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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彩莲传道

圣诞节是一个爱的季节。在圣诞节时，
我们通常都会买礼物送人，送礼就是一种爱
的表达方式。基督徒会互相买礼物送给家
人，表达对家人的爱；主内弟兄姐妹也会互
相交换礼物，促进彼此的团契和友谊；即使
是还没信主的家庭，在圣诞节时多数也会买
圣诞礼物送给父母亲、配偶和孩子；藉着礼
物，把心中那份爱送给他们。见到对方收下
礼物露出开心的笑容时，我们对自己的付出
感到开心和满足，而对方也能感受到我们的
那份爱心和用心。
圣诞节是一个爱的季节，它实际是在诉
说着一个爱的故事……在两千多年前圣诞的
那个夜晚，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正在
看守着羊群，那天的天气很好，天空布满着
美丽的星星。突然间！天上出现强光照射在
牧羊人身上，牧羊人感到十分惧怕！在光中
牧羊人听见天使的声音，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
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
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
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
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之后，众天使离开他

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
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
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
瑟，看见那婴孩卧在马槽里。这个小婴孩就
是耶稣基督。
原来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降生。在两千
年前圣诞节的那个夜晚，上帝把祂的独生爱
子——耶稣，作为礼物送给世上所有的人，
表达祂对世人那份深深的爱。耶稣是上帝送
给世人最宝贵的礼物。我想，这也是圣诞节
送礼物的由来。但这个爱的故事没有到此结
束。
耶稣在圣诞节那天来到世上，从祂出生
在马槽的那天开始，祂已经决定走一条牺牲
的路。为了爱，为了拯救世人，祂甘愿走上
十字架，献出祂的所有。祂在十字架上牺牲
流血，以一个人的牺牲，换回世上所有人的
命。
原来，真正的礼物，是要为爱牺牲。耶
稣的牺牲、升天、复活，打败了罪的权势，
为这个爱的故事，做了完美的结局。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爱的季节
里，让我们一同学习分享和付出，把爱散播
开去，让这个爱的故事藉着我们延续下去。

主
编
笔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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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
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林后8：3-4）“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
力量”——也就是过了一个人能力底线的奉
献。“再三的求我们”——信徒一直求教会
领袖给他们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奉献，
这真是不可思议，但马其顿教会做到了。神
把这笔历史记载圣经中，除了肯定其永恒价
值，更是表示这是神所珍惜的。
二、主耶稣的榜样（林后8：9）
保罗以马其顿教会奉献的榜样进一步谈
到耶稣奉献自己的榜样：

主
题

极穷中的奉献

1. 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8：9）
天堂多美丽、华贵和舒服，但我们的主
却甘愿离开天堂，来到这个根本无法相比的
人间，甚至诞生在无比简陋龌龊的马槽里，
三十三年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祂自己
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
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路9：58）。祂因为爱
我们而牺牲，没有吭过一声，没有埋怨，也
没有计较过什么。

， 而 是 一 种 福 气 ； 八 章 10节 还 补 上 一 句 说 是
有“益”的。

2.叫我们因为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8
：9下）

在正常的条件下，我们要变穷是不容
易的。我国马来西亚按条件来说不应当变得
比较穷。不过，近来四处盛传行情很不好、
很不乐观，而2016年将会更不景气。加之
6%的销售税、马币的贬值、油价的滑落、
百物涨价，使得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人们初
尝贫穷的滋味。贫穷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
再奉献，或奉献减少呢？不然！我们要继续
奉献，甚至奉献更多。这是什么道理？是教
会募捐的噱头伎俩吗？非也！笔者认为，这
是难得在贫穷中操练奉献的时候，因为终于
我们有机会“穷”了。保罗也曾用马其顿“
极穷中的奉献”的榜样（林后8：2）来教导
哥林多教会有关信心奉献的道理。留意马其
顿教会不单是“贫穷中的奉献”，而是“极
穷中的奉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章1节开
门见山说，这是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
，而不希望读者因为对这恩无知，结果失去
了一次上帝赐恩的机会。由此可见，保罗领
悟到贫穷中的奉献绝非“累赘”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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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以祂的贫穷来成就我们的富足：
（1）永恒的富足，即来世和今生的属灵之福
气；（2）物质的富足，即信主后因为远离罪
恶而省下了许多的钱，例如：抽烟、赌博、
酗酒等所花费的钱；更因为信主，而生命改
变，追求上进，工作勤奋，生活条件也随着
提升了。
三、穷中奉献的操练（林后8：10）
贫穷中的奉献，如前文所说的，也就是
信心奉献。在操练之前，还是要弄清楚“信
心奉献”的定义，也就是：（1）对神的一种
信心的操练，因为爱神而有的一种选择，以
进一步的信心去经历神而引发的信心；（2）
既然是一种选择，它也就成为一种甘心的承
诺，为神国里的需要而立志在一年内承诺奉
献给神多少的钱，然后采用一次缴清或按月
缴交的方式交给教会财政；（3）一个人在超
过他能力底线所给的那一份，才叫着信心的
奉献，例如：一个人原本一个月只能奉献一
千元，但他却向上帝认献一千一百元，那超 主
出来的一百元即是信心的奉献。他虽不晓得 题
那一百元会从哪里得来，但他只相信神会预
备，然后藉着如此的奉献去经历神奇妙的作
为；（4）信心奉献绝非信心爆棚的奉献——
因为听了信息很感动，明明自己的能力仅限

一、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1.极穷中的奉献（林后8：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
们 乐 捐 的 厚 恩 。 ” （ 林 后 8： 2） “ 极 穷 ” 一
定是很穷很穷的意思——穷到一个地步，当他
来到礼拜堂，你为了表示热烈欢迎而拍了拍他
的肩膀，结果他的衣服因为你拍得太用力而“
啪啦”一声，撕裂不堪了。正所谓“抓襟见
肘”，这么穷的人大有理由不必奉献，他情有
可原。但他们却在历史中留下了极美的榜样，
他们不但依旧奉献，而且是在极穷的情况中奉
献！
2.信心的奉献（林后8：3-4）
极穷中的奉献其实也是信心的奉献。“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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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个月只能奉献一千元，结果却认献一万
元，那九千元不知道从哪里来；这是非常不
理智且不切实际的奉献。如何操练这贫穷中
信心的奉献？
1. 一颗愿意的心（8：12上）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8
：12上），也就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
爱的。”（9：7下）参与信心的奉献绝对不
能勉强，因为勉强就不是出于愿意的心。勉
强就是律法，而出于愿意的信心是超越律法
的。
2.有计划地完成目标（8：10下-11）
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8：10下-11）
；“预备好”（9：2）：好好的预备，一年
内完成，接近的时候还加以提醒（9：3-5）
。
3. 相信神的预备
其实神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为愿意奉献
主
题 的人预备所要奉献的钱，好比：一年里车子
特别少出状况，
结果省下维修费
的钱恰恰一百
元，又或如：
少生病、加薪、
意外的礼物或红
包、作农夫的
可能经历丰收等
等，甚至因参与
信心奉献而过更
简朴的生活。
生活简朴一点，
就能让人简单的
活下去。看看
我们家里没用的东西有多少？简朴并非当守
财奴，而是将节省下来的钱贡献给神的国，
祝福万族。论简朴生活，你可以有以下的操
练。在此略举一些操练简朴生活的点子：
（1）买你需要（need）的东西；而不
是想要（want）的东西。人心里想要的东西
五花八门，但往往都不是必需品。即使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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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多到可以轻易买得游艇、直升机………，
问题是有需要吗？
（2）减少到高级饭店用餐——偶尔去一
次，佳肴美食会显得更加美味；
（3）减少不必要的开销——尤其是为
了拿来炫耀自己身份的各类东西，好比：名
表、名牌皮包和各种名贵的衣饰与用品等
等。买车子也一样，最重要是适用，不要为
了炫耀而刻意买贵得惊人的车子。家里的用
具明明已经很多也很足够了，但因为看到别
人家的东西即高级又很有气派的样子，就按
奈不住也去跟风添购，这样的开销就没有必
要了。当然，如果基于“需要”，乃至“必
要”的情况下不得不买那高档的东西则另当
别论。如果能够省下那些钱用作差传会更有
意义；
（4）兼职工作——如果时间与精力许可
的话，可以在自己既有的工作以外兼职，但
大前提是不可影响原本正常的生活以及属灵
生命的追求；
（5）少看广告——在电视前，看到广告
时就特意上洗手间；不上洗手间，就对广告
说：“假的！假
的！”，因为广
告的目的是极尽
所能地吸引消费
者去购买各式各
样被夸大其实际
功效的产品；
（ 6 ） 节 省 开
销 ， 增 加 收
入——经济专家
说「省下来的就
是多赚的」，因
此只要我们在每
一件事上稍微动
动脑筋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举凡订机票、旅
行的地方、不花钱的运动、尽量节约家用水
电等等，都能凑成可观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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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已认献的数目为马币1,283,189.65(
至22/11/2015为止)，还缺马币4,716,810.35
。除了建堂的需要，2016年的福音/差传基金
认献目标是马币380万，已认献的数目是马
币2,451,080.02(至22/11/2015为止)，还缺
马币1,348,919.98。两个相差的数额加起来
是马币6,065,730.33。鼓励未参与信心奉献
的您索取两种不同的认献卡，经祷告填写后
投入奉献袋积极参与，尤其在目前稍微“贫
穷”的处境里的奉献，在神的眼中是格外有
意义和蒙福的。
结语：
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成为众教会及历世历
代教会的榜样之秘密何在？林前8：5是真
正的秘诀：“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
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秘诀是在“先把自己献给
主”——一个人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就
没有什么在他身边的东西是他不能奉献给主
的了。正如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
那人所作的一切，都不会觉的太多，总感觉
做不够而已。
马可福音12：42-44论到耶稣称赞一
位穷寡妇的奉献：“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
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
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
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

佳讯特辑
是自己有馀，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
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留意耶稣如何形容这寡妇的奉献：“自
己不足”，“一切养生”的。这就是信心的
奉献，过了底线的奉献，耶稣非常欣赏！再
留意经文说穷寡妇所投入的奉献是“两个小
钱，就是一个大钱”（42节）。以这样来描
述奉献的钱是非常有意义的——手握“两个
小钱”和握“一个大钱”在价值上是没有分
别的，但是在奉献的时候很有分别，因为前
者有选者权，后者没有。如果穷寡妇手中只
有一个大钱，她没得选择，她只能投一个大
钱。可是现在她手中有两个小钱，她可以把
一个小钱留给自己用，另一小钱给上帝，可
是她放弃了她的选择权，她把两个小钱全然
奉献给上帝。对穷寡妇来说，两个小钱不是
重点，重点是如马其顿教会一样，早已把自
己奉献给爱她的上帝。留意耶稣对这“极穷
中奉献”价值的计算法：“比众人所投的更
多”。
主
但愿我们不会因为不知道 “极穷”中爱
主的“奉献”在上帝眼中看为如此的宝贵，
而失去一次上帝可以赐恩于我们的机会（林
后8：1）。鼓励您在一个相对贫穷的2016年
里踊跃积极参于福音/差传和廉律建堂基金的
奉献，享受上帝所赐永恒的恩！

题

四、2016年神家的需要
在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美里福音
堂，我们属灵的家需要什么？我们最大的需
要是廉律的建堂。廉律建堂认献目标为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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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快乐，脸上没有泪水，心中没有叹
息。他们的使命是赞美神，一起欢呼：“圣
哉，圣哉，圣哉！”一起欢唱：“羔羊是配
得的！”歌唱赞美是喜悦快乐的表现：“有
喜乐的呢，他就该歌唱”（雅五13）。现
在，我们来看看这些快乐的生命，其快乐在
于给予。

