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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人間仍有愛

聖地之旅

為愛情加分的妙方

健康膳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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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

營養與健康
主題分享

消息分享

◎文/趙建英

目前有一些關於《生活》月刊將取消印刷版的傳言，在
這裡想跟大家澄清一下：月刊將繼續採用印刷版和電子版
並用的方式來傳播神的福音，各位親愛的讀者朋友將會在
固定的地點如期收到《生活》月刊，因為這樣可以：
1.方便讀者朋友的閱讀。雖然我們已經進入數碼時
代，但是紙質版刊物依然是最方便的閱讀方式。
2.方便大家的傳閱和轉贈。我們的月刊除了在澳洲的
大中型城市進行派發之外，也會經由教會的宣教活動或郵
寄的方式派發到偏遠地區以及海外地區。
鑒於以上的原因，印刷版的《生活》月刊將會一如既往
地呈現在大家面前，也希望各位朋友繼續為月刊禱告，多多
支持，彼此代禱，力上加力，使我們成為他合用的瓦器！

编者的话
新約聖經《使徒行傳》15：37--39記載說，
“巴拿巴有意要帶
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
們，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於是兩人起了爭辯。
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克坐船往賽普勒斯去。保羅揀選了
西拉也出去……”
（註：後來他們又和好了）。 我相信當時馬可一
定很灰心，因為他上次因生病或其他原因離開了保羅，現在被保
羅棄絕了。我相信巴拿巴（希臘文，翻譯出來就是“勸慰子”。）給
馬可很大的鼓勵與安慰，馬可才有心志與他一起到處傳福音。否
則馬可可能一氣之下，回鄉安享時日。鼓勵與安慰的能力太大了。
兩星期前我在分發本月刊的時候，一位資深的會友對我說，
“生活月刊做得很好，內容很豐富。”另外一次我分一份給一個弟
兄，他問說，
“是否可以多給我一份？我要寄回去馬來西亞給我的
父親看。”第三次我分一份給超級市場前的一位陌生姐妹，她歡
喜收納，我又遞給她一份是上期留下來的。她回答說，
“我已經看
過了，我每期都看，很好！”。這三個例子給我們做編輯的人很大
的鼓勵與安慰，因為這些的回應都是他們有感而發的。
本期主題為：營養與健康。開門見山，沒有營養就沒有健康可
言。全世界有30%的人不能填飽肚子，肉類、魚類和水果更不待
言。這些營養不足的人，哪有健康可言？反觀澳洲的居民，每年丟
棄的食物超過億元。簡而言之，就是營養太好，每年花在減肥上
面的費用都要幾億元。到底多吃營養豐富的食物好不好？我的看
法是要“中庸之道”，不要缺乏營養，也不要營養过剩。更重要的
是看各人身體上的需要，還要看個人的工作性质，是勞神還是勞
力，太胖還是太瘦，是否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我的體重輕了點，
沒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所以我吃的東西稍鹹一點卻無傷大雅。加
上我多勞動，吃點甜東西也無不可。但我常常便秘，所以我喜歡吃
奇異果和澳洲梨，每天早餐吃兩個奇異果或一個澳洲梨，事情就
解決了。
這一期的主題作者都把“營養與健康”寫得恰到好處。讀者
請按著自己的年齡、性別或特殊的需要而進食。還要加上適當的
運動或勞動，保證能夠吸收好的營養份。
在《信仰探討》中有數篇見證非常好，讀者若有所感動，快來
信耶穌，你就有新的生命，人生就充滿著喜樂。天下那有比信耶
穌更好的事？去西奈山、死海的《聖地之旅》，值得讀友們慢慢欣
賞。還有多篇《屋簷下》的文章，細細品味必使你有所領悟。
此期來稿非常踴躍，在此衷心感謝大家的坦誠分享，希望各
位繼續賜稿，增光篇幅。讀者朋友若嘗到文中的甘甜，請介紹給
你們的朋友們閱讀。從生活帶入信仰，人人閱讀《生活》月刊，個
個都接受耶穌做他們的救主，這是我最大的盼望。

雷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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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无价
文/張洪秀美

青海玉樹7.1級地震，對我這個經常到訪西
寧的人而言，忽然驚覺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腦
中想起「健康無價」，腦海浮現福利院內孩童的情
況……

