，

响应歌声嘹亮

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

响应歌声嘹亮

圣诞节的脚步近了，天国的王耶稣，祂

当我们在庆祝我们的君王诞生的这个月

降生、以爱与性命的牺牲，拯救了我们；诚如

份，让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臣服于我们的

祂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将祂自己的百姓从

王，让祂来重掌祂在我们生命中的宝座。

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

平安夜

诸天 诸天万物歌唱

响应 响应歌声嘹亮

罪恶中拯救出来。”祂是我们的君王，不单是

平安夜，圣善夜！

我们生命的救赎主，也是掌管我们生命之王。

牧羊人，在旷野，

今天，祂仍然是我们的王，在我们的生命中的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特
稿 每一天，救赎我们脱离危险与凶恶，保护我
3 们，不至于陷入试探犯罪中。

诸天万物歌唱

罪恶忧愁不容再长
世途荆棘消亡

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

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
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
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圣
诞
诗
歌

化诅为恩，无远弗届

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

到处主泽流长

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到处主泽流长
到处 到处主泽流长

平安夜，圣善夜！
神子爱，光皎洁，
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
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
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

主藉真理 恩治万方
要使万邦证明
上主公义无限荣光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 主爱奇妙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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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颂辉牧师

么，报佳音队伍每年圣诞节所报的“大喜的

伯利恒以后，事情更是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未预备好的分娩

信息”又有多好呢？可谓不负众望、名符其

之外，马利亚的产期到了，肚子疼了，羊水

实，基督的诞生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破了，痛苦呻吟，客店里却人满为患，只好

。何以见得？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圣诞节，也

在马槽把孩子生下来，我能够想象做丈夫的

就是天使第一次说这句的记载中来寻找答案

有多焦急和亏欠！整个过程，完全出于人手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
着，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二6～7）

吧。首先，好消息不是耶稣来平息世界混

的掌控之外，似乎完全没有计划和组织。为

乱，而是因为耶稣诞生显示即使在混乱中神

什么？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神要迎接他爱

仍掌权。

子降世的方法！在这看来最慌乱的局面，

基督徒相信神掌管着宇宙万有及历史

灵
粮
咀
嚼

主仍掌权。

上的每一件事情，正如一首著名儿童诗歌

人总是在潜意识中以为，平安、顺利才

所唱：“他掌管世界在手中。”出人意外

是神的祝福和带领。耶稣出生的事迹显示，

的是，神的爱子出生的时候，几乎可以用“

混乱、困难不但只是神许可的，而且还是神

乱”字来形容。

带领的。

早在耶稣出生几个月以前，约瑟和马利

因此，我们不要只是祈求神平息金融海

亚已经得到超自然的启示，有天使预告他们

啸，更要祷告求神让我们从这场经济危机中

将要得到孩子，并告知这孩子身份非凡——

学习到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或许，神正要

是救主，也神所应许的王。做过父母的人都

借此警告我们不要再追求物质的丰裕，因为

件事，丈夫会格外照顾妻子的健康，夫妻每

灵
粮
钱财是靠不住的，把生命根基建立其上必定 咀
瓦解。这些功课你在经济好景之中不可能学 嚼

天的话题都是关于孩子，随着产期接近，夫

会，可惜很多人在海啸来临之后还学不会。

妇通常就开始准备洗澡盆、尿片、衣服以及

金融海啸背后，是神在掌权！

知道，准备迎接孩子的到来是多么兴奋的一

其它 用具等等。再加上马利亚所怀的是神所

同样的，全球暖化、地震，其它天灾，

托付的爱子、世人的救主，想必心理压力会

以及我们个人的不顺利遭遇背后神也在掌

更大。耶稣时代当然没有我们今天的设备，

权，不要只懂得求神拿去，也不要以为神不

一位太太从外头回到家里，对她先生

息相互交错。股市回升是好消息，但那往往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也用着他们的方式

拿去就是神没有作为，在我们看不见的幕

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

是因为它曾经跌得不清不楚，而且回升之后

来兴奋地做好万全的准备。不但如此，这对

后，神正在用种种我们看为灾难的东西去孕

先听哪一个？”

不知什么时候会再跌；救灾工作每救出一个

夫妇既然是敬虔的百姓，他们一定为此迫切

育他无比美好的目标，就好象神用遭透的情

先生说：“先说好消息吧。”

幸存者就是一个好消息，但那是因为曾经发

地祷告，希望孩子可以平安顺利地来到世

况使救主临到一样。圣诞节的大好消息是，

太太说：“我今天发现，我们车子的安

生大灾难，死了不少人；奥运得到金牌是好

上，就像很多基督徒夫妇所做的一样。

世界不需要变得越来越符合我们的理想，

消息，但那是因为有其他人没有得奖牌，或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在马利亚产

不说我们也可以猜到，坏消息是：她出

甚至没够资格参赛的结果；结婚生孩子是好

期临近时，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来

车祸了。人间确实有很多好消息，但是这些

消息，但是前面也有很多经济压力、精神负

个指令，为了收税而进行人口普查，要罗马

好消息就像这位太太的经历一样，是与坏消

担、身体疲劳的坏消息等着经历。

帝国境内的人都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这个

全气囊可真是安全啊！”

息衬托出来的结果，不然就是与坏消

12

看来，世界真是没有真正的好消息，那

因为任何一种境况都是神掌管的，而神掌
管的是最好的！

指令使他们必须踏上几13公里的路程；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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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
逃兵？
符福来（廉律）

我第一次听到“三福布道事工”是在林
梦。我们所参加的SIB教会，林梦福音堂有派

想，我没有付上积极的行动，真所谓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

牧者和长执来美里福音堂接受训练。当时我
就告诉自己将来回美里，若有机会一定要参

上帝知道我的软弱。在2012年神就透过

加。1994年尾，我先生被调回美里工作。我

张晓莉传道来找我做队长。我自己清楚的知

终于有机会参加在1998年第11届的三福布道

道，只有重新归队才会逼使我去温习三福讲

三 训练。
福
园
我是在“特别班”上课的。因为当时三
地

述 。 感 谢 神 ， 靠 着 祂的 恩 典 ， 我 终 于 再 次 把

而先生又常常出门。所以晚上要出来上课就

回头想一想，若当初没有做“逃兵”，

不太方便。我和世冠牧师谈起这事，他就安

我应该也算是“精兵”了（资深队长）。但

排他的师母做我的队长。朱长老每次教课就

现在只能做一个“新兵”重新的学习。感谢

特地录音给我。所以我都是听录音上课的，

神给我机会重新开始而不是继续当逃兵。

讲述背好，并于去年重新当队长。我也和我
的队员一起上课，当作是复习。

个孩子还小（分别是八岁、六岁和四岁）。

当时的我真的很认真的学习。还没有正式上
课，就已经把整个讲述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毕业后做了几次的队长，并在2005年

谨以此文鼓励所有：
i) 已受训的队员/队长们：要学以致用。

接受第二阶段的三福培训。以后我就慢慢的

ii)新的三福学员：虽然这课程有好多功

淡出了三福事工。我成了一位三福的逃兵。

课要作，要背，但只要你肯花时间，按着课

因为没有再去使用这布道法，所以对三福的

程的要求每次都做功课，不轻易缺席，你一

讲述就越来越生疏。每当有机会与人分享福

定可以靠主恩完成。正如过去许多队长，队

音时，我发现自己无法把整个福音很有次序

员们的经历。你必定在这学习过程中体验上

的说出来，心中真是感到很气馁。我常告诉

帝的信实以及祂奇妙的带领和作为。

     自己要重新复习背诵讲述。但想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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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
列
车

Merry Christmas~
欢欣圣诞节，
思念那生在马槽里的

主耶稣
文／朱运利

主耶稣的诞生的确是一件神迹,因为主耶稣借童贞女马利亚感孕而
生。耶稣的名字,其意思就是拯救人类的救主。2千多年前，主耶稣
生在马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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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文所指的那颗星，在黑夜里给东方博士引路。人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间充满黑暗，为什么？因为人不信上帝，就没有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We wish