文/方友进牧师

特
稿
➊

能
给
就
是
福

首先，他们全都给予：“天使岂不都是
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
力么？”（来一14）世上的人很少给予。大
多数人喜欢收到钱，留起来，存到银行，利
上生利。只有很少的人乐于给予，这样的人
常常不是最富有的人。而在天国，所有的生
命都乐于给予。给予是他们最大的快乐。去
看每一个天使的每一处所在，你在他们中间
绝对找不到储藏的任何财物。他们全都是服
役的灵。
其次，他们给予那些地位低于他们
的人。他们并不满足于帮助那些可以与他们
礼尚往来的人，而是不期待任何回报。在伯
利恒附近的旷野里有一些贫穷的牧羊人，天
使毫不犹豫地拜访他们，和善地把大好的福
音告诉他们。而且，似乎还有更多的天使乐
意传递好消息。过了没多久，就有一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路二 15）。还有，你们应
该记得天使对乞丐拉撒路是何等的和善。天
使垂下美丽的翅膀，把他带回亚伯拉罕的怀
里。

使徒行传20章17-38节是保罗最后一次
离开以弗所，与教会长老们道别时，所讲的
非常感人的一段话。他请他们所有的人见证
他与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无关的：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
给你们的”（26节）

我所使用这段经文的唯一论点就是我们
可称颂的主的话语：“施比受更为有福”：
1．我们应该慷慨地施与穷人，因为给予比收
受更使人快乐

一样避讳不传

有趣的是，他强调赒济穷苦的人是神
的旨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用这样的话作结
束：“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
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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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使人快乐，因为给予是所有快乐
的生命都乐意作的事。他们的快乐不是在于
接受，而是在于给予。想想天使，整本《圣
经》都显明天使是快乐的生命，超乎我们想
象的快乐。他们是圣洁的生命，永远行神的
旨意──圣洁和快乐密不可分。他们在天
国，总是沐浴在天父的微笑之中：“他们的
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太十八10

第三，最高等级的天使最爱给予。我们
有理由相信等级最高的天使降得最低，在事
奉神时给予最多。耶稣明明白白地说：“你
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佣人”（太
廿27）。那些目睹神的面光的天使降临服侍
神最低微的孩子。最快乐的天使之快乐在于
他比低于他的天使能给得更多，在甜蜜而谦
卑的事奉中降得更低。亲爱的读者们，你是
否经常祈祷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如果你说这话是真心诚意，
就意味着你要像天使一样事奉神，你的快乐
必在于给予。天使的快乐在于此，如果你要
像他们，就要有一颗服侍的心灵。

佳讯特辑
另外，我们也想想神的良善。我们对神
所知甚少，但我们知道祂无比快乐。你无法
使祂更快乐，也不能剥夺祂的快乐。我们也
知道许多事与祂的快乐有关，祂所作的每一
件事都使祂快乐。祂创造世界时，就说：“
一切甚好”。神喜欢创造，但是《圣经》表
明祂的快乐主要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
祂供应给万物的食用非常好，连一只麻雀也
不曾被忽视。整个世界都被咒诅，神完全可
以将世人毁灭，那样祂也不失公义；但祂没
有，因为祂喜爱怜恤。少壮狮子向神寻求食
物，乌鸦鸣叫时祂喂养它们。祂还赐予恶
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恶人；降雨给
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五45）。想想
神每天喂养了成千上万亵渎祂名、违背安息
日的人！祂赐给他们衣食，又让周围的人对
他们友善，但他们还是每天咒骂神。啊！这
清楚地表明神喜爱怜恤：“你们要慈悲，象
我们的父慈悲一样”（路六36）。更重要
的是，祂赐下祂的独生爱子。虽然祂倒空了
自己的胸怀，却没有不舍下这宝贵的礼物。 特
有些人日夜祈祷，要有神的形象：“耶和华 稿
啊，祢是应当称颂的；求祢将祢的律例教训 ➊
我”（诗一一九12）。如果你要像祂 ，就要
在给予上像祂。这是神主要的快乐，但愿你
在这方面像祂。
有人反对说：你想要我施舍给恶人，让
他们滥用财物吗？
我的回答是：神给予恶人。虽然他们滥
用神的赐福，但这并不能减少祂的快乐。神
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
给不义的人。把最好最多的给神的儿女当然
是对的；但你想要像神一样，就必须也给那
些忘恩负义的人，给那些邪僻的人。要记住
主耶稣的话：“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
借贷的，不可推辞”（太五42）。
耶稣是神的永生儿子，在一切事上与神
同等，在快乐上也不例外。祂在创世前就与
父神同享荣耀，但祂的快乐也包含了给予。
祂远高过所有天使，因此祂所给予的比他们
要多得多：“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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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
的赎价”（可十45）。祂 是最高的，却降得
最低。他们献上的是心甘情愿的服事，祂舍
的则是祂自己：“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后八9
）。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有些人日夜祈祷，
要成为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你们祈求自己能
上下内外都有基督的样式。如果是这样，你
们就必须在给予上像祂。枝子和树结的果子
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是枝子，就必须结同样
的果实。一个老神学家说得好：“如果基督
吝惜祂的宝血，就像我们吝惜我们的金钱一
样，那么我们会成为什么呢？”
有人说：“我的钱是我自己的”。基督

特
稿
➊

佳讯特辑
也可以说：“我的血是我自己的，我的生命是
我自己的，没有人可以从我这里夺去”。那
么，我们会落入什么境地呢？
还有人反对说：“穷人不值得我帮助”
。
基督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违背我圣
父律法的可耻的叛逆者；我要为这样的人舍命
吗？我可以给那些好天使啊！”但祂没有。祂
离开了九十九只羔羊，只为寻找这失落的一
只。祂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流了宝血。
还有人反对说：“穷人会滥用我们的帮
助”。基督也可以这样说，而且有更大的真理
权威。基督清楚知道千万人会践踏祂的宝血，
大多数人会蔑视它；许多人会利用它，拿它作
借口去犯更多的罪。但祂还是舍去了自己的宝

血。我亲爱的基督徒们，如果你们要效法基
督，就要更多、更常、更慷慨地给予那些邪
恶的、贫穷的、忘恩负义的和不配的人。基
督得荣耀，享受欢乐，你们也要这样。记住
主自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2. 给予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是基
督徒特有的品性在每一个大家庭里都有一个
管家，其职责是管理主人的财富，以使每一
个人都按时得到他应有的食物。你马上就可
以明白管家的快乐不在于接受更多的财富，
而在于把他所
得 的 适 当 分
配。如果在座
的有任何领班
或管家，你一
定清楚知道你
的快乐不在于
有多少财富经
过你的手，而
在于将它公正
地分配下去。
每一个管家的
快乐都在于给
予，而不在于
接受。
亲爱的基
督徒们，就你
所拥有的财富
而言，你只是
管家。你自己
其实连半文钱
也没有：“你
们去作生意，
直等我回来”
（路十九13）——这句话，写在所有的东西
上。最后的审判日已近在眼前，但愿你们都
是聪明的管家！那样，你就会更快乐一些。
魔鬼蛊惑你说：最好还是为自己和孩子积存
一些财物。但作一个诚实的管家要快乐得多
呢！
有人反对说：我处境悲惨。但你仍是管
家。为基督的缘故使用你所有的一切，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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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很好。不要忘了，那个善用两个他连得
的仆人也得到了奖赏。
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时，我们就与所有
弟兄姐妹联合。这是比其他社会关系更亲
密、更长久的关系。你身边的妻子有一天会
离开你，父亲和孩子、姐妹弟兄也许会与 你
永远分离；但基督徒之间不会这样。他们永
远是同一棵树上的枝子，同一座圣殿上的石
头。彼此帮助给我们带来快乐。在身体上，
一个肢体受了
伤或感觉软
弱， 其他肢
体会帮助它，
这是它们的快
乐所在。左手
受了伤，右手
会为之作一切
事，供应它一
切的需要。基
督的身体也是 特
这样。彼此帮 稿
助给我们带来 ➊
快乐，帮助别
人就像帮助自
己，帮助基
督。如果基督
衣裳褴褛，浑
身发抖地来到
你面前，你认
为能供应祂的
需要会令你不
快乐吗？对其
他贫穷的基
督徒你也要如
此供应：“这些事你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
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廿五
40）。啊呀，我有祸了！你们有多少人用粗
鲁的语言，恼羞成怒的脸色把基督从你门口
赶走！你还自称为基督徒，难道不感到羞愧
吗？
3．基督徒不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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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会因为给予而成为这个世界的失败
者：“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
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
滋润”（箴十一24）。
我在说世界要大为耻笑的事，但我请求
你们所作的，就是象庇哩亚人（徒十七10-12
），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
是。全本《圣经》都证明， 在这个世界拥有
丰裕的秘诀，就在于慷慨地施与。“当将你
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传十一1）这句话所提的是撒谷种。东方人总
是在田里淹满水时撒谷，稻谷确实就撒在水
面上。多日以后，水干了，一片稻苗遮满全
地。出于对基督的爱慷慨地施与穷人也是如
此——它看上去就象把钱扔掉，其实是把种
子撒到水里。不要怕，多日之后，你会大有
收成，你将用这个世界的金钱赚来回报。
生活贫寒的基督徒，你说自己若是富裕
特 的基督徒，就会欣然给予。但我如此贫穷，
稿 我能给什么呢？我只请你看看那些撒种的
➊ 人，他只有一点点，是否就不把那一点点撒
出去呢？没有，他更急切地把它们撒出去，
以得到更多。你也要这样做。
你对神的信心何等的小！“怜悯贫穷
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箴十九17）我相
信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不愿借给富人而
愿借给神的。你相信人，而不相信神。“神
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
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哥后九8
）神用祂的世界最小资源所能给你的，比你
全年给出去的都要多得多！信靠主！ 但恶人
不能信靠神，世人从心底里就不信神。
有些人说：“我今晚就开始，把你说的
话付诸实践，比平时多给一倍，看看我是否
能得到回报”。没有这样的事。我建议你留
住你的钱，如果你给予时是希望回报，那你
什么也得不到。
你必须像一个基督徒一样
施与，给得高兴，给得慷慨，给得自在，不
图回报；然后，神就会厚厚地赏赐你。要努
力：“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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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8）。那施与穷人的必不缺乏。
整本《圣经》显明，基督徒在永恒中必
照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恩赐而得赏赐。钱是一
种恩赐；如果你善用它，就绝不会失去你应得
的奖赏。基督清楚说过，祂会在审判中，根据
每个人对待贫穷的基督徒的方式来审判他们。
那些为基督多做工的，将要得丰盛的赏赐；那
些所作甚少的，赏赐也少。

佳讯特辑

佳讯特辑

从箴言谈基督徒理 财
文/叶绍雄牧师

我感谢神，基督会对你们中有些人
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
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太廿五34）。
亲爱的基督徒，继续为基督而活。不论日夜，
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自己是用重价买来的。
把你自己和你所有的财产交托在祂的手中，
说：“你要我作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然后，我就知道你在现时和永恒中会怎样感
觉：“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主帮助每一位神
的儿女都愿意成为好管家，乐意给予，乐意奉
献，因为神应许施比受者更为有福。

特
稿
➋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这句在财务界的至理名言，可说是已深
入民心，家喻户晓，几乎人人都可朗朗上口
背诵的口号。它的影响力从社会、商界、学
府、甚至到教会都有所渗透，纷纷开办不同
的钱财管理讲座，并邀请学有专精的专才，
如：财务规划师、投资业行家、经济学家、
银行家等来担任主讲人。就在这样的一股风
气猛吹之下，从小孩到大人都开始被教导学
习如何管理好自己的钱财，并透过投资、税
务管理、储蓄等等，达到财富的增加和累
积。正如马来谚语所说：sedikit sedikit lamalama jadi bukit（意为积少成多）。然而，笔
者关心的是，圣经又是怎么看理财这回事。