當中有42位特殊孩子，都需要進食一些特別
餐，如一些腦癱的小朋友，我們就要把食物剪碎；
有一些孩子則只可以進食流質食物，我們會選用一
些香港的奶粉，以提高其營養價值。

也許，對一般人而言，能夠擁有健康的身體，
沒甚麼大不了，但對於我們這些在西寧兒童福利院
的一群院童來說，要有健康的身體，背後的付出可
要比平常人多，需要有無比的毅力，還要配合善心
人的支持和護理員悉心的照料等。

院內的護理員每月亦會為孩子進行體檢，如驗
血和驗尿，記錄他們的身體狀況，時刻留意他們有
沒有不適的症狀。

目前在我們福利院內共有151名兒童，當中有
30名可以自行進食。為了小孩們的健康，我們制定了
「兒童營養菜譜」，廚師們會為他們配搭出營養又
美味的菜色。基本上，早、午和晚三餐有超過70種
的食品款式，主食和點心則有26種，麵條、碎肉粥、
炒菜、水餃、饅頭、炸醬麵、餡餅等等。

進食有營養的食物固然能令孩子們健康，但
我們亦相信，身心健康的發展同樣重要，所以我們
的同工不時都會為他們設計戶外活動。例如在4月
的時候，正值春夏交替之時，我們就帶了一批兒童
走到院前的空地種植，讓他們呼吸新鮮空氣，舒展
筋骨，亦希望藉此教導他們要愛惜花草樹木。
儘管我們院內兒童的身體上有殘疾，要走的

圖片說明：
左、中) 我們的護理員不時安排戶外活動給院童，讓他們身心得到健康發展。

路比起正常的小朋友更難，但只要在院內看到他們
健康地生活著，我就心滿意足。
順帶一提，為支援青海玉樹地震受影響的災
民，駐守青海的同事，不惜日以繼夜東奔西跑瞭
解災民情況和所需，我們亦在4月下旬已陸續與
義工們抵達西寧、玉樹進行災後心理輔導和義教
的工作。在這裡，我非常感激同工和義工們的付
出，但同時也希望大家幫助災民時，保重自己的
身體﹗
作者現居香港
www.chiristian-action.org.hk

請電：陳偉雄

如需協助聯絡
tel：(02)9181 2222

右) 護理員悉心照料院童的起居飲食。

□我願意支持生活月刊:$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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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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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體需要多種維生素。我們
常常會在電視裡看到廣告：每天要吃五種
蔬菜，兩種水果。這些食品裡有我們身體
每天需要補充的各種維生素。

生

命只有一次，我們都希望自己擁有健
康的身體，但如何保持身體的健康，
雖然簡單，但卻包含大學問。

我們的身體所需要最基本的營養是蛋白質、
脂肪、碳水化合物、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每天的
飲食供應我們維持生命的能量。我們不能希望多吃
一點美食，就可以使健康身體；但若少吃會導致身
體營養不良。所以飲食要吃到剛好，收支平衡，算一
算，吃得剛好就是每天所進食的與身體一天消耗
的能量相等。至於吃什麼？吃多少？這些都需要根
據自身的情況進行綜合考慮了。
以下有一些實用的建議，請參照：
每日晨起先喝一杯水。不要小看了這清晨的第
一杯水，它補充了身體一夜消耗的水分，清洗腸胃，
使腸胃準備接受早餐，更好地消化食物。
牛奶是最富有營養的。牛奶中含有豐富的蛋白
質，是血液組成的主要成分；其中的鈣質能夠幫助
身體補充骨中的鈣。另外，牛奶中還含有多種微量
礦物質，都是人體不可缺少的。有些人一喝牛奶就
要腹瀉，可以試一試喝一點減脂牛奶，或可以改喝
豆漿，豆漿中含有豐富的植物蛋白質，鈣質和多種
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
每天多攝入一些富纖維素的食物。纖維素通
便、排毒、降血脂、防治肥胖。富含纖維素的食品
有：全小麥、全燕麥食物、糙米飯等，同時它們所含
有的碳水化合物，是身體熱量的主要來源。其它富
纖維素的食品還包括豆類、堅果、水果、蔬菜等。