上帝的光，一生都在黑暗里行。没有上帝，心就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昏暗，里边隐藏诸多的罪恶行为，如：自私、欺

Christmas......”。

诈、残害、偷盗和骄傲等。是的，黑暗就是罪,

圣诞节前夕，几乎都会听到这两首经典的

罪就是黑暗。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

圣诞诗歌。每每听到这些诗歌，心里总会翻涌了

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一种祥和与温馨的感觉。是的，每年一度的圣诞

（约8:12）。有了这世界的光，就不会在黑暗里

节，又来临了。        

走。有生命的光，就能看见上帝的存在，看见上

12月24日的平安夜，我喜欢独自沉思，默念

帝的伟大、公义和慈爱、以及看见上帝的信实和

主耶稣，静思圣诞节。“圣诞节”，也称为“耶

主权。“生命的光”就是耶稣的思想、教训、耶

诞节”。这一天，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会都举行

稣说的话。圣经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有

特别的礼拜仪式。但是有很多圣诞节的欢庆活动

了上帝的话，又去行，就得着生命的光。因此，

却和宗教无半点关联，如：交换礼物，寄圣诞卡

我们要认真读圣经，得著生命的粮食，明白主耶

等等，这都使圣诞节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稣是我们生命的光。

在这特别的节日到来之际，思想它的意义，

并且，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纪念主耶稣降生

思念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的事迹......。

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一般基督徒把圣诞节视为主耶稣诞生的象

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宣扬上帝的道，最后被钉死在

征节日，即圣者诞生的节日。圣诞节的英文字眼

十字架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是爱。

Christmas，带有庆祝基督的降生之意。其实，在

约一4:10写道:“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

圣经四福音书，我们可以读到耶稣诞生的记载。

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

主耶稣的诞生的确是一件神迹，因为主耶稣借童

爱了。”神出于爱，差他的儿子做挽回祭，拯救

贞女马利亚感孕而生。耶稣的名字，其意思就是

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脱离撒旦的控制，进入上帝

拯救人类的救主。

国度的荣耀。这一切皆是上帝允许的，为了罪人

2千多年前，主耶稣生在马槽里。经文清楚

可以远离罪恶，离开黑暗。为了这救恩，主耶稣

地写著，2千年前罗马皇帝传令臣民要回本乡报户

必须作为挽回祭。什么是挽回祭？就是以义代替

口。这些臣民遵命，纷纷在特定时间回到伯利恒,

不义的，也就是说不该死的人代替该死的人死。

约瑟和马利亚也赶回家乡。然而，这个时节，已

世人都犯了罪，都是该死的人。主耶稣来代替我

没有客店可以租借了，好在有一个马房，可以让

们死，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

马利亚生下耶稣。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安排，相
信都是上帝的美意。
你可能会问：耶稣为什么诞生在马槽里？仔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
罪恶，请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接受他的救恩。上帝
爱世人。

细去读圣经，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在12月25日圣诞节来临之际，我要说，盼望

一、上帝是顾念穷人的上帝。生在贫穷的环境，

你想到主耶稣因为爱你而来到这个世界，赶快接

可以体会人间的贫困；二、让卑微、贫穷的人可

受他的救恩。主耶稣的降生没有其他的目的，就

以接近他；三、使他宣扬上帝的道不是依靠势力

是爱世人，他来是为世人而死，使信他的人有永

和政治力量，而是靠圣灵的大能大力。这是所有

生。你愿意吗？

事奉者的好榜样。我们事奉上帝不靠势力，不依
靠才能，乃依靠耶和华的灵。（撒迦利亚书4:6）
耶稣降生为要光照这黑暗的世界。正如经

16

借这个小小的角落，祝贺你们：圣诞蒙恩蒙
福！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我要住在祢的
隐秘处
文/陈杨惠荃师母

诗篇91篇是其中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
的经文，因为神透过它陪伴我经历人生无数
的不安、沮丧、失败、挫折等等。不久前，
一位姐妹约我出去，当时的我处在非常低落
的情绪里，感觉心理负担、压力很大、又忙
乱和恐慌，因当时需要应付许多的人、事、
物。我告诉对方我需要藏起来安静一阵子，
避开任何的干扰，单单专注完成手头上的工
作。处在这样的阶段中，这段经文再次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给予我及时的帮助和安慰，
让我平静安稳下来。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描述逾越节的故
事。以色列人当天所处的环境是很可怕的，
因为那是一个从皇室到平民，所有长子都被
击杀的恐怖和死亡之夜！当时有旷野幽暗的
惊骇，有可怕的火蛇之灾，白天有法老王追
兵所射的飞箭，又有狮子和大蛇在旷野随时
出现，有千万人扑倒死亡在法老的追兵之
下，可想而知当时的以色列人心里必定充满
不安和恐惧。但是诗篇91：1说『 住在至高
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以色列人就经历到神的保佑，而且得到神所
给的平安。他们真实体验到神是他们的避难
所；他们的山寨以及患难中的力量。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何尝不也是我
们作为神儿女人生旅程的写照？我们可能遇
到的灾害如：人为陷阱的灾害（人可以因着

自己所要争取的财富、名利、地位等的利益
问题而彼此伤害和攻击）、疾病的灾害（癌
症、伊波拉病毒、骨痛热症、爱滋病等）
、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灾害（水灾、地震、
海啸、林火、烟霾之灾）、可怕的战争灾
害（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家族之间、兄
弟之间、夫妻之间）、经济不景气等的灾害
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不安、无助、挫折、沮
丧，进而使到人的身、心、灵受到严重的损
害。惟有当我们回到赐平安给我们的上帝面
前，仰望祂的保佑与同在，神必定用祂的翎
毛遮蔽我们。世上任何的难处和灾害是我们
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必须认定神是我们的盾
牌。刚出生的小鸡是不会照顾自己的，它必
须畏缩在母鸡的翅膀下，才会觉得温暖和
安全。当我们生病，意志低沉、为孩子的教
养问题焦虑、夫妻关系出现裂痕、生意出现
危机、工作不顺遂时，我们不要绝望，而
是要像小鸡那样跑到母鸡那里般，跑到神那
里，在祂的翅膀底下，靠近祂的胸膛，在祂
那里我们得到的安息，亦因着爱的信靠而增
加，小鸡在母爱中觉得安全，我们在主的
恩惠里也是一样，有说不尽的平安和喜乐。
愿神的儿女在日常生活的争战中，常常
住在神的隐秘处，时时的亲近那位全能者，
住在至高处的神，享受祂带给我们的平安和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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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基督化家庭中长大。我也不知道
打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基督，我只知道在我

在日常生活中，我的处世态度也不能算

而不是到了危急关头才来紧紧抱住神的脚，

所有的记忆中，我就只有耶稣基督这么一位

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其一，我不敢在众人

祈求拯救及赐福。另外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很

神。我很感恩能认识这位全能全知的上帝，

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其二，我很少站在别

好了。（与他人斗嘴是难免的）不过至少

并让祂成为我的救主。我从小在教会中成

人的角度为他们思考，并时时出言不逊，随

我能克已，不再时时有意的咄咄逼人了。

长， 领受着主供给我满满的恩典。

自己的心情做事，说话。一旦有人想对付我

如今，我加入了真理班。在导师的开导

在我年幼时，其实还不太了解何谓神？

并和我对上了，只要我有机会，就会将其狠

下开始了每天的灵修生活。先前的我不懂何

我只知道我是基督徒，只要专心的爱主，每

狠的教训一番，很少会让人有台阶下。（除

谓灵修，不过如今我总算慢慢的明白，我相

个星期去教堂敬拜赞美主，就是个好基督徒

非发现对方情况不对劲，方才有台阶下）当

信日后还会更加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永

了。没错，当时的我的的确确是个基督徒，

然，每个星期天又是我忏悔的时间。回到圣

无止境的，我真的很开心能认识这位和蔼的

可是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基督徒。基本上我

殿， 重新更新我的灵。

上帝，成为一名基督徒，得着永生的盼望。

只会在遇到困难或挫折后才会想到主。小时

纵然如此，上帝依然眷顾我，怜悯我，

候主在我的思想中就是个富有怜悯的拯救

从末放弃过我。圣灵也时时在我犯错后责备

者。有问题， 祷告寻求帮助；没问题， 主就

我、提醒我、教导我、更新我。白驹过隙，

只好退到我心中的角落做个坚忍的等待者，

我步入了中学时期。在中学时期，我必须

非 等 待 着 我 的 下 一 个 难 题 出 现 ， 再 回 到 祂的 身
常
见 边祈求帮助。
我每次祷告就像是一个欲求不满的贪
证
1 婪者，不断的祈求，祈求，几乎整场祷告