基督徒也谈理财？
基督徒是否也应该积极加入这场理财的
战场？又或，基督徒应该谨慎，避免陷入了

这场只以财富争夺为目的的钱财管理——叫
人更关注自己今生的资产、财富多寡，而失
去了对永恒的追求？另外，又恐怕今日基督
徒的理财，也成了追随世俗的风气，一味地
想要致富、发财，而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说：
（提前六6-11）“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
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
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
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
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
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
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
事……”
因此，属神的儿女，今天若有任何一场
的理财讲座是以单单赚取钱财，增加今生财
富为目的的，笔者认为，这不是我们应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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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出席的场合。同样，教会在举办任何理财
讲座时，也当避免“只讲钱”，而不讲信
仰、神、奉献等的圣经教导。

理财始于正确的观念
笔者必须澄清一点，笔者并不否定理财
的价值与正面性。只是，基督徒理财应当从
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为首要。其次，再谈如何
理财。
圣经的箴言书是一本智慧文学书卷，是
神启示给人的智慧圣言，也是一本生活指导
的宝库。美国著名的讲道学家温道（Chuck
Swindoll）这么说过：“箴言是圣经中一本
最实用的书卷”。因此，我想为这期【佳
讯】拟定这样的题目：『从箴言谈基督徒的
理财』，也莫过如此——理解基督徒可从箴
言书找到有关『理财生活』的实际教导。
箴言书为我们提供了对钱财所应建立的正确
观念包括：

1. 神是赐福的源头

特
基督徒相信上帝是万物的主，一切都是
稿 因祂 而造，藉祂 所造；祂 是那万物的源头，
➋ 也理所当然是人类蒙福的源头。箴言书十章
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
不加上忧虑”。认识并承认上帝是赐福的源
头，我们就不会整日胡思乱想，想要『发
财』，又或者过于依靠自己，想要寻找『快
速致富』的偏门之道。另外，认识上帝是赐
福的源头，也能帮助我们懂得平衡地看待生
活，随遇而安。
笔者认识一位老姐妹，是位退休的独居
老人，生活过着非常简单，且是常常仰望上
帝的供应。她独自租下了一间屋子作为落脚
的地方，好遮风挡雨。房子共有三间房，老
姐妹自己住了一间，其余的都出租。而老姐
妹主要靠这些房租收入来抵消屋子的租金。
她见证说：有一次，因租客搬走，房间便
空了出来等待招租，而老姐妹则面临房间若
没及时租出，下个月的屋租就无法凑齐。于
是，她便祷告寻求上帝。后来，有天早上，
有人来问租；问了，便走了。老姐妹心想，
这次不成交了。直到下午，那位前来询问的
人又折返，表示愿意租下该房间，并且愿
意以更高的价钱租借（因对方有特别私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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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这样，老姐妹不单有足够的钱付屋
租，甚至还有余剩的钱来贴补生活费用。只
见老姐妹连连地说：上帝真的很看顾我，赐
福给我，使我没有缺乏。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活生生信赖依靠
神的见证。承认上帝是赐福的源头，并且神
的赐福是叫人不加上忧虑。

1. 贪财之路不可行

面对钱财，作为基督徒必须承认，我们
不过是个管家，只是代为管理而已。因为基
督是我们的主，是造物主。箴言十四章31
节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
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神即是你我生命
的造物主，也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主宰；不单
是我们的生命，就连我们的家庭、时间、才
干、事业、金钱等，都应当承认祂是主，而
基督徒只是管家。既是管家，我们就不是拥
有者。持守这样的观念，基督徒在管理钱财
上，面对钱财的消费使用、投资规划等，都
势必存着更谨慎的心，因为知道有一天要向
神交账。

箴一19:“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
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箴十五27:“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
赂的，必得存活。”
圣经箴言警戒我们“勿贪恋钱财”，
行这路的人是会要了命的。因为贪恋钱财而
离弃了真道，这等人就把自己陷在死亡的网
罗里，这是圣经明明地警告基督徒的。另
外，贪恋钱财的伤害力足以害人害己，甚至
连累家人。这样的情况，在新闻报导中也常
有耳闻。因为贪财，就迷上了赌博、借高利
贷，最终导致倾家荡产，甚至还连累了家人
被高利贷追债，生活受困扰，生命受威胁。
因此，基督徒在理财时，应当避免“贪婪”
、“贪心”而选择走捷径、快速致富、短线
投机、高风险高回酬的投资管道；这一些投
资都具有“贪财”的嫌疑，想要在短时间内
获得最大的利润。这等人，是被财迷心窍，
成了金钱的奴隶，而非金钱的
管家。

3. 生命比钱更紧要

2. 不义之财不可取

2. 基督徒只是管家

世人追求财富，大多数离不开的就是想
为自己或为下一代遗留更多的财产；这一点
中国人尤为重视。然而，箴言十六章25节却
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
为死亡之路”。显然，人生的尽头所要面对
的乃是死亡，而不是财富；生命才是我们要
迫切解决的问题——来到人生的终局，你我
将往何处去？你找到答案了吗？
面对理财，基督徒非得理，且要好好地
理，因为我们是管家的身份，但绝非『拼了
老命来赚钱』。结果，把时间、生命都赔上
了，而属灵生命的投资却是空空地响亮，必
要羞愧见主面。
故，我们应当谨记：钱不是最重要的，
生命才是。

基督徒理财的守则：
基督徒应当如何理财？首先声明，笔者
在此并不是要讲解有关哪些投资的工具（这
也不是笔者的专长），而是想表达有关基督
徒在理财时当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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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十2:“不义之财，毫无益
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
亡。”
箴十六8:“多有财利，行事不
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
义。”
箴言的作者在此呼吁我们
要避行不义之事，以公义的方
法合理地赚取钱财。『公义』
，在原文包含有『正确』的意
思。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告诉我
们，不在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能达到
目的，那就是成功了。身为基督徒，我们却
不可如此！不正确的动机、行为、手段或方
法，这些都是有违圣经真理的，我们应当勇
敢地拒绝，说不！即使你可以从中获得丰厚
的利润和回酬，例如：放取高利（超高的利
率，如百分之三十利息）、买卖交易欺骗（
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劣质/仿制品，后以高昂正
品的价格售卖）、趁人之危（知道他人陷在
困境中，便故意压低对方的财物价格，廉价
取得）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在理财、赚取

钱财中所当逃避的不义之财。

3. 殷勤筹划仰望神
箴十4:“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
足。”
箴十二27:“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殷
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箴十三4:“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
得丰裕。”
箴二十一5:“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
躁的，都必缺乏。”
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认真工作，勤劳
赚取，这是积蓄财富的正途。相反，懒惰的
人，他的贫穷必要快快来到（六11，二十四
34）。『懒惰』，在希伯来原文含有怠惰的
意思，表示这人没有上进心，避免工作。甚
至，手懒到一个地步连自己进食都不愿意（
十九24，二十六15）。这等人终必将一无所
有。但那殷勤工作的必得丰裕，为自己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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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财。除了殷勤工作，也要有好的规划，作
正当的分配使用；不奢侈浪费，随意挥霍，
而能学习节制，量入而出。当今，不单是我
国，就连邻国新加坡也一致认为信用卡债是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无节制的使用，超支超
额，大花未来钱，使到自己成为卡奴，负债
累累（注1）。根据2014年10月31日的统
计，我国全州属共有11万人参与债务重组计
划管理。当中，因无节制刷卡和理财不当的
百分比占有33.6%（注2）。这是一个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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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运用金钱的机会（十七16）。这正是
回应了圣经箴言书最重要的主题思想——智
慧观。智慧人是敬畏上帝，晓得按神的心意
作理财的规划，尤其是生命永恒的投资。因
此，智慧人的眼目并不是定睛在钱财上，而
是定睛在耶和华，因晓得有将来永恒的生命
和永生的应许盼望。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
财宝，烦乱不安（箴十五16）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
尊荣、生命为赏赐（箴二十二4）
末了，有句话说：人的智慧或愚昧都可
从他对金钱的态度看出来。请问基督徒，在
钱财的管理上，你表现出智慧了吗？

的数据，同时也显示国人在金钱的规划使用
上是非常糟糕的。因此，面对理财，基督徒
特 当谨慎规划使用，殷勤工作，同时学习仰赖
上帝的供应，没有缺乏。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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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助人奉献尊崇神
箴三27:“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箴三9:“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有人这么说：基督徒理财不是积蓄，乃
是给予。圣经箴言书也教导我们，透过正当
的理财、赚取，使我们有余，就要帮助周济
穷人。不单这样，我们还要奉献给神，来尊
荣耶和华的名。
一，帮助人——使我们学习不成为守
财奴，而是成为一个有见识的管家，懂得管
理神所托付的财物。笔者曾经在一篇讲章信
息中分享到：『拥有』和『获得』的差别。
我们基督徒是从神那里获得供应，因在我们
的信仰观念中，我们承认并相信神是万物的
源头，祂 供应赏赐我们所需用的。因此，当
我们存“获得”的心态时，我们也就容易
放手，更能够学会去分享，因为你知道这是
从神那里获得供应的。相反，当我们存“拥
有”的心态时，你会紧握双手说：“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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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就不容易放手了。
二，奉献神——使我们学习尊主为大，
并且成为我们的提醒：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是向着祂，愿意来尊崇祂圣名。这
也是先知玛拉基提出“奉献”时，所特别提
到的十分之一：要以色列人献上当纳的十分
一奉献，作为表明他们的决心。‘心’是
转向神，‘意’即以色列民愿意顺服在神之
下，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避免他们重犯
他们列祖的错误——偏离神，忘了耶和华。
笔者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将她
的屋子出售后，将所得的利润十分之一奉献
给神。这笔钱本来可以用来偿还她新屋所欠
的银行贷款，但她却选择奉献给神，而继续
每个月缴付银行的贷款利息。这位姐妹的行
动正证明了她明白圣经的教导，并以尊崇耶
和华神的名为荣耀。

参考资料：
1. （注1）：马来西亚东方网2015年10月07
日 | 记者：王蓉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central/
zm801337。
2. （注2）：南洋网
2014-10-27
09:26

http://www.nanyang.com/node/658123。
3. 伍德科克著。《箴言（主题式研经）》聂
锦醺译。（香港：天道书楼出版，2000年）。
4. 刘少平著。《一步一步学箴言作智慧人（
上、下）》（台北：天恩出版社，2009年）。
5. 刘晓婷报导。<专栏作家-基督徒不能不理
财>《基督教今日报》2014年12月16日http://
www.cdn.org.tw/News.aspx?key=5231
6. 林修荣。<基督徒理财>《理财天地播音
室》2015年10月22日 http://www.moneyradio.
org/showSubCategory.php?SCID=2961。
7. 陈敏莉。敏莉理财心学堂2013年10月13
日 http://minlychen.blogspot.my/2013/10/blogpost_1081.html。
8. 钱保罗。<无债一身轻：基督徒理财原则>
《举目杂志》2005年11月1日。 http://behold.
oc.org/?p=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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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基督徒应当理财，作钱财的好管家；正
确正当地赚取，以便能够善用来帮助人，奉
献神。
故，应当谨记：基督徒『理财』最终
不是为了丰厚的资产积蓄，也不在乎你赚得
多少，而是在乎你如何使用钱财，作明智永
恒的投资。圣经箴言书说：愚昧人无知，因
对钱财不懂得作正确的选择，而失去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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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的话是
孩 子 脚 前 的灯、
路上的光
文/叶郑宗妮师母

记得九年前，有位很调皮、很难教的主日
学学生；还记得我曾经被他咬过，被他扯过头
发。后来，藉着一个有奖励性的读经计划，神
的话渐渐改变了他。当时，他是最快把一本一
本的《儿童圣经》读完。每个星期，他都会拿
来给老师看，证明他有在读圣经。