補鈣：女性28歲以後，身體中的鈣
會逐漸減少。這個時期女性每日至少要
攝取1000mg鈣；如在懷孕期，需增加至
1500mg。有些50歲以上的人，會發現自己
身體高度矮了一些，年齡再大一些，腰痛
背酸，背也駝了，這些都是由於骨質疏鬆
引起的。牛奶和魚中有人體所需的鈣，我
們需要多喝一些牛奶，多吃魚，補充維生
素D，適當曬曬太陽，使我們的身體容易吸受鈣，壯
骨強身。
當今社會，美食過剩引起肥胖者增加，所以減
肥成了健康的重要話題。減肥，請注意避免頻繁節
食，體重經常處於波動狀態，極其不利健康。減肥
要持之有恆，一天不能吃成一個大胖子，同樣，也
不能通過一餐，或一天不吃飯來減肥。因為餓極了
會吃得更多，其結果更糟。要減少脂肪不可以單靠
節食，要靠運動來消耗它，在運動中我們的身體燃
燒消耗體內多餘的脂肪。正確的方法是逐漸增加
運動，同時減低熱量的攝取。
提示：
1.少吃高糖食物，甜食。
2.避免進食高脂肪食物。
3.少吃肉，多吃魚，最好一星期吃兩次魚。
4.多吃新鮮蔬菜和水果。少吃袋裝的方便食
品和罐頭食品，想一想，如果沒有防腐劑，這
些食物怎麼能保鮮呢？
4.多喝水。
5.儘量少吃藥，俗話說“是藥七分毒”。
6.粥養胃，用扁豆，紅豆，綠豆，紅棗，大米，
黑糯米煮成的粥美味又有營養。
清晨，太陽升起，美好的一天又開始，謝謝創
造天地萬物的上帝，將生命賜給我們。願上帝的慈
愛，恩典常與我們同在，祝福我們大家都有健康的
身體！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布里斯本

喜见人间仍有爱
文/彭勝強
去年九月十日中國教師節的前一週，中國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去到北京一所中學，和學生一起坐著
聽了五堂課，向老師致敬。溫家寶總理向他們強調
愛的重要性。他說：
“沒有愛，就沒有教育，就沒有
道德，也就沒有一切。同學們也要懂得愛，世界充滿
愛，才能更美好。”他希望教師們充滿愛心，以身作
則，因為教育是一項神聖和光榮的事業，國運興衰
寄於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
建設一流的國家。
今年四月十四日，青海玉樹發生7.1級大地震，
房屋倒塌，人命傷亡，損失慘重。溫家寶總理立即
在翌日動身前往玉樹慰問災民，他說：
“玉樹發生
地震災害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鄉親們的災
難就是大家的災難，鄉親們的痛苦就是大家的痛
苦，鄉親們失去的親人也是大家的親人。我們共同
對他們表示哀悼。”再次表現出“愛”的心懷，並以
行動來實現他的愛心。
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於四月十八日前往玉樹，
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災民慰問，他說：
“鄉親們，你們受苦了！玉樹地震發生後，中央的
同志憂心重重。聽到你們有的失去了親人，有的失

去了家園，我們和你們一樣難過。”充分表現出“民
吾同胞”、
“感同身受”的心情。他又說：
“地震無
情，人間有愛”，也坦然說出了個“愛”字。
過去的“鬥爭”成為歷史陳腔。現在能夠在電
視上聽見中國當代的領導人先後親口說出個“愛”
字，更視民眾為“鄉親”，實在非常驚喜。孔子早
於二千多年前就已經提倡仁愛。他說：
“仁者，愛
人。”注1孟子也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2
又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注3
講的都是愛。這是儒家主張的推己及人之愛——
就是先愛自己，然後去愛別人。國父孫中山先生就
更進一步提倡“博愛”，他的政治學說的重要內容
是“博愛”、
“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他一生以
愛人類、愛和平、愛國家、愛民族為他奮鬥的理想
和目標，這大概是因為他是個基督徒之故。
愛是基督教信仰的三大主題之首。使徒保羅
說：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
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13)耶穌教訓門徒不但
要愛人——“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翰福音13:34）而且要愛仇敵——“你們的仇