哈里路亚！愿荣耀归给那自有永有全能的上
帝！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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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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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学习收敛自己，毕竟人生地不熟。烦
恼接踵而来，亲近上帝的时间日益增加。我
也在少年崇拜中学会在主里谦卑，定意跟从
主。我也在不少的讲员分享见证时，更加确

中就是不断祈求，时而为已，时而为人。

定了信主的决心。有时，我会感觉自己的心

每次祷告的开场白就是：“亲爱的上帝，求

被圣灵充满，总觉得很有领受，心里舒畅。

你……”我很少在祷告中赞美上帝，称颂祂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坚信那是从神

的奇妙作为。

而来的 安慰、喜乐、满足和舒畅。
在确定了信仰，并作过决志祷告后，
我发现我的灵命大有长进。我慢慢可以克
服心理的障碍。我能勇敢的在众人面前承

我不再咄咄逼人
许万颂 （珠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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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我的信仰，向大家宣告我是基督徒，传扬
耶稣基督的真道。耶稣基督也曾说:“凡尊
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给了我很大的鼓
励。今天的这份得救见证分享就是最好的
证明。另外，我也开始学习时时亲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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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拼盘

经历神的同在

文/江以斯 （珠巴）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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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基督化家庭，是第三代基督徒。
小时候，每个星期日都跟着父母来教会，可
说是除了生病，旅游或有其他活动以外，从
来没有缺席过。不懂事的我怎会知道去教会
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对小时候的我来
说，去教会是一种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去教会的观念有了大大的改变。在我五
年级时，由薏筠姐妹所带领的三福小队对我
做了初次的福音撒种；过后，我决志信主。
六年级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团
体英文朗诵比赛。当时，我们从校际赛比到
全国赛。在比砂州和全国赛时，我都大大的
经历了神的带领和保守。尤其感触最深的是
在砂州的那一次比赛。当时，我们30多名
组员做了14个小时的巴士才到达古晋。在
这一段的时间都还蛮顺利的。但就在比赛前
几天，有几位组员突然轮流式的发起高烧，
甚至还有严重到需要家长来接回的地步。不
仅如此，连续下来的几天，还有组员陆续被
传染。一直到比赛当天，我们的出赛人数明
显减少了很多。不单是这样，大家的比赛出
错状况也不断发生，先是少念一段，后是念
的太快，节奏完全不对。看着比赛成绩明显
是不能得到任何一个奖项，更何况是冠军。
在等待成绩出来的同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
重，我和其他的基督徒组员们一起祈祷，希
望有奇迹的发生。就在这时，成绩陆续的被
公布出来，首先是安慰奖，接着是第四名开
始，一直都没念到我们学校的名字，有些组

员们开始失去耐心，都抱着放弃的念头，再
也不想抱着任何的期待。正当这个念头出现
时，奇迹出现了！第一名竟然是我们！
组员们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大家都高兴的哭起来。后来，在老师的
询问下，才知道原来是有一名评审将原本要
给其他学校的全国赛机会让给我们，让我们
有多一次的机会来参赛。比赛后，不好的状
况继续接二连三的发生。先是副校长，我们
的负责老师之一，突然中暑和呕吐，使到行
程被延误。过后是我、老师及一些组员在国
家公园迷路，走不出去。最后还要其他老师
来找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发生了最后一个
状况，就是轮到我发高烧，而且还是最后一
个被传染的。虽然有时候回想起来，还是觉
得自己当时真的很倒霉。但是，在神的保守
下，我们仍然平安回到美里。
去年的时候，我也深深感受到神的同
在 ， 因 为 如 果 不 是 有 祂的 保 守 ， 我 可 能 也 不
会站在这里。记得那一天的晚上，我是最后
一个还没睡觉的人。我却无意间听到外面的
厨房有声音，期初我还以为是弟弟从后面的
房间走出来，但我迟迟等了很久，还没看到
人。这时，声音越来越大声，我开始紧张，
便起来偷偷的跑去看，竟发现窗口外有个人
影！看到小偷的我吓的跑去叫醒父母，后来
还报了警。过后回想起，若当时我一个人跑
去外面关灯，我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从
这些状况中学习到了如何依靠神，心里也觉
得很开心，因为我认识了一位伟大的神。其
实不只是只有这些事而已，我还有许多讲不
完的亲身经历。
六年级时，在父母的鼓励及带领下，
开始了团契的生活。期初我感觉很陌生，担
心自己无法融入其中。但在团契学长的关怀
下，我也开始习惯了团契生活。团契的生活
中，我有机会去参与不同的事奉，认识了其
他堂会的少年人，当然也包括青年人。团契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无聊活动，它是能
让我们有机会发掘自己的恩赐，和让我们能
放松、抒解压力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后悔参
与团契生活，因为它不但是让我学习更加依

靠主的地方，也是让我能更加亲近主的地
方。在团契中的各样服事，也让我更能知
道自己的恩赐。不仅如此，我也通过绿洲
和中央少年部所举办的营会来更认识/了解
神。
说真的，其实我实在是看不出自己有
什么改变，也许必须从自己以外的人，才
能发觉。但我知道，在灵命上,我一点一
滴的在成长，不管是做什么事都为荣耀神
而行。凡事都想到为神，为人，为己。圣
经上的经文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的
帮助。信主后，从六年级直到现今天，都
不断经历许多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各样神
迹。虽然所遇到的试探越来越多，但是我
相信，只要我坚心信靠神，一定能通过这
些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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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恩典

文/李爱璋 （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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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大家庭，一共有十一位兄
弟姐妹。上有两位哥哥，七位姐姐，下有一
位妹妹，我排行第十。我的爸爸没有宗教信
仰，而我的母亲是相信民间信仰。
小时候，我的母亲常会去大伯公庙拜
拜，上香求问拿符保平安。我的舅舅是乩
童，母亲有时会去问舅舅关于父亲的命运。
有一天，神明通过舅舅告诉我的母亲，说爸
爸明年有一个凶劫，这个劫很危险，怕是活
不过明年了。舅舅还提议说：“你要捐款，
烧纸钱去地府，试试为你的老公添寿，多活
几年”。我母亲就照着提议去行，花了很多
     钱。不过那个神明说也只能加多几

22

年寿命罢了。我的母亲为此事很愁苦，很担
忧。
那时刚好是学校假期，有几位卫理教
会的弟兄姐妹和一位传道由市区来，他们就
在靠近我家附近的一间学校，举办一连几天
儿童主日学。他们邀请我们村里的儿童来参
加，所以我就去了。在主日字里，他们讲了
一些圣经故事，还有做手工等。那位传道讲
了一个关于祷告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病
了很久，他一直祷告，求神医治，但是神没
有马上医治他，但他没有灰心，还是继续祷
告。你知道他祷告多久吗？哗!他祷告了40
年！40年神才医治他。传道说耶稣会垂听