师
母
九年后的今天，我在一个青少就职礼上，
系 看见了这位当年调皮的主日学学生，已经长得
列 人高马大，且他就站在台上就职，成为了少年
团职员之一。感谢赞美主！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话成为了他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
××××××××××××××××××××
有一天，主日学后，我的孩子也拿了同一
本《儿童圣经》回家。他告诉我说：“老师让
我回家每天看一页”。
当时，我手捧起这本不怎么起眼的《儿
童圣经》——它虽没有亮丽的色彩，只有黑白
的图片及经文；但我知道，这本儿童圣经曾经
改变了一个孩子的生命，未来还要继续塑造改
变无数的生命。因为，她里头充满着神的话（
圣经经文），是带有能力、功效的，是活泼的
（路1:37，来4:12）。它不会过时，仍然能帮
助孩子更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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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得 ， 有 一 次 在 前 往 婆 婆 家 的 路 途中 ，
孩子忽然间问道：“妈妈，为什么太阳对我
们很重要？”正当要解答他的问题时，他紧
接著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交通灯是上帝创
造的吗？”于是，我便回答他说：不是上帝
创造的，但，是人用上帝所造之物发明的。
后来，我回想我们之间的对话，便思想着
孩子为何会问这样的问题？就在前三个星期
里，我每天陪孩子读的儿童圣经，都是围绕
在上帝创造的经文。神的话，已经潜移默化
地深植他的脑海中。孩子的反应，让我明白
了何谓：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
当孩子每天有读“神的话”的时候，他
自然就会想到神。神的话自然就会成为他脚前
的灯、路上的光。
各位为人父母者，让我们试想一想：每
一天影响我们孩子的“话语”是什么呢？是
哪一种话呢？“吃饱了没？”、“今天在学校
好吗？”、“功课做好了吗？还不赶快去做”
等等。除此，现在的孩子每天都很忙，忙着学
习华语、国语、英语、数学……甚至还要去补
习。补习回来，到了晚上，还要做功课……就
这样过了一天！试问，在这一天里，孩子所接
触的“话语”是什么？几乎都是围绕在课业上
的话题。再不然，就是父母在“品格”上的教
导。比方说：“看见阿姨，怎么没叫人”、“
不要一直做低头族”、“做人要有礼貌”、“
东西不要乱丢”等等。有一次，我听到电台广
播这么说：“课业分数固然重要，但品格更
为总要。品格虽然没有分数，但，它却是我们
出到社会时最重要的。”我听后，随即加了一
句：“课业固然重要，品格更重要，但神的话
却是最不能少的。”
现今，在这个世代，若孩子没有神的话
引导他，他就会很轻易被这世界拉去。渐渐
的，他就会离开主，甚至做不讨神喜悦的事。
可能你会说：孩子现在读书最重要，孩子的品
格也很重要。但是，你有想过吗？主来的时
候，你的孩子能得救吗？“信仰”可能对现在
的你来说，会觉得比不上华、国、英、数理和
品格来得重要，但，当见主面时，“信仰”却
是不能改，也不能后悔的。

一天几分钟，神的话能改变我们，神的
话能改变孩子。
交通灯不是上帝造的，但是是用上帝所
造之物而做出来。你看见交通灯时，你会想起
造物主吗？你会想起源头吗？
世界不断地在改变，你会记得那最初造
世界的上帝吗？
××××××××××××××××××××
来到12月份，圣诞节的足音也近了。请
问，我们家中的孩子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降生而
欢庆？还是因为圣诞老公公而高兴呢？让我们
拿起圣经，告诉我们的孩子，圣诞节是记念我
们主耶稣为我们降生。

师
母
让神的话不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 系
的光，也一样成为我们儿孙的灯光。让他们从 列
圣经，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过时。

小认识神，谨记神的话；等他们无论进入中
学，进入社会，无论人生遇到何境况，他都能
站立得住，且有神的话指引他们继续前进。

今天，差传年会崇拜信息，讲员曾提
到：末日真的要近了。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孩子得到救恩了吗？孙子得到救恩了吗？你有
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吗？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
好，只会越来越差。孩子以后可以有足够的能
力面对这个越来越差的社会吗？同性恋合法
化，他们会随波逐流吗？还是他们能靠着主站
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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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是谁搞错了

「以马内利」？
还记得吗？
在伊甸园里，伴随着凉风，
「以马内利」的神在那里行走。
一切园中的走兽、昆虫、飞鸟都任你管理。
喔！还有你的伴侣，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是你所深爱的。
每日你们可以听见神清晰的脚步……
那是「以马内利」。
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唯独那颗……唯独那颗。
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悖逆」取代了

心
「以马内利」！
灵
那一天，你们靠近了唯独那颗，
博
摘下了唯独那颗……
客

尝了唯独那颗的「禁果」。
从此，你们被「害怕」掌控了，
「害怕」好像得胜了「以马内利」！
「逐出」、「忧苦」、「死亡」、
「争战」、「苦毒」、「杀害」、
「嫉妒」……成了你的「以马内利」。
那一天，神在园中一边走一边呼唤着：
「你.在.哪.里？」
那一天，竟然持续走到了今天。
是谁搞错了真正的「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神在园中一边走，一边呼唤着：
「你.在.哪.里？」
你忘记了吗？你的以马内利？
祂没有忘记！
祂，竟「道成了肉身」;
祂，竟「住在我们中间」;
祂来了，祂真的来了。祂的跫音清晰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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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纪念
主耶稣的节日

文/丁华庆牧师

文/朱运利

每每靠近圣诞节，内心总有一份期待，
一种感怀；因为，这是一个纪念主基督耶稣
的节日。
    从 来 不 否 认 ， 喜 欢 圣 诞 节 ， 喜 欢 它 带 来
的欢乐气氛，喜欢它带来的安宁氛围，正如
圣经路加福音2章十至十四节记载：那天使对
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
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
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
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
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上帝！在地上平
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2章七节，清楚地记载了小耶稣
诞生之前的故事。设想身为主耶稣父母的约
瑟和马利亚，他们所经历的过程，连找一个
待产的地方都没有的窘境，我们是否会有情
何以堪的感受？约瑟带着大腹便便的妻子，
从拿撒勒到伯利恒，这路程确实非常远，需
要耗用的时间也很长；更甚的是，他们抵达
时，没有地方可以让马利亚生产。就在马利
亚临产的那一段时间，约瑟终于找到了让妻
子生产的地方:一个马走廊里的畜棚。主耶稣
的母亲马利亚，就在这里，诞下了被称为以
马内利的小耶稣。
     另 外 一 节 经 文 ， 将 全 本 圣 经 的 主 题 思
想点出，那就是约翰福音3章十六节：“上
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
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上帝爱你，为你赐下耶稣，完成救
恩。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你现在
接受相信祂，作上帝的儿女，使你今年的圣

诞节充满特别的意义和喜乐，让你在今年度过
一个最璀璨的圣诞节。
    于 我 ， 有 主 耶 稣 的 圣 诞 节 最 美 ， 最 有 意
义。主耶稣是圣诞节的主角。静思纪念主耶稣
诞辰的圣诞节，我的心扉总会不期然地引涌了
一份温馨的感觉，感受上帝对我的爱。我知
道，圣诞节对我的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主耶稣
的诞生带来真正的爱，让我看见希望，明白生
命的可贵。
     圣 诞 节 也 提 醒 我 ， 这 是 主 耶 稣 诞 生 的 日
子。这一天，主耶稣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
与人类同在。主耶稣降世，道成肉身，是为我
们担当罪恶，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
活，成就了救恩；将来祂要第二次再来。所以
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信祂而蒙恩得救，
这位能叫我们得救的耶稣，就是福音，福音也
就是关于主耶稣的事迹。圣诞节的意义之一在
于盼望，那就是：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带
领信徒进入新天新地。
     是的，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来到世间使到
人类的历史从此改变。祂胜过了死亡，从死里
复活，拆毁了罪的权势，破坏了撒但的诡计。
祂为人类带来伟大的救赎福音，拯救人类的灵
魂，不再受罪的辖制，有永生的盼望。
     这 时 候 ， 适 逢 圣 诞 佳 节 ， 让 我 们 一 起 祷
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祢，在这普天同
庆的圣诞佳节里，让我认识耶稣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是圣诞节的主角；现在我愿意悔改
认罪，接受和相信耶稣作我的救主，使我罪得
赦免，得着新生命，成为你的儿女，从今以后
过新的生活，荣耀你的名。”

福
音
列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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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着是为了事奉主。从1975年进入神
文/王向美牧师

学院至今2015年荣休，能够服侍主40年，到
退休年龄，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和保守。

地妇女事工主任、委员们交流，分享妇女事

以下这首诗歌是我这一生服事主的祷告：

工，并在主日证道。我在班登佳美堂服事这
感谢赞美主，祂 赐给我一位敬虔爱主的

退休
感言

母亲。她在我两岁时就把我奉献给主用，从

18年半里，曾多次参加大西北，上海和哈撒
克斯坦培训。

那天起，她就一直为我祷告。直到我20岁那

求主教我听主恩言，使我向人作主回声，
使我寻找迷路同胞，如主追寻沦落子民。
求主传授无价珍言，使我也能向人传述，

年决志献身，母亲才告诉我，她已经为我祷

我是何等人？我本来就是胆怯、拙口

告了18年。母亲继续不断为我的服侍祷告，

笨舌的；但却蒙了神的选召，做了许多我认

使我言辞如生双翼，常能飞入人心深处。

直到我到了退休年龄才安返天家。

为不能做到的事。这一切都是天父上帝的恩

求主赐我丰富生命，愿主丰盛充满我心，

典，是主每步的带领与保守，是主的慈悲
母亲给我取名向美，她的心意是：“我

和怜悯。如今会友中有许多人已经在天家服

一生都向着美的方向”。感谢赞美主，我“

侍，学生中已有许多成为主忠心良善的仆

一生佳美”，是因为天父上帝的恩典和母亲

人，在不同的岗位上被主使用，许多弟兄姐

每一天用膝盖俯伏神面前的祈祷。

妹属灵生命上得以成长、爱主、热心服侍
主，这一切都是我的喜乐，感动和欣慰，愿

有一个牧者问我：“牧师，您退休之

一切荣耀，感谢，赞美都归于神！

求主用我不将我弃，愿遵主旨随时随地，
直到一日见主圣容，分享光荣喜乐安息。
《一生佳美》，如经上所记：“报福
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10：15）

后，生活有不一样吗？”其实没太大差
别，我还是一样服侍，还是作以前所作

记得母亲曾对我说：“世界上的工作

的事，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不再受薪

有许多人争着做，有许多人可以做，但神的

了。

家缺少工人，儿啊，你要为主摆上啊！做世
上的工作，它的价值也只是今生的，是暂时
回顾过往40年，我曾自费，凭

的。做神的工是没有停止的，并且有永恒的

着信心到新加坡神学院及中

价值。”感谢赞美主！主肯选我一生来服侍

华福音神学院受装备。并曾

祂。实际上，我们现今在地上的服侍，是为

在砂拉越泗里街卫理公会怀

思想言语如火发热，宣扬主爱赞美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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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操练以后在天家永恒的服侍。

仁堂及吉隆坡卫理公会甲
洞堂服事，后来到沙巴巴色

有人说，退休后的生活会变得单调、心

会担波罗里堂服事，最后在

情会变得孤独、心里总感觉少了什么、朋友

西马班登佳美堂服事。我也

圈也会减少了；60岁就是夕阳西下了，70

曾经在沙巴神学院及马来西亚

岁就是古稀之年了。但我并不以为然，如今

圣经神学院教课。在担任巴

神赐我更多服侍的机会，神把许多有需要的

色会总会妇女事工主任时,我

人摆在我面前，或者说我看见更多人需要帮

被派到瑞士及德国参加宣教差

助、关怀、鼓励、扶持、祷告和教导。

传月，并在当地教会分享巴色
会妇女事工和传讲神的话语。
我也曾带领巴色会总会妇女委
员团出访台湾及新加坡，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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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爱