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
為他祝福！淩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愛人之外更
要愛神，祂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
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馬可福音12:30-31）
真的非常高興聽到胡錦濤主席親口說出“人
間有愛”，溫家寶總理說得好：
“世界充滿愛，才能
更美好”！
備註：
注1：孔子“仁者，愛人。”
釋義：有仁愛之心的人懂得愛惜別人。
注2：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釋義：愛自已親人的人會愛人民，愛人民的人會愛萬物。
注3：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釋義：在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
有親緣關係的老人。在撫養教育自己的小輩時不應忘記
其他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墨爾本

CHRISTIAN LIFE MISSION LTD聖地考察旅遊團（全程13天）
出發日期：12月5日晚雪梨出發，經杜拜前往安曼。
旅遊景點：皮特拉、尼波山、迦拿、拿撒勒、加利利海、迦百農、八福山、戈藍高地、約旦河、迦密山，耶路撒冷、橄欖
山、客西馬尼園、伯利恒、哭牆、聖殿山、花園塚、耶利哥、死海、馬撒大、西乃山、蘇伊士運河、開羅、金字
塔、博物館、大市集……共60多處景點。
住宿標準：4-5星級酒店；
回程日期：由開羅經杜拜12月17日晚抵達雪梨。
收費標準：澳元$4750/位（實際收費以當時匯率爲準）。
包
括：往返機票、當地交通、導遊、住宿、早午晚餐費、稅費、小費。
不 包 括：保險費、簽證費、單人房附加費及其他私人費用。
訂
金：澳元$2000/位。
說
明：全程由基督徒陪同講解。出發前安排專人進行“聖地與信徒”專題講座，詳情請參閱本刊第20頁

諮詢及報名事宜請聯絡： 陳偉雄
電話:(02）9181 2222
E-mail: colman_chan@yahoo.com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卻是無知。箴言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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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婚姻
文/耶米瑪

父親和母親的認識，真的是像電影裡的故事，浪漫而又甜蜜。

萍水相逢火車上
父親和母親的認識，真的是像電影裡的故事，
浪漫而又甜蜜。據母親說，在韓戰期間，她送重傷
患回國療傷，在返回部隊的列車上，認識了父親。
當時，母親坐在車廂的中間，去洗蘋果時，看到父
親站在車廂的過道上，沒有座位，又似曾面熟，就
和他聊起來，原來，父親、母親是同一個部隊的，父
親在山上的醫院，母親是在山腳下的醫院。於是，
兩人就聊得非常投機，中途有人下車，母親請父親
過去一起坐，還分了一半的蘋果請父親吃。

抱病妻子夫不回
戰爭結束後，兩人都忙於工作，即使是剛結
婚的那些年，也不得不聽從上級指揮，過著兩地
分居的日子，每年互相探親幾個星期。記得母親
常常埋怨父親，那年懷哥哥五個多月時，得了闌尾
炎，醫院下病危通知書，說是保母親不保小孩，要
家屬簽字都找不到人，原因是爸爸那時正在外地
接收新兵入伍。

樂於施捨責任心
當我們一個一個出生後，也是父母事業最忙
時，去農村下醫療隊，去工廠支援等等，我們不得
不由祖母和外祖母輪流看顧我們的日常生活。小時
候對父母的印象，就是看到他們從早到晚忙忙碌
碌。而我們的家，也是親朋好友從不間斷地來來往
往。後來我漸漸明白了，因為父母是當兵的，收入相
對來說還算是富裕的，每月他們都要給雙方父母養
老的錢，有時還要給年幼的兄弟姐妹生活費，直到
我離開家時，還記得每次親戚來時，都不會空手回
去的。父親是個樂於施捨和有責任心的人。