我们的祷告。这个故事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
灵。
我 告 诉 母 亲 ， 耶 稣 基 督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  
祂会听我们的祷告。我的母亲就叫我向耶稣
祷告，帮助爸爸能活得更久。当天晚上，我
就单纯的跪在地上哭着向耶稣祷告，叫耶稣
让我爸爸能活到75岁，就是多活十多年。
虽然我还小，对耶稣也认识不多，只
去了几次儿童主日学，但我就以单纯的信心
相信祂。感谢神的恩典，祂真的听了我的祷
告。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耶稣向我
显现 ，祂对我说：“我已听到你的祷告，你
爸爸一定能活超过七十五岁”。但是，耶稣
没有说我的爸爸会活到几岁。第二天醒来我
就马上告诉母亲关于所做的梦。我告诉她耶
稣说爸爸一定能活到七十五岁。我妈妈说为
什么不求让爸爸活到100岁？我不知道我的
梦对妈妈的影响有多少。但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很特别的经历。我认为耶稣比我妈妈所拜
的神明更有能力，更伟大！ 我什么事情都不
用做，只是祷告罢了, 祂就很肯定的说我爸爸
一定能活超过七十五岁。在此，我也顺便一
提，我爸爸活到100岁，去年三月才被主接回
天家。
去了一段时间的主日学，过后我就没有
去了，因为要帮父母亲做家务。虽然没有去
教会，上帝并没有遗忘我。十多年后，我的
同学向我传福音，我就欣然接受祂做我个人
的救主与生命的主。那时我才开始有读经、
祷告与灵修的生活。
信主后不久,我去参加一个在泗里街
（Serekai）举办的青年营。营会要求营友
必须在营地过夜。我对猪肉过敏，只要吃了
掺有猪肉炒的食物就会肚子痛。未去之前我
就一直祷告，希望营会里的食物没有猪肉。
没想到，第一餐的菜肴都掺有猪肉在里头。
我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求主保守让我吃了没
事。感谢主, 祂唾听了我的祷告，吃了之后真
的没事，肚子没有痛。从那时起，神完全的
医治了我。过后，我尝试去吃猪肉，都没问
题，之前，妈妈想尽了办法,问神明，煮中药
给我喝，就是医不好。
迈入青年到成年，在信主的这段日子

里，经历到神是一位慈爱和信实的上帝。结婚
生了第二胎之后，生活更忙了，晚上睡不好，
因为半夜起来泡奶；白天要工作，工作很蘩
忙，生活感到很压力。这时人变的很烦躁，脾
气也很暴躁，慢慢我的身体就起了变化。起初
只是半夜背部出“风沫”，后来更严重，不只
半夜，就连白天都出“风沫”，全身都感觉很
痒。我一直祷告，也看了不少医生，医生也找
不出病因，只说是身体敏感。吃了药，身体就
不痒；没吃药，身体就开始痒，全身一片片的
红肿，其痒难耐，被我“抓”到片处是伤，好
辛苦。这样的日子断断续续维持约9个月，过
后我藉着吃一些保健品而得医治。在这事情
上，上帝让我学习等候的功课。
身为一位母亲, 教养孩子真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不同的孩子，各有不同的性格，有时真
被他们气得七孔生烟。在工作上，也有工作的
挑战和压力。有时感到力不从心、心力交瘁。
在面对生命中各种的挑战和困难，信仰给我很
大的帮助。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重担带到天父面
前，求主赐能力、力量、智慧和勇气与它们
共处。很多时候我的经历就像圣经诗人所说
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
30：5）。
有一首诗这么写到：
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蓝,
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
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
神却应许，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作工得息，
试炼得勉励,  危难有赖，
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面临着挑战和困难
吗？不妨试试让耶稣来帮助你，只要向耶稣祷
告，把你的困难告诉祂，你就会尝到主恩的滋
味，便知道祂是美善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诗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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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狼：武士之战』
思
反
的

文/覃朝勤 (珠巴)

琴.葛蕾。之后因无法接受自己而远走流浪他

而卧在病床上的人，活着的每一天对他们来

乡，觉得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他去

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留恋了。而就在这时，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被罗根救过的日本军官 － 矢志田市郎

肉体的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可怕，因为

邀请他到府上，并说要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

在天国里有永生、有盼望。但只有永远的生

恩。二战当年市郎曾经亲眼看过罗根的再生

命是不够的，我们也要有生命的意义。否则

能力，市郎目前已是日本最大商业集团的老

只会像市郎一样只为财富而活，成为钱财的

板，但却得了绝症。

奴隶。上帝赋予基督徒有活在世上的使命，
祂也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永远地敬

影
心
片
语

X战警是一部由美国漫画 Marvel Super

市郎过世后，罗根渐渐地察觉到危机

拜祂 － 万物的创造者。像罗根一样，我们或

Heroes改编的三部曲电影-“X战警”、“X

临到矢志田家。数不尽的产业为这个家庭带

许无法避开生活中的苦难与困境。但上帝在

战警2”、“X战警: 最后战役”。X战警里的

来了灾难。市郎的儿子为了争夺父亲留给女

掌权使相信并依靠祂的人有平安。又或许我

人物主要是一些变种人，他们和普通人不一

儿矢志田真理子的产业，竟买通黑道企图刺

们活得像市郎一样，天天只为生活钱财而苦

样的地方是每个人天生就有各自不同的特别

杀自己的妹妹。但真理子在罗根的帮助下顺

恼。盼望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每一天只为

能力，这种能力是普通人所没有的。过去几

利从黑道份子的手中逃脱。在逃亡当中的相

敬拜和荣耀主而活。

年里X战警也推出了一些番外篇，和电影三部

处，真理子和罗根成为了彼此的知心人。

曲的故事有关联而却不在故事当中发生。这

罗根聆听真理子诉说自己生在富裕家世的

里要分享的就是其中一部叫做“金刚狼：武

苦衷，真理子也慢慢地帮助罗根从杀死挚爱

士之战”(The WolveRine)。

－琴.葛蕾的伤痛中走出来。

影
心
片
语

金刚狼的原名叫做罗根（Logan）是电
影里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是一个有超强再

电影到了最后才发现原来市郎根本还

生能力的变种人。除了拥有长生不老的肉体

没死。他在背后指使一切，为的就是要得到

外，还拥有快速恢复伤口的能力。因着这恢

罗根的再生能力，并渴望拥有长生不老的生

复能力，他的双手在过去被镶入了非常坚

命。市郎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的儿女，

硬的钛金属利刃，并可自由从手臂中伸缩进

只为了得到不死身。

出，可说是最强的X战警，也是目前所知道

24

最古老的变种人之一。 罗根虽拥有不死之身

在人生中我们也常会面对许多的困境与

却仍能感受到肉体的疼痛，也饱受情感的困

挑战。家庭问题、冷漠的社会、人与人之间

惑。人生中经历了多少的痛苦与悲伤，被人

的勾心斗角，都让我们有时觉得生活在这个

改造成战争武器，然后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

世界上很苦。自杀案件一天比一天多，自杀

地死去。

者的年龄层也越来越年轻。仿佛就像罗根一

这部番外篇电影的故事情节是继“X战

样，拥有生命却感觉活在世界上已没有任何

警：最后战役”，罗根（金刚狼）在最后

的意义。而像市郎一样，世上还有许多的人

不得已的情况下亲手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是多麽渴望可以继续存活下去；那些因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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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文／庄衍旗（母堂）

就在她极为沮丧及近乎绝望时，为她开路；

在她所服事的地区，她亲眼目睹因贫

那即是和合本修订版的面世！透过修订本，

穷、早婚及酗酒所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而

当地人才逐渐认同及接纳她的翻译工作。她

饮食不当更导致许多疾病的衍生，但因为医

认为这是上帝赐给她最大的祝福!

疗费用过于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担；许多
病患都讳疾忌医，以致不少大好青年，英年

Lily也分享翻译圣经应该遵守的三大原

早逝，让她感到揪心不已。

则：
1.

忠于原文

2.

通畅文雅

3.

意思清楚

按照当地的情况，她提出以下的策略及
目标：
1.

幼儿教育

对她来说，翻译圣经是一项神圣又艰

2.

助学金

巨的工作。因此，她总是战战兢兢，尽忠尽

3.

医疗咨询及教育

职，竭尽所能的把它做到最好。为了慎重起

4.