文/朱施琼（母堂）

不让别人看不起我们；只可惜，那时候的我

没有老爸，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也许还

们不怎么珍惜，也不体会。爸爸在我们还小

没有能力能为他付出太多，但我向上帝祷告

的时候，不断地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叮咛着

说：“我的阿爸父啊，谢谢祢的爱，让我享有

我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做。他不断地

父亲厚厚和幸福的爱，我祈求主，赐爸爸拥有

灌输我们做人的道理，而那时候的我，只觉

强壮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幸福地活着，因为

得爸爸很烦，从不体会我们少年人，年轻人

有一天我要爸爸看着我步入幸福的婚姻。我要

的心，甚至觉得爸爸很土，没有见识，没有

爸爸牵着我的小手，步入那美丽的教堂。”

关爱。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被爸爸狠狠
大声骂一顿，当时的我，只觉得爸爸从不体

我想借这篇文章，向爸爸表达我对他的

会我，不明白我的想法，而我也学会和爸爸

爱。谢谢你爸爸，我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

顶嘴，气得爸爸不知拿我怎么办。小时候的

乐！永远爱你！

我，无法了解爸爸的辛苦、严肃、他心中的
痛、眼泪、那份心思和爱。

注：笔者写于2015年的父亲节

时光不停留，渐渐长大后，我大学毕业
了，学位得手了。开始踏入社会，认识了许
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接触了许多从未触
碰过的大小事情，我开始害怕了。我学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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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赚钱，不跟爸爸拿钱，这时我才知道原
来钱真的很难赚，需要努力地付出及用心才
能赚取那薄弱的收入。我开始体会爸爸的用
心，爸爸这一路走来那辛苦的眼泪是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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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
时间飞逝，一眨眼，二十三年的时光就

识，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

这样的飘过了。我还来不及回味那些年的点
点滴滴，爸爸的头发却全白了。

小时候，看见别人拥有什么，就吵着跟
爸爸要；爸爸不给，就哭得泪流满面、眼睛

小时候，我很顽皮，爱捣蛋，爱哭，爱

红肿、鼻涕直流，我很生气爸爸为什么不给

耍脾气。时不时把爸爸气得五孔冒烟、脸色

我，难道爸爸不爱我？难道爸爸眼里没有我

通红，脾气都爆发出来了。爸爸那严肃的样

吗？有时候爸爸看我哭得很可怜，他心疼起

子，让我们三兄妹都怕得无处可躲、无处可

来，钱包里虽然剩不多的钱，也把我所爱的

逃，只能乖乖地交出自己让爸爸狠狠地训了

东西买给我。爸爸非常努力工作赚钱，在外

一顿。

奔跑，早出晚归，只为了赚那一点点、微不
足道的钱；他的内心不断地告诉他：“家里

小时候，爸爸时常带我们一家人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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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们在等着我。”

旅行游玩，就只盼一家人快乐的时光都在一

这短短的二十三年，他在外打拼，只

起，这让我们从小对外面的世界有不少认

为了让我们有机会读书，拥有更多的知识，

我的家并不如想象中的完美。我们有难
过、煎熬和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目睹爸
爸的软弱、心痛，看见他无助的在我面前痛
哭流泪。当时，爸爸无力地抓住我的手，我
感觉爸爸快撑不过来了，他的叹气、绝望、
难过、痛哭，我都看在眼里。身为大姐的
我，却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那时，只
知道唯有上帝才能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感
恩，因为知道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向
阿爸父祷告、祈求、寻求，上帝就让我们看
见祂的爱，是那么的伟大！
我感恩，上帝赐我一个那么疼爱我，愿
意为家庭付出一切，愿意给我所有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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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man can be a father,
but it takes someone
special to be a Dad.”

by: Jack Loh （母堂）

This saying is exceptionally true to me. In my
life, I’ve never felt that my Dad wasn’t there. He’s
always somewhere when you need him - in the
living lounge reading his newspaper, in the study
doing devotional, in his room watching tennis or
a phone call away. Even if he’s not there, he has
already given me considerable advice and they
readily pop up in my head when I need them.

非
常
Being the eldest of four children, I was always
见
证 taught by my father to be a good example - and
3 rightfully so. Maybe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n’t

able to se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so I was always
complaining: “Why is it my fault, again?” Well,
truth be told, it was my fault and I was able to see
it when I grew older. As the eldest child, I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tting an example for my siblings.
My Dad himself sets good examples in spreading
the Gospel of Christ. In almost all of our travels,
whenever we saw him having an in-depth
conversation with some random people whom we
happened to meet - whether a cashier or a taxi
driver - we were sure that he would most probably
be proclaiming the salvation message of our Lord
Jesus. When he’d done, he would usually tell us:
“Good news must be shared. I’m glad that they
made that prayer to accept Jesus as their Lord.”
I would then ask him: “How can you be so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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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y truly believe? Some people just don’t like
rejecting, Dad.” His reply was - “You don’t have
to worry whether or not they truly believe. Y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sow the seed. God will water it
and make it grow.” Furthermore, since I was a child
up until today, I have often seen him joining the
church’s missionary trips.
I also have a very profound memory of instances
in which he taught us never to look down on the
poor and needy but to help them when we ourselves
are able to earn a living. One of these instances
was the one time when we were in our car and we
saw a father riding a motorcycle with his little child
sandwiched between him and his wife. My father
said, “Not everyon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ride in a
car like us. So, you must appreciate and help the less
fortunate when you’re able to make money.”

In his early Christian years, my father was not
as serious about being Christ-like as he is now. I
remembered him buying 4D numbers and letting
my sister scratch the patches off using a coin. But
as I grew older, he taught us differently. He told
us never to gamble, even though it involved only
a small amount. “It’s not about the amount,” he
would say. “It’s about the intention - being greedy.”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a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Some people, eager for money, have wandered
from the faith and pierced themselves with many
griefs.” (1 Timothy 6:10)
On one occasion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I remember him telling me before I got off
the car at school, “If someone hit you, hit them
back! Don’t be afraid. You’re a man!” But now,
his advice is: “Do not repay evil with evil. Forgive
people who do you bad. Because God forgives us,
you ought to forgive too. Do not take revenge.”
My Dad is also constantly encouraging us to read
the Bible, to do daily devotions and to pray. In our
home, he’s always the one leading prayers - at the
dining table before having our meals, in the car
before going off to school or in the hospital when
my grandmother was sick. When we are stressed
out, he will encourage us, pray for us, and pray
with us. He will also randomly place devotional
books on our tables, expecting us to read them.
There are a few verses that he frequently reminds
me:

Proverbs 16:3
“Commit to the LORD whatever you 		
do, and He will establish your plans.”
Proverbs 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Isaiah 41:10
“So do not fear, for I am with you;
do not be dismayed, for I am your God.
I will strengthen you and help you;
I will uphold you with My righteous
right hand.”
Micah 6:8
“He has shown you, O mortal,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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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he is not a perfect father, I believe
that my earthly father wants the best for me; how
much more does my Heavenly Father, who is
perfect in every way. I thank God for providing me
a wonderful and loving father while I’m on Earth;
a father who has led me to love and know more
about my Father in Heaven. Praise and glory to the
LORD our Go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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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的差传理念

文/杨思妮（联堂）

开往天堂的

文/杨晓君传道

有一位牧师，他是一位差传学者。一

趣的是儿童差传事工。教会可以举办儿童宣

天，他思想着如何提升众教会对差传的意

教营，透过营会活动和信息让儿童认识宣教

识，边想边喝着太太给他的乳酸菌饮料。突

和宣教士，并鼓励他们以行动来回应，如：

然，他从乳酸菌饮料得到灵感。他想，某厂

祷告、认领贫寒学生、奉献、与父母参与宣

商若制造了一种新品牌的乳酸菌饮料，他需

教活动等，让他们从小就培养差传的意识，

要采用三种主要的途径来提高消费者对这个

体会父神爱人灵魂的心意，并作主小小的明

新产品的意识，以争取更多的订单。

灯，为主发光。

首先，他需要改良新品牌乳酸菌的饮料

今年的差传年会，我虽然不在你们当

成分。货物本身要好，才能有持久的市场。

中，但深知上主必向我们表明祂的心意，让

第二途径，透过广告和报章等推介和教育新

我们提升自己对宣教的意识，并以行动去接

品牌乳酸菌的优点。第三种途径就是提升消

受挑战。

佳 费者对乳酸菌的营养概念，增加他们对饮料
美 的需求和喜好。从这里，他意识到要提升教
脚
会的差传意识，同样也可以采用这三种途
纵
径。

首先，宣教事工与宣教士也需要不断的
改善和提升。宣教士要有进修的机会，与教
会和会友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到更具挑战
的宣教工场等。其二，藉着差传的推介和
教育来提升信徒的差传意识，如：教会
周迅、特刊、展览、差遣礼、宣教士见
证等。其三，透过参与宣教活动，增强
信徒的差传意识。可鼓励信徒参加宣
教活动，让他们从中去经历和体验，拓
展视野。而当他们有了新的视野，差传的
意识也就跟着提升。
陈方牧师是我的差传学恩师。他不但
提升了我对差传事工的认识，也挑战我去
思考如何在教会推展差传。其中让我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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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陈方牧师

福音车
旅游巴士能载人快乐、短暂地去欣赏美

续教了六堂课！原来，小时候因着叔叔的爱

丽的景点，让美好的回忆记录在人脑海的相

心接送，去主日学上了一堂神创造的课，这

机里；而福音车，不只是载人去教会，更可

教导已经深深烙印在我幼小的心里！

能是载人前往天堂的直通车，让人喜乐得救
的名记录在天国的生命册里。

生
活
我在吉隆坡读书工作将近十年，去教 小
会都是靠走路、招德士、坐巴士，有些许不 品

当我还在读小学时，教会有个叔叔开

便。有时，有弟兄姐妹愿意顺道接送我们去

福音车到我家，接我们三姐妹去上主日学，

教会，我们就感到无比快乐享受。有了自己

但爸妈没去。我就在教会听了神创造的第

的车子之后，心里觉得这是上帝的赐福，我

一课。回家时，老师给了我一本神创造六天

们也该祝福别人，所以我们就买了一辆七人

的图画书；我把它当宝贝一样一直拿着看，

座轿车。几个月后，教会开设免费英文补习

不舍得涂色。第二次去上主日学，只有我一

班，我们就在每个星期六正午放工后，载弱

人去。到了第三次，我躲在窗口下，偷偷

势小孩们去教会的英文班。满满一车来回，

看着按喇叭呼唤我出来的福音车叔叔，心里

关系就建立在沟通分享的路上。

念着：“我不在家，你走吧！”当叔叔离开
后，我就后悔了；我好想去主日学喔，可惜

当初在台湾时，每星期日我们也载邻

没人陪我去。叔叔又来了几次，碰了门钉后

居小朋友去崇拜。他们都是弱势群体，也是

就没再来了。

天真无邪的人，喜好都表露无疑。确保他们
坐好，系上安全带，不在车上斗嘴是一门学

自此，十年过去了，神却没有放弃我。

问。

后来，因为爸爸每星期日载我去教会听福
音，我信了耶稣，也当起了主日学老师。我

后来，坐我们的车去教会的三个孩子信

设计教导“神创造”这课题时，竟然可以连

了耶稣，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有一次，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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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的小孩说他下礼拜天不能去教会，因为

驾回教会，再开车回家。乘车的人可能会弄脏

他需要帮忙家里“拜拜”。到了礼拜天，他

你宝贝车的沙发，有的孩童也会因有车坐而兴

问我们：他因为“拜拜”没去教会，上帝是

奋得在车内失控乱跳，大声说话。

不是不喜欢？几个星期后的有次崇拜后，有
领取教会每月赠补助食物的他，却叫我们载

为了领人归主上天堂，你愿意驾福音车

他去庙宇，因为那里有免费派米。你说，被

载人去教会吗？你的私家车有空位载人去教会

当做“顺风驴”的我们还应该载他去教会，

吗？曾经有人愿意劳苦载我去教会，他不知道

继续关爱他吗？

二十年后的我成了载孩童去教会的宣教士。愿

佳讯拼盘

让文字

化凡为奇

文/杨颜祯（廉律）

你我小小、少少的付出，不但载人去教会，更
摩西带着一群从埃及出来，在旷野四十
年不懂感恩，喜好埋怨的以色列人；摩西并
没有撇下神托付他的重任。我只能说，若是
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人，身为神仆人的我们也
不可以擅自停止让他聚会，因为每个人都需
要自己向上帝交帐。
一般，会坐福音车去教会的人都是自
己没有车或是较低收入的人，也可能住得较

生
活 远。身为司机，需要大大提早出门的时间去
小 每一家接人。聚会后，司机也是最后一个回
品 到家。若开的是教会的福音车，你还得把车

是载人上天堂！
写文章的人来自不同背景，当然有一
套自己说话的方式和习惯，又有他自己的味
道。比如说同一种情形，有人会说：“看着
办吧”，而也有人会说：“看菜吃饭。”当
编辑的要小心手上的那把刀，随意挥动，最
后很可能把别人都变成你自己，因为你删了
别人的，加上了你自己的一套。
写文章，可简单就简单，不要左转右
转。比如说：“公开给家人知道”，只需
说：“告诉家人”，就可以了。

书
香
畦

福音文字里，常见到的是见证文章。见
证一般上是有人口述，然后由另一人代为记
录整理。或称为“采访稿”。采访有时会有
一个难处，就是受访者说得不多，或者说了
一些看来很平凡的事情，平凡得叫人无从下
笔。
最后，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一起写出亮
丽，能打动人心的文字。文字是沟通的桥
梁，透过文字，彼此沟通、彼此了解。Let
The Words Shine!