頂戴花翎官帽搖
父母在學習生活的功課中，常常也有不及
格的時候。母親出身于地主家庭，據說祖上有人
是在清朝做官的，小時候他們常常拿著那頂官
帽“頂戴花翎”的帽子扮祖上。母親從小是奶媽
帶大的，父親也是光知道讀書不知道柴米油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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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兵之前從未做過家務。那次家裡來了客人，
父親買來一隻大公雞，準備殺了給客人吃，我和
姐姐蹲在一旁，急著想拔羽毛做毽子。只見父親
一刀下去，雞血直流，不一會就兩腳一蹬“沒氣”
了，父親把雞脖子夾到雞翅膀下麵，就去叫母親
燒水燙雞。我和姐姐剛想上去拔雞毛，就見那雞
站起來，血從脖子上邊流下來，在地上到處跑，
嚇得我和姐姐大聲哭喊：
“雞跑了！爸爸！雞跑
了！”媽媽這時端著開水來燙雞，見到此情景，趕
緊放下鍋跟在雞後面追呀，追呀……最後，還是
爸爸抓到後，又補了一刀，趕緊叫媽媽快倒水。結
果，開水一倒上去，那只長命的雞又一次跳起來亂
跑，不過這次沒有跑多遠就倒地氣絕了。吃飯的
時候，客人從雞肉中，夾到了雞嗉囊……

吵吵鬧鬧小夫妻
在我的記憶中，父母也常常有磕磕碰碰的時
候，具體為什麼而吵，我想和當今的小夫妻一樣，
都是那些日常小事吧。母親常常會耍大小姐的脾
氣，也常常抱怨父親，不夠浪漫。即使去逛街，也
從不會拉著她的手，一副軍人嚴肅的面孔。我
想，這是那個年代中國的男人普遍的現
象吧。每次爭吵過後，都是以父親
的讓步為和解。那個時候，即
使是吵吵鬧鬧，也從未聽
說過他們要鬧離婚，不
象當今的婚姻，動不
動就以性格不和為
理由鬧離婚。父親
是 個忍 耐 寬容 的
人。

邊、果園、登山，到處旅遊，參觀花展、車展，觀看
文藝演出等等。每次來我這裡吃飯，常常說：
“這是
你媽媽最喜歡吃的。”於是，把菜夾到媽媽的碗裡。
每次送他們回去時，父親總是幫母親開好車門，等
母親坐好後，再自己上車。總之，父親在他的婚姻
中，持守著他對母親的承諾，以及一生一世的永約，
共同走過敬老愛幼的日子，也一同品嘗到了人生的
碩果，共擁人生美好的下半場，真正做到了白頭偕
老，相敬如賓。

金婚紀念夫妻恩
父親在他的婚姻中，給我們做了榜樣，可以說
是成功地經營好了他的家。無論是對社會、對子女、
對妻子都做到了問心無愧。2006年，他們回到中國，
市僑協以及國內的親戚、朋友、同事等一起，為他們
舉辦了金婚紀念——父母親結婚於1956年。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墨爾本

相敬如賓到
白頭
隨著我們一個個
長大離家後，父母在一
起的時間也更多了。尤其是
到了澳洲，看到他們如此地恩
愛，真是做子女的欣慰。父親除了給
人看病以外，週末有空常常帶著母親去海
圖謀惡事的，心存詭詐；勸人和睦的，便得喜樂。箴言12:20

“特團”10
“特團”10 天遊
天遊 **

终于被我发现
成为富翁的秘密
文/澳洲木匠

4/8/10 馬來西亞和新加玻（外國）
4/8/10 馬來西亞和新加玻（外國）
每位＄1080*/ 起 （報名最後一天：30/5/10）
每位＄1080*/ 起（報名最後一天：30/5/10）

三天游
高夫士港，麥覺裡港，木材鎮
三天游高夫士港，麥覺裡港，木材鎮

12/6/10 至 14/6/10
12/6/10
至 14/6/10
成人 = ＄215/*
起，小孩
= ＄200/* 起
成人
=
＄215/*
起，小孩
= ＄200/*
起
（滿車，送一個晚餐！ 報名最後一天
15/5/10）
（滿車，送一個晚餐！報名最後一天 15/5/10）

一日遊
多馬山和駱駝羊園
一日遊 26/6/10
26/6/10 多馬山和駱駝羊園

每位＄30/：空調巴士，導遊及送一支礦泉水
每位＄30/：空調巴士，導遊及送一支礦泉水
一架二手“Kawai”鋼琴
，＄2500/ 品質優良！
一架二手“Kawai”鋼琴，＄2500/
品質優良！