提供生活出路

见，她的翻译，都是经过专家的测试之后，
01/07/2014，教会于珠巴堂会举行了一

分
享 场特别的祷告会。我与太太约七时廿分抵达
空 现场时，赫然发觉出席者寥寥无几，心中不
间
禁有些纳闷，也有点担心。但感谢主，不多
1

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透过在汉苗族当中的服事，使她对这二
段经文有更深的体会。玉蜀黍为当地人的主
要食物之一。人们收割时，把最好的留下来

都被填满，我才松了一口气。

做种；次好的取来食用，剩余的则用来喂养
牲畜。这样，以后在收割时，才会有好的收

祷告，之后，便由Lily宣教士分享：

此外，有鉴于翻译工作上的需要，她也

子，完成学业，透过这些学生，她也有机会

分
享
来助她一臂之力，与她配搭，一齐完成主的 空
托付！
间
1

到一些较敏感的地区，为主作工，撒下福音

最后，由蒋祥平牧师带领会众为Lily宣教

吁请英文程度不错，及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前

时，弟兄姐妹陆续到来，大半个礼堂的座位

七时半，方友进牧师带领会众唱诗歌及

才加以采用。

成！经文也提醒她：祷告要恒心，忍耐，切

除了翻译圣经，她也透过当地热心人
士的资助，成立助学金，帮助家境贫寒的学

的种子！

士合家及她所服事地区的需要祷告，聚会圆
满结束。

切不可因一时看不到果效就灰心或放弃；因
为主作工，有时就如种子在泥土里发芽，生

Lily来自诗巫。她本可在家乡过一个舒

长，是肉眼不能见的！

适，悠闲的生活，但因为爱神爱人，及对
汉苗族有特别的负担，她毅然回应上帝的呼

她分享这三年来，在异国服事的心路历

召，与夫婿Joe离开舒适的环境，踏上一个完

程，其中的酸、辣、苦、甜，五味杂陈，实

全陌生的国土为主工作。他们在那里主要的

不足为外人道！

工作是翻译圣经。
对她而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所翻译
Lily引用诗篇一百廿六篇：5-6节：『

的圣经不被当地人所接纳。这令她感到极度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

难过及百般无奈。但慈爱又信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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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合唱工作坊后的感想

我今年才参与青年团契也是第一次参
加小组。我所参与的小组名称是“巴多罗
买”，组员的年龄介于18岁至25岁。

文/杨应大（母堂）

小组活动有potluck（每人自带一个菜

我

身为诗班的一份子，我参加了2014年10
月11日（六）下午三至六时在联堂由新加坡
三一神学院的资深音乐讲师Mrs. Chan所指导
的合唱工作坊。
讲师教导了正确的呼吸技巧和站姿后，
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一个“残忍”的事实：真

爱

正的男女高音是少数民族！大多数人其实都
属低音者。我们目前的诗班却出现了偏差：
高音部远超过了低音部。所以接着下来，她
做了更“残忍”的事，就是为大家一个一个

分
享
空
间
2

的试音（音高测试），并按照我们原本的音

的家庭聚会）、野餐、聚会、吃喝玩乐、
游戏。透过游戏，加深弟兄姐妹之间的认
识和促进了彼此的关系。在小组活动中，
我们一起学习真理；一起成长。此外，也
有见证分享的环节，我们分享自己如何在
学业、事业和家庭等的经历上体验了神的
爱。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
彼此信任，会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需要
与组员分享，然后彼此代祷纪念各自的需
要。
我还记得在五月份时，我学习驾驶汽
车已经有20次了。我的驾驶的技术时好

高来分音部。在全体弟兄试音者当中，只有

时坏，有时可以驾驶得很好，有时却很糟

一个是男高音，其他则是男中音或低音。许

糕，而且还一直被“师傅”骂。当时，考

多姐妹们则被转移去女低音，只剩下一小部

驾驶执照的日期就快到了，在一次小组分

我的家

分的女中音和几位女高音而已。对讲师而
言，这才是真正的诗班。
讲师非常强调各人按着自己的能力唱诗
歌。据她说许多诗班尽管有很多后天的努力
却成长有限，乃是因为最初的步骤做错了，

辅音。对于最后各堂诗班们的献唱，她多方

她甚至表明说，神喜悦我们把自己真正最好

指点，大幅度地改善了诗班的水准，增添了

的献上，而不是我们自己主观认定的。

听者们的耳福。

我祷告。感谢神，我考试合格了。於是我
便在巴多罗买的WhatsApp

群组分享，让

大家也感受到我的喜悦。在群组里，我们
都会在团契以外的时间彼此关心、灵修和

感情去唱，并且重视大小声，强调元音过于

就是分错音部，导致事倍功半，徒劳无功。

享时，我和弟兄姐妹分享，大家就一起为

文／胡薇婷（珠巴）

分享心得。
在这小家庭里，我们一起学习在灵命
和服事上成长，同时也在间接中提升了沟

讲师也指出了我们的另一个大问题，就

据说Mrs. Chan这次来美里的目的是给另

通能力。我们学习发表意见和看法，当讲

是没有张大口歌唱。她屡次劝责张口不明显

一间教会的诗班三天训练。她特地“顺便”

员在团契分享信息之后，小组会“围成”

的姐妹们，说美妙的声音不能从关闭的嘴巴

给了我们教会诗班密集训练。因此我认为，

一个圆圈分享彼此的意见和回应信息。

出来。她为我们试音时，也几次声明，她或

我们应该放下身段，明白她的爱之深，责之

小组是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可以建立

许会因为我们不敢开口唱出清楚的音调而把

切，正确并努力地追求在诗班中的进步，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跟上帝建立美

我们分错音部。

不辜负及浪费她的爱心，并神藉着她给于我

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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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唱歌的技巧，她教导我们要投入

们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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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unday School every Sunday morning

In God’s

and the Youth Ministry every Friday night.

1.  Pray for the Lord’s help in my studies
and also in finishing my assignments well.

From 25-29th of August, I went to Kuala

2.   Pray for the Youth Ministry that I am

Lumpur, together with a few studentsand our

involved in. Pray that the Lord will touch the

lecturer, on a MBTS Mission weekend trip to

hearts of the young people and that they will be

attend Rev. Malundi’s Transformation Nation

drawn closer in their walk with the Lord. Pray

Prayer Conference which was attended by 1000

that I will stay strong in the Lord as most of them

people from throughout Malaysia.  From 4-5th

are from non-christian background.

of October, I went with some students and our

I Live

lecturer, Dr. Lim, on a visit Cameron Highland.  

3.  Pray also for our Prayer Meeting Night

This was also one of the weekend mission trips.

which is held every Thursday night at the

We visited a few Orang Asli who are staying

campus. Pray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want to

around that area.

get involved. This is a new ministry which I have
started with a few members of the student body.

Now I am in my 3rd semester studying
here. Once again, I want to thank the Lord for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convey my
佳
美 greetings to you and the church in the Name
脚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 am Magdalene and
踪 this is my first year studying in MBTS, Penang.
1
Praise and honour I give to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r His goodness and grace upon me.

helping me in all my assignments. The Lord

4.  Pray for help and wisdom for me as I go
for my weekend ministry.

By Magdalene Bala

assigned to me.   It has been very tough for

(seminary student
at Malaysia Baptist
Theology Seminary)

me as I have to take 7 courses during the 1st

佳
美
5.   Pray for my children who are away 脚
at home in Miri and Bintulu. Peter is in IKBN, 踪
College in Kuching and Gabriel is in Form Four 1

semester, 4 courses during the 2nd semester

in Miri.

alone has given me the strength and wisdom
to complete my assignments and the ministries

and 3 courses for my present semester.  
It has been nine months since I entered
Malaysia Theology Bible Seminary, Penang.
I can say that my first few months studying in
the Seminary were really months of getting
adjust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to life as
a full time student and also to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which wa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me
to do my assignments. As time went by, with
the help of the lecturers and the staff, life was
made easy. Most of all, your prayers helped me
a lot.  I began to love the place and studying was
getting easier. I also believe all these are made      
possible b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30

and by the help of His Holy Spirit.  Zechariah 4:
6 mentions: “‘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says the Lord Almighty.″
I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of serving at Hillside Baptist Church as my
weekend ministry.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asked to share on
the Word of God during Youth Sunday mission,
after we held our Youth Camp in March 2014.  
On 11 May 2014, I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reach on Mother’s Day at the main church.  
Furthermore, I am involved in helping