书籍介绍：
本书是作者十年来的编辑留痕文字记
录。文章按序分为：入门功夫、诊断分辨、
创作一二，且也分析。作者实际、丰富的写
作心得，深入浅出的分享，使读者犹如上了
一堂极其生动的写作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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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启地区三福宣教培训之感言
文/陈通文（古晋福音堂）

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去到创启
地区做传福音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几天。
我愿意离乡背井，去到远方为神工作，乃是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成为我的推动
力，所以我乐于把这个好消息与人分享，使
他们也因肯定有永生而欢呼喜乐。
起初我只是抱着一种观摩的心态去参与
这次宣教，没想到这次宣教队让我留下的感
言却是：
“值得考虑把主预留给我的年日，为主
的福音而燃烧”。
摩西在世120年就离世了，主耶稣也只
有33年时间就离世升天了。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倘若主赐
我强壮可到八十岁的话，至少还有25年传福
三 音的时间。

福
园 圣经说：地 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弗5：16）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加4：5）

今天的世代遍布邪恶，我们应当提高警
觉，持守崇高的道德原则，以智慧行事，随
时随地预备行善。
(i)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
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
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
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
因你得福。”（创12：1～3）

不只是

蔡颂辉牧师

派发永生作礼物

(ii)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
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
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加3：8）
愿美里福音堂在马来西亚直到世界各地
都成为一间叫人得福的教会，使地上的万国万
族都因我们得福。
万众同路结出一心，不怕浪滔滔，
专心的祷告，听主教导，委身去传道，
未畏长路纵有崎岖，冲破罪圈套，
儆醒的祷告，教会建造，永不要停步。

灵
粮
咀
嚼

迈向前路，流泪撒种，天国渐展开，
欢欣的收割，应许确实，主必同在。
副歌：
真光滔万象，引领我前航，
将福音四海宣扬，
归主的路上，你我去传颂，
天国是故乡。

“她（马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
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
救出来。”（太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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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常被称为一个“好消息”，可是
这个消息之所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背後
是一个“坏消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坏
消息有多坏，我们就不知道好消息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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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个消息坏透了，我们
才能真正的领悟到圣诞的消息好极了。这个
坏消息就是“罪恶是极可怕的”。因为罪恶
极可怕，所以神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降世成为人，并且为人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
上。如果人的罪对神不是大事，为何要作出
这么大的牺牲？既然神愿意作出这么大的牺
牲，显示罪在神眼中是很重大的一件事。请
留意，我并没有说：“罪恶已经到了一个很
可怕的地步”，或说“罪恶已经到了一个很
严重的程度”。我所说的是，罪恶本身是一
件很可怕的事，并不在於它多少。即使罪的
份量并不多，但是在神眼中罪恶就是一件严
重的事情，所以亲自降世施行救赎。

灵
粮
咀
嚼

救赎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面，是
耶稣是要借着死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耶稣
的出生有一个与一般人绝然不同之处，就是
他的出生是“有目的的出生”。他的出生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使命，这是明听起来很奇
怪——死。耶稣的生是为了死，他为死而
生，为死而来到人间。
原来，神按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
了人，当时的人是圣洁的，与圣洁的神保持
着亲密的关系。可是后来人犯了罪，从此和
圣洁、不可冒犯的神关系破裂了，人也因此
需要承受犯罪的后果——死亡。这里所谓的
死亡，并不只是肉体的衰残，而是永远与神
隔绝，并因此承受永恒的刑罚。然而，神爱
世人，亲自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无罪
之身代替所有有罪的人，使人可因着单单用
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就重新与神修补破裂的关
系，并因此承受永生。所谓永生，就是免去
永恒的刑罚，永远与神同在。这是“他要将
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一层面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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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单单停留在这一个层
面，许多信徒因为只了解这个层面， 所以就
作出了以下错误的推论：“既然我们已经因
信白白得救了，那么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行
为了，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影响我上天堂。”
这是对救恩普遍的错误理解。“祂要将自己
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还有第二层面的含
义，就是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
奴役，使人不再服事罪恶，乃是从罪中得到
自由，过圣洁的生活。因此，人没有借口说
既然得救了就可以仍然活在罪中，会这样做
的人可能根本还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用中国经常发生的矿难事件来理解
吧。假设有一个煤矿场倒塌了，数百名矿工
受困在其中，我们是拯救队伍。你想，作为
拯救队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把受困
的矿工救出来，对不对？假如作为拯救队长
的我说：“不必这么麻烦，只要让矿工能
活着就好，所以，我们只要按时候送食物进
去就行了，不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这样
行吗？我肯定会被受困之矿工的家属打死！
为什么？因为所谓拯救，不只是要让矿工活
着就好，而必须带领他们脱离困境、得到自
由。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这样。祂不是好像
圣诞老人 一样，向一群活在罪恶之中的人免
费派发永生为礼物而已，他是要把神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他们不再受罪恶的捆
绑。
由此可见，圣诞节是要我们靠着耶稣更
新自己的道德生活。不只是为了我们已经得
到的救恩感谢他，更是积极地活出不受罪恶
束缚的自由生活来。若不是这样，圣诞又有
什么好快乐的？

为
祖
国
代
祷

文/杨佩珊（都九）

一个国家的兴与衰，有赖她的整体文化
与信仰。还有，最重要的是，国家君主与领
袖的素质。也在乎她的国民有没有为国家、
君主，国家领袖代祷。因此，品德高尚，有
智慧、廉洁，公义、爱国爱民，灵命强健的
领袖参政也是必要的。免得国家被搞的乌烟
瘴气，道德沦丧，民不聊生。
我们应祈祷我国能有高素质、廉洁，
品德高尚，灵命强健，爱民如子的君主与领
袖，带领国家走入兴盛，国泰民安；脱离贫
困、落后，更要带领人民走在蒙神喜悦的道
路上，使我国成为蒙福的国，人民成为蒙福
的民。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除了为国家，君
主，国家领袖代祷，更应为我国教会领袖代
祷：让教会有异象，更爱主，更体贴上帝，
看见上帝的心意，顺应上帝，领导上帝的
家，走在上帝的旨意中，教导基督徒爱神、
爱国家、爱君主、爱国家领袖、爱人民。
当国家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君主爱民
如子，领袖廉洁公义，基督徒应感恩，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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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典。也应该为在位的代祷，因为人 何
以
都是软弱的。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一样会 时
小
有软弱，无论是谁当政，都应为他们代祷。
何
识

事
大
当国家疆土受侵略，有灾难，有经济困 1
难，基督徒更应挺身而出，祷告，献身。当
君主与政治人物行为不当，当然更应为他们
代祷，甚至以爱心劝告他们，作建设性、正
面的批评。我们应关心我国各种境况，甚至
经常为她代祷。
公义的上帝自有祂的时间、祂的方法或
管教或伸手处理。您，不信祂的大能吗？
基督徒若不为自己的国家，君主及领袖
代祷，就不应该批评与论断领袖与政府。就
如提摩太前书2:1-2“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
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
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
安无事地度日”。
     您，为国家、君主与国家领袖代祷了吗？
您，为教会与教会领袖代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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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的罪；我们承认在政治上的虚伪、不诚
实、阴谋并背叛，请宽恕我们骄傲的罪，以
及在部落主义并宗派主义上，分裂的罪；也
求主原谅我们闲懒、冷漠与不负责任的罪；
更求主赦免我们腐败、行贿赂并虚耗国家资
源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性不道德的罪，以及我
们贪酒好食并放荡的罪。求主赦免我们不宽
恕别人，仇恨并报复的罪。求主赦免我们不
公义，压迫并剥削穷人的罪，以及背叛，不
顺服，冲突与矛盾的罪。这些罪在过去的年
日，充满在我们领导国家的方向里。求主赐
给我们全新的开始。

乌干达总统的祷告
何
时
笔者向来以为非洲诸国是落后的国家。
何
事 直到知道曼德拉总统，才知非洲也有大智、
2 大勇、大爱的领袖。

我国与南非诸国大约同个时期独立。就
让我们向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学习吧。学习怎
么爱自己的国家，怎么为祖国代祷。

今年六月，乌干达总统与肯亚总统不认
同奥巴马总统，不愿签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同意书。 我对他们刮目相看。

附录

小国总统坚守信仰，宁可舍四亿美元的
援助，不屈服，不畏强权、强势大国；虽如
小刀撼大树，却令人佩服尊敬。

“我们在天上的父，今日我们站在乌干
达这块祢所赐下的土地上，向祢献上感恩。身
为乌干达与非洲大陆的一分子我们为此自豪，
我们感谢祢所赐下各样的恩典。

穆塞韦尼总统说：能够援助乌干达人民
的，不是美国的四亿美元援助金，而是我们
遵行上帝的旨意过生活。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更在国家独立五
十周年的祷告日公然为国为己认罪；把国家
交付上帝管理；为不同宗教、部落的和谐求
告上帝掌管；他求上帝融合异见、异教、异
党、不同部落，使国人能彼此相容，共同建
国。如此谦卑，如此包容，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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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公祷的中文译文如
下：（译者：杨佩珊）

我今日宣告弃绝过去的罪恶，这是我国
五十年来新的领导方向；我在此代表自己以及
我国的前辈领袖们，向祢悔改，求主赦免。我
们承认自己的罪。正是这些罪阻碍了国家民族
的凝聚力，也延误了政治、社会并经济的进
步。
我们承认我们至今仍允许偶像崇拜与巫
术在这块土地上肆虐的罪。我们也承认流无辜

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爱祢的心，寻求祢的
旨意。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远离这一切的罪。
求主赐下合一，在我们当中，使各样的冲突
不再，部落主义与种族主义不再辖制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神的子民，帮助
我们彼此相爱，尊重彼此的差异，寻求合
一。
求祢赐给领导人智慧，领导人民走向转
化的路。盼望乌干达被称为敬畏主的国家，
并以公义为国家的根基，如同诗篇所说：“
以耶和华作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祂所
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诗
篇33篇12节）
我弃绝一切以偶像崇拜与巫术为主的邪
恶根基，并奉主的名斥责撒旦在这个国家的
影响力；愿整个国家行在祢的道路中，并经
历祢永远的福分。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祷告。阿
门！”

乌干达独立五十周年总统公祷原文：
“Father God in Heaven, today we
stand here as Ugandans, to thank you
for Uganda. We are proud that we are
Ugandans and Africans. We thank you for
all Your goodness to us.
I stand here today to close the evil
spiritual past,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50
years of   our national leadership history,
and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dispensation
in the life of this nation.
I stand here on my own behalf and on
behalf of my predecessors to repent. We
ask for Your forgiveness.” We confess
these sins which have greatly hampered our
national cohesion and delayed our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e confess sins of idolatry and
witchcraft which are rampant in our hand.  
We confess sins of shedding innocent blood,
sins of political hypocrisy, dishonesty,
intrigue and betrayal.

何
以
时
小
何
识
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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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ve us of sins of pride, tribalism
and sectarianism; sins of laziness,
indifference and irresponsibility. Sins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that have eroded
our national resources; sins of sexual
immorality, drunkenness, and debauchery;
sins of unforgiveness, bitterness, hatred,
and revenge; sins of injustic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sins of rebellion,
insubordination, strife, and conflict.
These sins and many others have
characterized
our
past
leadership,
especially the last 50 years of our history.
Lord forgive us and give us a new beginning.
Give us a heart to love You, to fear You,

37

佳讯拼盘
and to seek You. Take away from us all the
above sins.
We pray for national unity. Unite us
as Ugandans and eliminate all forms of
conflict, sectarianism and tribalism. Help
us to see that we are all Your children,
children of the same Father. Help us to
love and respect one another, and to
appreciate, appreciate unity in diversity.
We
pray
for
prosperity
and
transformation. Deliver us from ignorance,
poverty and diseases. As leaders , give us
wisdom to help lead our people into political
,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e want to dedicate this nation
to You so that You will be our God and

何
时
何
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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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We want Uganda to be known as
a nation that fears God and as a nation
whose foundations are firmly rooted in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to fulfill what the
Bible says in Psalm 33:12: “Blessed is the
nation whose God is the Lord; a people you
have chosen as your own.
I renounce all the evil foundations
and covenants that were laid in idolatry
and witchcraft. I renounce all the satanic
influence on this nation. And I hereby
covenant Uganda to you, to walk in your
ways and experience all your blessings
forever.
I pray for all these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

美
国

美国

1620年开始以神立国的美国；强大而
发达的美国；曾差派无数宣教士到各国传福
音的美国，现在的国民竟然大多数是无神论
者，异教者，多元化思想者。
公立学校的晨祷，竟因多元化的思想浪
潮而取消了。
奥巴马总统的政府为了选票， 把通过同
性婚姻合法化的议案交给最高法院，结果以
五票对四票通过。美其名说是为弱势群体争
取人权。堕胎合法化，说是妇女有人权，应
该让怀孕的妇女自己决定要不要堕胎。原本
医学上说六周以下，胚胎不健全，有病，母
体不适才可堕胎。如今决定权全握在怀孕妇
女自己的手中。怀上不是预期的胎，就可堕
胎。堕胎是谋杀——把未出生的胚胎，或胎
儿杀死。
诗篇139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
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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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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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
何
识
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
事
大
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
3
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

胚胎也是生命。美国赞同堕胎合法化即
是让怀孕妇女，可以连同医生，共同谋杀自
己的孩子。而且是合法谋杀。当然堕胎合法
化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滥交，性
堕落，更多婚外情，传统家庭瓦解等等。
国家走多元化政策，是美国的祝福还是
诅咒？美国将会如何，不得而知。
然而，在美国还有很多虔诚爱主的基
督徒，他们发起为国家代祷，发起美国回归
真神运动。他们为自己的国家、领袖不断祷
告，祈求上帝使美国不至走上不归路。有这
些基督徒的代祷，美国的将来，相信仍然有
盼望，求主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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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身为大马华裔基督徒为乐

《伊甸园生命塑造中心》

成立三周年特别聚会
文/庄衍旗（母堂）

2015年7月26日，对『伊甸园』具有特
殊意义，因这是该中心成立三周年的日子！

文/杨佩珊（都九）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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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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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Tanah airku, Tanah air
tumpah darahku.”
“马来西亚，我的祖国，我为她洒热血的祖
国。”
我的长辈披荆斩棘，为她流血流汗的地
方；我的长辈与其他种族的长辈一同从大不
列颠殖民政府争取了她的自由，共同建立的
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马来西亚。所有族
裔都在建国上有份。
无论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华人，或是
在本土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裔，宪法都赋予
我们公民地位。我们是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
人，我们的国籍是马来西亚，我们是大马公
民，不是华侨。我们拥有大马护照；在他乡
若遭遇不测，第一个采取救援的将是我们的
国家——马来西亚。
我在马来西亚出生，属于第二代华裔，
这里是我的故乡。但我也传承了来自祖辈家
乡中国的文化传统，如：过华人的节日，包
括端午节、中秋节等，还有一个受马来西亚
承认为公假的节期“农历新年”。华语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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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语，我也继承了儒家思想。
在圣经里，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呼召，
离开他的家乡吾珥，去到迦南这个陌生的地
方。在那里，他面对生活的挑战。身在异
地，他所挖的水井被当地的非利士人抢夺和
霸占，但亚伯拉罕和以撒不与他们相争，把
水井让出。上帝却祝福以撒——圣经记载以
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
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
富户。（创二十六12-13）
亚伯拉罕和以撒与其他种族和睦共处，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虽然吃了亏（挖了水井
却被抢去），但上帝仍供应他们的需要，大
大赐福他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公民，我们有责任为马
来西亚祷告。我们应向那厚赐我们的上帝，
求祂 赐我们宽阔之地，使我们昌盛。更要为
国内各个种族的和谐代祷，求主赐福我国，
使她成为一个福地。也求那厚赐人的主，让
我们以身为大马公民自豪，让我们以身为华
裔大马公民为乐，效忠祖国，热爱祖国，寻
求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和旨意。

当天，笔者与太太于六时半左右抵达会
场。中心负责人张伟供牧师，中心董事Helen
姐妹及一班同工热情接待我们。不多时，宾
客陆续莅临。当晚出席者包括长牧蒋祥平牧
师，罗保华及陈长贵长老，中心同工以及一
些弟兄姐妹。大家与学员们彼此握手问好，
场面一片温馨！
六时四十五分，蒋牧师带领作感恩祷
告；他感谢主三年来的引领，也感谢中心董
事，舍监及同工的通力合作，出钱出力，事
必躬亲。透过中心，一些学员的生命得到祝
福。他们也开始祝福别人。他鼓励学员们继
续努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接着，大家便欢欢喜喜，一面闲聊，一
面享用丰盛的晚餐。
聚会于七时四十五分开始。值得一提
的是，当晚的聚会由中心的全体学员一起主
持。首先是学员们大合唱；虽没司琴伴奏，
但他们呈现的诗歌还是唱的有板有眼，值得
赞扬！
接下来是学员依序上台作见证。第一位
分享者是许少国弟兄。少国来自吉隆坡，他
认识主大约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他语重
心长的警戒大家，不可小看“赌”的种子，
因它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他自认是个无可救
药的赌徒，因他作梦都会梦见自己在赌博！
他觉得读圣经对他有帮助，他现在不会再梦

见赌博了。他立志要看完圣经十遍！
第二位分享者为刘振新弟兄。刘弟兄今
年四十三岁，来自贫寒家庭，共有十多位兄弟
姐妹，一家人全靠爸爸割胶为生。爸爸爱喝
酒，喝了酒会打人。他又好赌，赌赢时，就会
买夜宵让家人享用；但若赌输了，即对太太
拳打脚踢。振新十一岁就离开家庭，因误交损
友，受朋友影响，认为赌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事。之后，他因赌而背了一大笔赌债，家人
替他还了七、八次的赌债，太太也三番四次原
谅他，但他不知悔改，仍然我行我素，沉迷赌
博。有一晚，他赌到很迟才回家。太太忍无可
忍，把他痛骂一顿！第二天，他悄悄的离家出
走；他认为太太不会再原谅他了！离家后，他
只与姐姐保持联系。一天，姐姐告诉他：“他
的太太要跟他离婚！”他听到这消息，才感到
痛心疾首，悔不当初！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下
定决心，痛改前非，并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
决心，故不惜长途跋涉的来到『伊甸园』。在
中心，透过舍监，牧师传道的教导，及透过阅
读圣经，他觉得自己有盼望了！他虽只受过三
年小学的教育，但现在已能读圣经，也学会祷
告。此外，他也很勤快，常主动帮忙割草，种
菜等等，令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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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分享者是黎记荣弟兄。黎弟兄
来自基督教家庭，但因青少年时误交损友而误
入歧途。他二十岁出来“混”。他的太太是印
尼回教徒，强烈反对基督教。黎弟兄在二十六
岁时作了一个祷告：若是主不能透过爱来挽回
他，就请主亲自来管教他！但他却没转回归向
主，反而变本加厉的继续偏行己路。二十八岁
时，他不但赌，还涉及放高利贷等不法活动。
后来，他被一些基督徒朋友影响，被他们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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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感动而信主。
最后一位分享者是已毕业的学长
John。John回忆起两年前,他与其他赌徒一
样，终日沉迷赌博。刚信主时，他什么都不
懂，但他深信，在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已被
拯救！John认为主要我们荣耀祂，彰显祂
的爱与能力。他初到中心时，完全看不懂圣
经。透过牧师，传道的教导与装备，才逐渐
有所领受。他清楚知道，到中心的目的是要
改变自己，他也确定主能彻底翻转、改变他
的生命！他也提到谢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十
个被耶稣治好的大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
感谢主。他挑战弟兄姐妹：信主后，是否有
向人作见证，荣耀主？还是把主耶稣置之脑
后？既然我们得到主的祝福，就应该去帮助
及祝福更多人，来荣耀主。他也确信，只要
我们专心仰赖主，尽心竭力的为 祂 做工，主
必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John最大的心愿是
盼望家人都能认识这位三一真神，归入 祂 的
分 名下。

享
接着，还有两位学员分享参加《赢家
空
间 班》课程后的感受。他们一致认为《赢家
1 班》的课程，除了帮助赌徒戒赌，也是个很

好的激励课程。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二
点：
1.“过关”的挑战：三十多位学员都须过一
个有人把守的关卡。他们一定要征得把关
者的同意，才能过关。起初，大家都尝试用
自己的方法，千方百计诱使把关者让他们过
关，但都不得要领。最后，他们觉悟到，须
放下自己，将自己掏空，谦卑的来到主前，
向主祷告，虔诚的寻求 祂 的协助；而奇妙的
是，当他们这样做时，圣灵就开始作工，最
后他们顺利的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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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让罪犯更猖獗！他以中国为例：中国目
前是民富国强的超级大国，但中国人在国外
的言行举止毫无大国国民的风范；反之，他
们经常目中无人，任意妄为及盛气凌人！他
们的所作所为让人不敢恭维，也让人难以相
信他们竟是泱泱大国的国民！事实证明，
唯有主耶稣才能改变人的生命，也唯有靠着
主，人才能制服潜伏在内心的兽性！
2.大家应以平常心看待牧者，传道及教会领
袖，切切不可对他们有过高或不实际的期
待，因他们皆非圣贤，他们只是凡人，也有
软弱，也同样面对犯罪的诱惑。事实上，唯
有主才是完美无瑕的。蒋牧师认为：不仅仅
赌徒需要主来改变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也要
无时无刻，紧紧依靠主来胜过罪！
结束前，他提醒学员务必自重、自强。
他们不须感到自卑，因在主的面前，人人平
等。他也挑战在场的弟兄姐妹，立定心志依
靠主，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美，更良善及更
讨主喜悦。
最后，由张牧师带领结束祷告，聚会即
划上圆满的休止符。

美里福音堂《三十五届差传年会》
讲员：戴继宗牧师
主题：勤作主工，盼主再来
日期：2015年10月2-4日
地点：美乐大酒店
一开始，戴牧师就语重心长，三番四次
的强调及提醒会众：大使命是主升天前所颁
发的命令。主把大使命托付给所有信徒，因
此传福音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是责无旁贷，
绝不可诸多推搪或置身度外。
我们传的是天国福音，这包括以下二