Once agai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We will be having our 3rd semester break
from 11-19th October which is in about a

supporting me in prayer and finance and making
it possible for me to study in MBTS.

week’s time.  We will have another five more
weeks after the break before our term ends for
this year 2014. Time flies very fast and I do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ayers which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study here in MBTS and also to partner with all
of you in the Lord’s ministry.
With all these activities and tight study
schedule ahead, I would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if you would remember me in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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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文/思妮

社
区
吧！

个典型来自破碎家庭的传统台湾人。

的
的圣诞，
乐
快
带入 我 们

两年前，我们去到台湾最南部的，开始

的 报 佳 音 ， 或 许 是 他 们 生 命 中 第 一 次 听闻 福

了接待宣教士的服侍。同年的十二月份，是我

音 。 欢 庆 圣 诞 节 ， 在 不 是 放 假 日 的 台 湾不 是

们忙碌的日子，会有很多客人来住宿。在接待

必然的事。

佳
美 所，我们欢庆圣诞节，但我们的邻居却从未听
脚 过救主耶稣基督，这让我们感到非常亏欠。
踪 我们所服侍的接待所，有宽大的场地，又有
2

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些人虽然口头上说
相信耶稣，礼拜天跟我们去教会，转头他们
就去庙里拜拜，充其量也不过是把耶稣当成
其中一位神吧了！我们感到很无奈。那，我
们就不再去爱他们，不向别人传福音了吗？
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
人。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不会白费。我们
松土，撒种，有天要欢呼收割。也许收割的
人是别人，但那无所谓，因为唯有耶和华叫
他生长。
如今，我们已离开恒春，放不下的孩子
们，上帝亲自预备属灵陪伴者。我们祷告有

佳
美
脚
踪
2

基督徒愿意来喂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这几个
因着这个《耶稣生日的派对》，我们认
识了许多邻居小朋友，其中一个叫阿易。阿

厨师清洁工。神透过雅各书4:17，责备我们

易才8岁，爸爸去世了，妈妈离弃他，他跟

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

着 没 有 收 入 ， 靠 津 贴 补 助 的 阿 嫲一 起 住 。 以

罪了。”

我们在马来西亚也筹备过多次的圣

后我们熟络了，一班人一起烤肉吃，一起骑

诞节活动。於是，我们终于提起勇气，放下不

脚踏车欢乐奔驰下斜坡，一起挤在摆在门前

便 (忙碌工作)，在没有客人入住的空档日，为

的小小“蓄水池”玩水，一起去教会上主日

我们的邻居小孩举办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参加的

学，一起报佳音，一起演话剧。

小孩。感恩，上帝垂听祷告，更是超乎我们
所求所想的！上帝感动两位姐妹愿意每星期
去我们社区的小学讲圣经故事，祝福更多的
孩子们。
我想，你和我，不管是住在城市或乡
下，都是忙碌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家门前，调整只扫门前雪的心态，去容让
别人打乱我们的生活，尝试去爱每一个所接

《耶稣生日的派对》。
阿易很怕黑夜，他也怕鬼。他去学民间
‘平安夜，圣善夜...’

赶鬼的方法。我和他分享了耶稣赶鬼的能力

‘恭贺你们圣诞快乐...’

后，他做了相信耶稣的祷告，也跟我们去教
会。我们欢呼哈里路亚！可是，一阵子后，

这些在马来西亚耳熟能详的圣诞诗歌，

他请我们载他去庙，因为他要去拿麻烦派送

在恒春乡下却是不熟悉的歌曲。圣诞佳节期

的米。后来，他不去教会了，因为阿嬷不准

间，跟着大队参与报佳音是一件很喜悦的事。

他去。他继续学民间的收惊赶鬼写符咒，拜

在恒春住了几十年的白发老人，我们

拜祭祖。阿易，在2千3百万人口中，只是一

32

有些人作决志祷告，会作七次。是什

触到的邻居。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周围，放
慢脚步，看看有哪些不起眼的人，给他一
分钟；给他一份爱的礼物；给他一句关怀问
候，为他祷告。期许有一天，他们会选择耶
稣作为他们唯一的救主。
‘恭贺你们圣诞快乐...’愿更多人明白
圣诞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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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庄衍旗(母堂)

若不是因为爱主爱人，没有人愿意离开家乡

及关爱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及亲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挨苦受罪；
把福音带到中国的著名宣教士戴德生曾经说

结束前，李长老也透露：信主后，他的

过：『我若有一千英磅，不会留下一英磅不

目标是一生追求表里一致。弟兄姐妹，这岂

给中国；我若有一千条命，也不会留下一条

不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别忘了，主耶

不给中国。』

稣最恨恶的就是假冒为善，惺惺作态的文士
及 法 利 赛 人 ， 祂甚 至 咒 骂 他 们 为 蛇 类 ， 毒 蛇

差传年会已经结束，但我的内心仍澎

在李长老身后，模仿他的一举一动；李长老

壮哉斯言！这个宣告道尽宣教士爱神爱

湃不已；除了喜悦、感恩，还有一丝激情。

若举手，他也跟着举手，李长老若与人握手

人以及为了主的福音，不惜洒热血，抛头颅

几堂的信息除了让我对宣教有更深的体会及

或向人鞠躬行礼，他也照做如仪。因李长老

的豪情壮志之伟大胸襟！

认同外，还有一些感触与感动，愿与大家分

知道他的情况，故也不介意。一天，在小组

享：

聚会时，这位弟兄突然对李长老说：我可不

确实，宣教士为了回应主的呼召，不惜

主喜悦的事；或仍在享受罪中之乐，那我们

可以与你分享我做人的宗旨，李长老虽口头

离乡背井，踏上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在那

与文士及法力赛人有什么两样？藉着李长老

在第一堂的信息，李健长老提到一位九

答应，内心却在嘀咕，一位蒙古症病患者，

里孤军作战。他们不但要适应新的居住环境(

的现身说法，让我们醒悟过来，做个踏踏实

十岁的长者；这位老弟兄有一天到办公室找

本身已自顾不暇，还谈什么做人的宗旨。

往往是简陋，甚至恶劣的)，还要适应当地的

实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主日来教会听道；靠

气候，饮食及文化。此外，他们也必须面对

着主，让我们学习把所领受的道，应用在生

李健长老，表示愿意每天负责清理教会的垃

之种(马太福音23:33)
倘若我们只会做门面功夫；在教堂或人
前表现的很『属灵』，暗地里却行一些不为

圾桶（据李长老估计整个教会共有近百个垃

但这位弟兄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切让李

来自各方的挑战、凶险，不仅如此，遍地游

活上。不管在职场、家里、人前人后，都活

圾桶）。这位老弟兄也真是说到做到；从第

长老感动不已！这位弟兄是这么说的：“我

走的恶魔撒旦也在旁虎视眈眈，俟机将他们

出我们的信仰，成为言行一致的人！

二天开始，他风雨无阻的每天到教会，把所

做人的宗旨很简单，就是上帝第一，别人第

吞噬！故宣教士所承受巨大的压力，不是外

有的垃圾桶清理干净，让牧者与同工在舒适

二，我第三。”

人可理解的！

的环境下工作。

不妨想一想：倘若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心
口合一，表里一致，这将带给世人何等大的