2.“逃难”的游戏。透过这游戏，让他们深
深感受到丧失至亲，那种锥心刺骨之痛，让
他们更晓得去珍惜及爱护身边的亲人。
之后，蒋牧师也受邀上台致辞。蒋牧师
的分享，带出二个重要的信息：
1.经济与教育的提升，不会使犯罪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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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 福音是好消息，因它是关乎人得救的信息
2. 福音是生命的改变--一位著名牧师曾这么
说：“若你的宗教不能改变你，你就应该
改变你的宗教！”

分
以
享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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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愿主帮助我们，在祂再来以先，我们 间
大
愿意勤作主工。数据显示：全球现有十六亿 2
穆斯林和十亿佛教徒。对这群庞大的未得之
民，基督徒岂能视若无睹，袖手旁观！要收
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因此，基督徒要醒
觉，总动员起来，一起投身在广大的福音禾
田，快快把福音传开！

翻转差传的四天（徒十一11-14）
1. 得闻福音的必要性——没有人坏到不能得
救，也没有人好到不须要得救；
2. 哥尼流的异像、猜疑和他及时的反应；
3. 彼得的异像、猜疑及最终的顺服--彼得的
顺服，成为他生命的转捩点；他谦卑自
己，俯伏在主宝座前，愿意凭主差遣，被
主使用，至终成为主重用的仆人，把福音
传给数以万计的未得之民！但愿我们都仿
效使徒彼得，因顺服主的呼召，生命被主
翻转，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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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越门槛的需要——华人教会必须跨越族
群及文化，参与跨文化的传福音事工。著
名布道家慕迪为了把福音传开，每年都邀
请一批大学生到他家乡作客一个月，并请
宣教士向这些大学生传讲“末世论”及“
宣教学”。有一次，被邀请的大学生共有
二百五十位，当宣教士呼召时，竟然有一
百位愿意决志。这让慕迪深受感动，也大
大的被激励；

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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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牧师提醒会众，即使置身于严
峻的处境，基督徒也无需惊慌失
措或灰心丧胆，因主耶稣早在二
千年前就预言我们将遭遇逼迫，
特别是顽梗的仇敌（如：假基督及
假先知）的逼迫。这些敌基督要
迷惑多人。一个人能行奇迹、大
奇事，这不一定是从神而来。在
中国就有无数的异端邪说，较为
人知的如『东方闪电』。这个异
端认为主再来时是以女性的身份出
现，真是一派胡言，妖言惑众！
『迷惑』一词在圣经出现将近四
十次。除了异端邪说，金钱也可
迷惑人。此外，偶像、肉体的情欲
及罪等也常让人被迷惑。因此，
基督徒须谨慎及警醒。对付“迷
惑”最好的药方是3个S：
(i) Scripture (圣经)、(ii) Spirit (圣
灵)、(iii) Saint (圣洁)。也唯有靠著
这“3S”，我们才能站立得稳！
（二）戴牧师也提出华人教会十项反思，
让大家去思考：
• 蒙恩到施恩的转型
• 耶城到地极的同步性
• 第二代信仰的传承
• 差传三去的准则：祷告、资源、
差人
• 差传工场就在门前
• 传道的人之总动员（不都是传道
人，但都是“传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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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长短宣之委身平衡
迈向结联，完成使命
门徒训练事工导向
从“只向”到“也向”

（三）戴牧师也提到在中国一些感人的
见证。其中有一位卫生局的局长，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主
耶稣对她说：“我拯救了你，是让
你作大官，享厚禄吗？不是的！
我救你是要你把福音传给万民！”
他一惊而醒，赶快跪下来祷告；之
后，他毅然辞去卫生局局长之职，
全时间奉献给主使用，并到大西北
去服事。
此外，英国一位宣教士William
Borden，一生忠心事奉主。后来，有人在
他的圣经后面发现他写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
道的三句话：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毫无保留、绝不退缩、毫无遗憾。
但愿基督徒能从这位宣教士身上学习宝
贵的功课：一生忠心的跟随主，事奉主！

（a）“福音广传天下”，这是神给基督徒
的命令，不是一个选择啊！
（b）“天国的福音”在圣经出现了共三十
八次，除了福音，没有其他办法能
让人得救。因得着福音，生命随着
被改变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那就
是天国的福音！
（六）最后，戴牧师也特别提到要为OMF
宣教机构祷告，求主每年兴起一百
五十位宣教士。如要实现这个祷
告，别无他法，唯一的途径是东
南亚所有的华人教会总动员起来；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是走在“福音
广传天下”的正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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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戴牧师感慨万千的道出中国今非
昔比的情况。从前，只要竖起大拇指，即有
顺风车可搭，但如今，不法的事增多，人心
诡诈。若不幸遇到歹徒，不单身上的财物被
抢光，甚至连命也不保，所以他现在也不敢
搭顺风车了。
（四）在美国的一间大学，有一个大学生
闯入校园，杀死了许多基督徒大学
生；原来行凶者是IS回教极端份子
成员--忠心跟随主，有时会遇到难
事，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教育越
普及，人心却变得越来越可怕。为
了钱，人可以不折手段，胡作非
为，甚至谋财害命！唯有福音能救
世人。福音广传天下的时刻，然后
末期才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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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报导
赴国深造/工作/乔迁

安息主怀

23/06/2015【都九】刘必德弟兄前往吉隆坡工作

13/07/2015【联堂】黄新松弟兄与程明珠姐妹夫妇安息主怀

26/07/2015【廉律】谢淑芬姐妹前往吉隆坡深造

16/07/2015【都九】郑素秋姐妹之母陈美姐妹安息主怀

01/08/2015【母堂】张光源、江芳婷夫妇合家前往新加坡工作

27/07/2015【联堂】严淑妃姐妹之母黄柳珍姐妹安息主怀

29/08/2015【廉律】陈心勤弟兄前往吉隆坡深造

10/09/2015【联堂】黄传泰弟兄之母、谢美芬姐妹之家婆、
叶秀花姐妹之家婆郑雪娇老姐妹安息主怀

30/08/2015【联堂】孙瑞虹姐妹前往槟城深造
31/08/2015【联堂】吴丝怡姐妹前往沙巴深造
01/09/2015【母堂】翁翊圣弟兄前往古晋砂大深造
01/09/2015【母堂】陈君怡姐妹前往吉隆坡深造
03/09/2015【都九】张珊珊姐妹前往台湾深造
11/09/2015【都九】Melvin Kong弟兄前往英国深造
24/08/2015【联堂】吴健如弟兄前往吉打深造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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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讯报导

25/09/2015【都九】彭梅枝姐妹之母吴梅花女士息下劳苦
07/10/2015【实务地】曾凤英姐妹之家翁息下劳苦
10/10/2015【廉律】刘郑振汉弟兄（黄丽妃姐妹之先生）
安息主怀

16/09/2015【联堂】黄怡怡姐妹前往吉隆坡深造
29/09/2015【联堂】黄家惠姐妹前往英国深造

31/10/2015【都九】林春华弟兄之母安息主怀

09/10/2015【联堂】刘嘉扬弟兄前往柔佛工作

28/11/2015【珠巴】黄广寿弟兄之母安息主怀

26/09/2015【廉律】尹诗茗姐妹前往吉隆坡深造

03/12/2015【联堂】沈爱仪姐妹之先生，颂华、培馨、
培恩之父贝明利长老安息主怀

31/10/2015【都九】林鼎轩弟兄前往马六甲深造
30/11/2015【联堂】俞书恒弟兄合家搬迁到沙巴居住

添丁弄瓦
05/07/2015【廉律】杨傢钦、王舒怡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10/07/2015【都九】俞懿祥、沈素绢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共结连理

04/08/2015【廉律】谢华成、杨晓芳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26/09/2015【百利达英文堂】联堂黄金英姐妹之幼男
黄志丰弟兄与联堂黄仁清夫妇之幼女黄育花姐妹结为夫妇

12/08/2015【联堂】汤丽燕姐妹蒙神赐一男婴

17/10/2015【珠巴】谭健儒夫妇之幼女谭伊涵姐妹与
叶耀宗弟兄结为夫妇
03/11/2015【母堂】曾伟良弟兄与林丽霞姐妹结为夫妇
21/11/2015【都九】叶锦辉弟兄与方丽慧姐妹结为夫妇
29/11/2015【廉律】李志强弟兄与谢瑞玉小姐结为夫妇
05/12/2015【母堂】林利雄、何秀玲夫妇之唯女林慧姗
姐妹与温于庆弟兄结为夫妇

官荣贤弟兄（见证分享）

李玉生弟兄（见证分享）

丘志肖弟兄（见证分享）

将认罪记录投进认罪箱里

2-4/10/2015
《海外基督使OMF150周年庆典暨宣教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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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2015【联堂】许振兴、黄婉菁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16/08/2015【都九】沈斐盛弟兄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03/09/2015【史纳汀英文堂】陈天雄弟兄与联堂刘玉珍姐
妹之长女张晓勤姐妹夫妇蒙神赐一对双胞胎男婴

话剧表演：戴德生传

16/09/2015【百利达英文堂】Marvin Ting夫妇
蒙神赐一女婴
17/09/2015【母堂】官名义、林红茵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18/10/2015【珠巴】陈伟彬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20/10/2015【都九】沈斐祺、周诗韵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26/10/2015【母堂】陈易兴、许诒慧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10/11/2015【母堂】Jeffery Phang、Wendy夫妇
蒙神赐一男婴
16/11/2015【母堂】吴国瑆、蔡慧瑾夫妇蒙神赐一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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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2015年8月30-31日《突破·成长营》
成功举行。连同讲员在内，共有135人参加这次营
会。营友透过主题讲员黄昭耀牧师主讲的信息，以
及三位生命得改变的见证者之有力的分享，获得了
激发和鼓励。透过认罪、祈求内在生命、事奉与恩
赐上的突破，营友们享有了一次属灵的丰宴。愿上
帝得着一切的荣耀。
这次营会的主题是“突破·成长”，亦是教会
今年的主题。然而，是哪方面的突破成长呢？“突
破·成长”指的是“灵性”的突破与成长（Spiritual
Breakthrough & Growth）！而“灵性”的突破成长
又是什么？会带来什么表现？什么是灵命突破的起
点？——这些都是营会主题讨论的重点。

16/07/2015【廉律】沈欣怡姐妹蒙神赐一女婴

19/09/2015【珠巴】陈永成夫妇之唯女陈茹彬传道与
谢文俊传道结为夫妇

10/10/2015【联堂】贝清同伉俪之次男贝朝源弟兄与
沈幼凌姐妹结为夫妇

灵性始于认识“人”是乏善可陈；若要取得灵
性的突破成长，首先要认知它并非人本之术（not by
human method or way），而是由聆听上帝（之圣
言）开始，并借着依靠上帝继续。

10/09/2015【晚堂】符秀英老姐妹（晚堂韩育元弟兄、
廉律韩纬元弟兄、都九韩玉萍姐妹之母安息主怀

14/10/2015【廉律】郑永生弟兄、淑英、翠英、秋英、
雪英姐妹之胞兄弟郑拉生弟兄安息主怀

14/10/2015【母堂】陈其辉弟兄返回沙巴工作

30-31/8/2015《突破.成长营》

感谢主，有284人参与海外基督使团在东马美里
举行的2015年OMF中文宣教营。主题为《感恩。敢
动。敢言》。讲员：戴继宗牧师。营中也同时庆祝
海外基督使团150周年纪念。
主题信息分为四点：（1）勤做主工，盼主再
来；（2）翻转差传的四天；（3）此石何意；（4）
未熟…已熟。
此次宣教营亦与美里福音堂第三十五届差传年
会同步进行。

戴继宗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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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律堂会新堂面貌

新一届执事就职礼（2015-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