听了这位弟兄的这番话，真是让笔者

对在前线为福音吃苦受罪、甚至捐躯的

李长老还说，将来在天堂，他一定看不

感到无地自容，巴不得地上冒出一个洞，让

宣教勇士，我们应当给予怎样的援助、鼓励

到这位老弟兄；因为这位长者已被主邀请，

我钻进去，一位智障的弟兄尚且晓得把神与

坐在祂身旁；而在霓光灯下，受众人瞩目，

别人放在自己前面，而我这位跟随主多年的

贵为讲员的他，却只有靠边站的份，因为距

老信徒却仍然常不自觉的把『我』摆在第一

离老弟兄太远，所以看不到他！

位，真是求主怜悯、开恩帮助我向这位弟兄

冲击和影响，愿与弟兄姐妹共勉之！

看齐；把『自我中心的』劣根性除去，多顾
这个信息给了我们两方面的提醒：1.服

念神及别人的需要！

事无年龄之分，不管你是十八岁还是八十
岁，只要健康允许，都应该参与服事。2.服

在最后一堂的信息中，李长老谈到他教

事也无高低或贵贱之分；一些在人看是微不

会的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被差派到佤邦

足道或卑微的工作，如打扫，洗碗碟等，只

去服事。一天，当地的一个小孩向他讨钱，

要我们以甘心乐意及负责任的心态去做，在

他蹲下来，很亲切也很有耐心的与小孩交

主眼里，是同样的珍贵！

谈，最后，他站起来，拍拍小孩的肩膀，对
他说：“我们佤族人是不向人讨钱的！”这

在第三堂的分享中；李长老提到一位

34

患蒙古症的弟兄。这位弟兄很喜欢跟

位宣教士以佤族人自居；因为他热爱佤邦这
块土地，更爱当地的佤族人。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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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然，也不被主悦纳！

日期：16/10/14-19/10/14
讲员：李健长老
主题：领袖，你在哪里？

文/庄衍旗(母堂)

此外，若有人得罪你，做了一些让你感

李健长老也再三提醒属灵领袖要认清自

到痛心疾首的事，你觉得此人是罪无可恕，

己为神仆人的身份，务必要谦卑，凡事以主

故无法原谅他；建议你不妨试试大声作出以

为 中 心 ， 把 一 切 荣 耀 归 给 祂， 始 不 会 落 入 事

下的宣告：『主耶稣已经饶恕我，我也要饶

奉越久，自我越大的陷阱！

恕+++』只要你愿意靠主，努力尝试饶恕，主
必将饶恕的恩赐赐给你，让你从怨恨及苦毒

他也苦口婆心的劝勉属灵领袖要谨言慎

中，得到释放！

行，常常自我反省，不可过于自信或自满；

一开始讲员就开宗明文的给属灵领袖下

神交通的拦阻，因为由始至终，属灵领袖是

一个自以为绝没有问题的人，往往就会出问

最后，李长老对会众呼召：吁请有感动

了一个定义：属灵领袖是指有属灵影响力及

神亲自拣选引领（民27:18-20）。因此，神

题。领袖的职责是鼓励，帮助及扶持软弱或

及愿意到世界各地的工厂或领域被主使用的

有追随者的人。有别于世俗领袖，属灵领袖

才是他最终的帮助与依靠。

跌倒的肢体，但若有朝一日，不幸跌倒的竟

弟兄姐妹作出回应。感谢主，看到许多弟兄

然是领袖，这岂不是件很可悲的事？

姐妹纷纷举手，表示愿意被主差遣到适合自

并非靠外在的表现来赢得人心；而是因为他

己的岗位上为主作工！

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蒙神恩待与引领，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属灵领袖必须自

至他的生命流露出基督的馨香，让人仰慕；

动自发，在适当的时候，起来采取必要的行

      突然，讲员提出一个经常被外邦人提出的

也吸引人来跟随。

动，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问题：『信耶稣有什么好？』

祈求圣灵继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动
工，以致全教会总动员；大家愿意在主里同

属灵领袖必须先被影响，之后才能影响
人；如约书亚先受到摩西的影响，以后他才

李健长老接着指出，要成为一个杰出的
领袖还须具备下列的特质：

的领袖无须刻意去影响人，而是别人愿意被
他影响，如使徒彼得影响与他一齐工作的渔
夫般。

1．与主有密切的关系，凡事寻求及顺服
神的旨意；与主同步同行。

出来的。若有前辈刻意栽培，如摩西刻意栽

可作见证的！基督徒若按圣经的教导度日，

影响人来跟随。

必然可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和平、喜乐

4． 有一颗公平，公义的心；处事公正、
凡事都设身处境的为别人着想。

少走许多冤枉路。

此外，主也应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

上，并忠心的执行主所托付的，从而

事半功倍之效。因为：

(二) 前辈会指出属灵领袖的盲点，让他

的『定位』已与主一齐升天了！

生命，这是毋庸置疑，也是千千万万基督徒

3． 个性独立，不依赖人。

楷模；

的一切；因此虽然我们仍活在地上，但我们

何等恶劣，仍专注定睛在主耶稣身

培约书亚(出17:8-11，33:11)；则更可取到

(一) 前辈提供了一个最佳学习及仿效的

人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即成了神的儿女；除

2． 对主有根深坚固，牢不可破的信心；
不受环境或客观条件影响。无论处境

属灵领袖并非天生，而是被栽培，训练

心，步伐一致的为主打一场漂亮的仗！

了得着全新的生命，也继承了主耶稣所拥有

能影响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去得
着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书1:1-18)。一位好

李健长老解释：在我们接受耶稣作为个

5． 不被罪或以往的过犯、软弱或失败缠

等……
李健长老也提出一些实例：教导我们如
何操练圣灵的果子节制。

累，靠主；忘记背后，昂首挺胸的向
前迈进并跨越一切障碍和拦阻，去实
践主在自己身上的计划！

譬如你看见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让你怦
然心动，很想占为己有，这时你可以在心里
默默的对自己说：『我已经得着了！』，切

但李长老也指出：虽然长辈可提供各方

李健长老也认为属灵领袖的心态正确为

不要去购买。这个方法也可帮助你抗拒美食

面的援助，但有朝一日他总会离开，因此属

首要；即使事情搞砸了，仍可设法弥补；但

的诱惑；多练习几次，你就能学习到，节制

灵领袖须提高警惕；切不可让前辈成为他与

若心态不对，事情即使再漂亮再圆满，也是

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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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丁弄瓦

20/06/2014【联堂】
刘春光姐妹之次男钱励辉弟兄与沈嘉瑜姐妹结为夫妇

18/06/2014【母堂】张德忠、陈美如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19/07/2014【母堂】
黄笃信、叶转萍夫妇之唯男黄新慈弟兄（百利达英文堂Daniel
弟兄）与母堂刘英爱姐妹之长女黄仪雯姐妹（百利达英文堂
Yee Boon姐妹）结为夫妇

15/07/2014【联堂】罗政宇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20/07/2014【联堂】
吴金雁之唯男曾润添弟兄与林安琪小姐结为夫妇
02/08/2014【珠巴】
黄广寿执事夫妇之长女黄晓惠姐妹与刘友城弟兄结为夫妇
13/09/2014【联堂】
胡克万伉俪之长女张婷姐妹与张森先生结为夫妇
20/09/2014【母堂】张永慧与蔡为政弟兄结为夫妇
16/09/2014【珠巴】
张文开夫妇之次女张可欣姐妹与陈明贵弟兄结为夫妇
19/09/2014【廉律】
林秀容姐妹之幼女李珍珍姐妹与冯永光弟兄结为夫妇

肢
体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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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2014【联堂】
陆福成伉俪之长女陆韵姗姐妹和汪汉儒弟兄结为夫妇
15/11/2014【英文堂】
Hannah Ngu姐妹和Micah Chiang弟兄结为夫妇
08/12/2014【联堂】
黄可富伉俪之长男黄智龙弟兄与黄晓芬姐妹结为夫妇

23/06/2014【母堂】吴国光、范青颖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28/08/2014【珠巴】梁思友姐妹蒙神赐一女婴

安息主怀
08/06/2014【母堂】
沈锦惜姐妹的母亲、贝清荣执事的岳母黄玉兰老姐妹安息主怀
25/06/2014【珠巴】方玲香姐妹之先生陈瑞香弟兄安息主怀
01/08/2014【母堂】
杨培雄弟兄之太太、杨竣杰弟兄及杨雅琪姐妹的母亲林丽娟姐妹
（联堂）安息主怀
17/08/2014【都九】黄世钦弟兄安息主怀
30/08/2014【晚堂】
洪云雄弟兄的岳母、练玉金姐妹的母亲陈美丽安息主怀
10/09/2014【廉律】
韩少财弟兄之岳父，梁爱兰姐妹的父亲梁权想老先生息下劳苦
11/09/2014【廉律】
赖月花姐妹之先生古福新（想新）弟兄安息主怀
17/09/2014【母堂】
何集强弟兄（晚堂沈瑞莲姐妹的先生，联堂何秀慧姐妹的父亲，
班登堂会马志伟弟兄的岳父，何秀秋姐妹的父亲）安息主怀

11/12/2014【都九】张秀芬姐妹与吴福成先生结为夫妇

30/10/2014【珠巴】
蔡丽珍姐妹的丈夫，母堂张光源弟兄的岳父，江芳婷姐妹的父亲
江运福先生息下劳苦

16/06/2014【联堂】林义达弟兄前往吉隆坡深造
08/07/2014【都九】李淑沄姐妹前往新加坡工作
24/07/2014【百利达英文堂】
Cecilia Tan姐妹搬迁至吉隆坡
11/08/2014【母堂】
贝伟盛弟兄及官俐秀姐妹前往美国Minneapolis深造
16/08/2014【廉律】杨志溢弟兄前往美国芝加哥深造
11/08/2014【联堂】沈佳杰弟兄前往美国深造
05/09/2014【母堂】杨雅琪姐妹前往台湾深造
09/09/2014【母堂】陈佳恩姐妹前往英国Manchester深造
19/09/2014【联堂】关亿朋弟兄前往印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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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2014《绘本里的福音》

24/09/2014【珠巴】梁思敏姐妹之家婆孔莲花女士息下劳苦
29/09/2014【廉律】
莫璲萍姐妹之母亲江桂英老姐妹安息主怀

11/06/2014【联堂】张振辉弟兄前往新加坡进修

三位短宣结业生，左起：罗婷婷、田汶丰、杨
珍珍
地点：埔奕联堂，时间：7:30pm
感谢主！今年共有三位弟兄姐妹顺利完成
两年短宣课程，他们分别为：田汶丰，罗婷婷
和杨珍珍。
当晚由周彩莲传道分享信息，题目：“
奔跑天路的秘诀”，分享的经文为：希伯来
书12:1-3。周传道透过三个重点，讲述基督

18/09/2014【联堂】符家雄弟兄的女儿符淑娴姐妹安息主怀

01/12/2014【实务地】
沈廖玉梅姐妹之唯男沈斐祺弟兄和周诗韵姐妹结为夫妇

赴国深造/工作/乔迁

22/11/2014《第十一届两年短宣结业礼》

24/10/2014【联堂】
蔡永兴弟兄（徐菊妹姐妹的丈夫）安息主怀
31/10/2014【联堂】
黄仙娇姐妹（都九堂会谢秀仪的家婆）安息主怀
11/11/2014【晚堂】刘道雄弟兄的母亲安息主怀
16/11/2014【母堂】
郑宗由长老之父亲，杨月兰姐妹之家公，郑光洋弟兄之公公，
郑作民弟兄安息主怀
21/11/2014【珠巴】
蔡琼珠姐妹（班登堂会吴春凯弟兄的母亲）安息主怀
29/11/2014【联堂】
吴学谦弟兄（吴贤辉、黄月英夫妇的儿子）安息主怀
30/11/2014【珠巴】
陈方玲香姐妹之儿子陈绍明弟兄安息主怀

聚会现场

地点：珠巴堂会，时间2:30pm
感谢神，文字讲座“绘本里的福音”顺利
举行，共有133人参加。本次讲座邀请到来自西
马文桥传播中心的黎美容姐妹（笔名：晨砚）
为我们解读“绘本”，并讲解如何透过绘本解
读来带出福音信息。这次所解读的绘本共有6
本，分别为：红瓶子、绿瓶子，熨斗，爸爸你
在这里！，骂人衣，留下的番薯，和不爱自己
的小圈圈。

徒如何奔跑天路，坚持到底的秘诀。三个重
点分别为：（一）放下重担、脱去罪恶（12:1
）、（二）存心忍耐（12:1）（三）仰望耶稣
（12:2-3）。本届毕业生代表致词者为田汶丰
弟兄。
致词过后，珍珍、婷婷、汶丰献唱一首诗
歌：“恩典的记号”，诉说着在这两年里面，
耶稣是如何陪伴他们走过这两年：一起学习、
一起经历风雨、一同走过低谷；无论是学习、
实习、工作、考试，处处都留下了耶稣恩典的
记号。最后，方友进牧师为三位结业生主持差
遣礼，聚会圆满结束。

献诗：恩典的记号

家
事
红瓶子、绿瓶子的故事讲到一个绿瓶子嫉妒 动
态
一个红瓶子，因为红瓶子的身价比较高。原来
红瓶子是用煤气窑来制造，而绿瓶子是用电窑
来作的。红瓶子的颜色之所以红是因为经过高
温和烟的熏染，而绿瓶子不需要经过这一切苦
难，所以身价比较低。这故事带出人生里的苦
难是有价值的。故事里的陶匠是上帝，祂爱我
们每一个人，祂爱红瓶子，也爱绿瓶子。“不
爱自己的小圈圈”带出来的含义是要爱我们本
来的样子，美容姐妹很幽默的说：蜜蜂是住在
组屋，而蜗牛小圈圈是住独立洋房。

文字部委员与讲员（左起第三）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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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福音堂
2015年教会年历表
主题：突破 成长 Rising Above The Ordinary
日期
01/1（四）
03/1（六）
06/1（二）
19/2（四）
28/2（六）
14-22/3(六-日)
21-22/3（六-日）
22/03（主日）
23-25/03（一-三）
29/3（日）
03/4（五）
05/4（日）
27-29/4（一-三）
01/5（五）
10/5（日）
30/5-14/6(六-日）
6/6（六）
21/6（日）
21/6（日）
10-12/7（五－日）
16-18/7（四－六）
29/7（三）

教会活动
――
突破成长日（1）
短宣开学礼
新春崇拜
两个月之短宣结业礼
文字营14-15/3(六-日)
婚前辅导课程
主日学主日
书记营
棕树主日/思亲日
受难节
复活节
牧者退修会
长执研讨会
母亲节
少年营（01-03/6）
弟兄营(？)
――
父亲节
捐血运动
神学课程《救赎论》
青年Life Game
《把握时机》课程

国家假期
阳历元旦
莫罕穆德诞辰
――
――
――
学校假期

备注

除夕（18/2）
讲员：黄子/晨砚

――
――
受难节
――
――
劳工节
――
学校假期
达雅节(1-2/6)
最高元首华诞(6/6)
――
――
――
开斋节 (18-19/7）
――

清明节（5/4）

卫塞节(1/6)

中央青年部主办
李健安牧师
29/7- 30/9，
每周一课。
华勇牧师

8-9/8（六－日）
信仰醒觉周
――
30-31/8（日-一）
突破成长营（30-31/8）
国庆日（31/8）
3-5/9（四-六）
新加坡IDMC大会
讲员:Edmund Chan
12/9（六）
伊甸园第二周年纪念
砂州州元首华诞
16/9（三）
圣工团研讨日
马来西亚日
19-27/9（六－日） 婚前辅导课程(19-20/9） 学校假期
24/9（四）
――
哈芝节
02-04/10(五－日)
第35届差传年会
――
讲员：戴继宗牧师
01/11（日）
会友大会
――
21-26/11（六-四） 神学课程（罗马书）
讲员：康来昌牧师
21/11-03/1/2016
――
学校年终假期
25/12（五）
圣诞节
圣诞节
待定：（1）主日学郊游日（各堂会自定日期）；（2）美里IDMC；（3）弟兄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