座位很有限！先到先得！
旅遊詳情，訪問報名。
旅遊詳情，訪問報名。
請聯絡：劉得文（國 // 粵）
粵）
請聯絡：劉得文（國
Phone:0417-404884
Phone:
0417-404884 或 02-96316443
Email:cto.org@gmail.com
Email:
cto.org@gmail.com 或
網頁：www.christiantestimony.org.au
網頁：www.christiantestimony.org.au
（請點擊“中文”再點“各項活動”）
（請點擊“中文”再點“各項活動”）

JASON YAU

M. Chiroprac
B. ChiroSc

(02) 8407 9622 / 0400 309 200 (AH)
7 / 2 Hillcrest Rd Pennant Hills NSW

今天早上聚會結束以後，去上廁所，一不小心
被我發現了成為富翁的秘密......

而“豪華車隊”叔叔，那簡直比清潔工人還要
敬業！叔叔連手套都沒有戴，直接上！

我在三一教堂時間不長，認識的人還不多。不
過帶著國內的慣性思維，我還是一眼就看出了幾個
富人。

他洗的很多。有洗手池，小便池，廁所地板，
廁所過道地板，垃圾桶。叔叔動作非常麻利，一看
就是洗過很多次了，每個步驟都做得又快又好。小
便池的邊上有些污垢，聞起來看起來都挺噁心，賓
士叔叔好像全不在意；垃圾桶也很噁心，上面好像
有血跡，我當時都差點吐了，叔叔直接上手沖洗乾
淨……

千萬別誤會，我可不是嫌貧愛富，眼裡只有
錢。
只是我對擁有生意擁有產業一直有莫大的興
趣，可能是小時候家裡條件太差沒有安全感造成
的。但是除了股票，實體經濟上我還沒有成功過，
所以很想有個領路的老師。
最理想的老師當然是前面這位擁有豪華車隊
的叔叔。另一位貌似不錯的是位農場主—我的夢想
職業之一。

當時我站在他倆中間真是非常不好意思，馬上
調整自己也跟著一起幹了點。
順便說一下“豪華車隊”叔叔的妻子，一看年
輕時就是大美女，個子和我差不多高，衣服從沒穿
過重樣的，開平治跑車，在洗女廁所。

邱
保
綸
碩
士

脊 頭痛
椎 頸痛
神
經 背痛
治 坐骨
療
神經

築閣建築工作室 corner-s architectural workshop
‘we create architecture in harmony with your desires.’

- 房屋設計，加建，翻新及商舖設計
- 平面及商標設計
- 持牌建築師代辦 Council DA 申請
Mobile: 0431 083 906
Email: corner-s@mail.com
Website: www.corner-s.com.au

這樣的人成為富翁真是天意！
今天在廁所裡一下子巧遇他們二人！兩位成功
男士加上一個不成功的男人擠在狹小的廁所裡，一
下子眼神就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我仿佛一下就茅塞
頓開了，
原來成為富人的秘密是——洗廁所！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非常感動！
教堂裡有那麼多的年輕人，但是沒有人願意
洗廁所。而這邊完全有資格有藉口不用洗廁所的兩
位（一位五十多歲，一位還有2歲孩子需要照顧），
他們卻放下自己，在最污穢的地方默默幹活。
農場東主大哥負責洗馬桶，這個稍簡單。但是
他洗起來非常認真，每個角落都仔細地沖刷。

在知道他們那麼有錢之前，我就覺得這幾個
人非常的好！對我這個陌生人展示的那種笑容和
噓寒問暖的幫助，一看就是真正發自內心的善良。
再看到今天這兩位教堂最富有的人在做別人
都不願洗的廁所，而大部份人此時正優雅地喝著咖
啡，我終於明白聖經中上帝的話：
“你們中間，誰願
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
就必做眾人的僕人。”
（馬可福音10：43-44）
希望上帝繼續大大地祝福賓“豪華車隊”叔
叔還有農場東主！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墨爾本

FIRSTCARE MEDICAL CENTRE
14A/100 THEPARKWAY BRADBURY 2560
TEL:(02)46265007
LIFE MONTHLY JUNE 2010 NO.110

7

只要你肯跑，就能到终点
文/錢國宏

成功驾驶 (悉尼BURWOODRTA对面)
经 验 师 傅 ，合 格 率 高 ，精 通 各 区 考 试 路
线。转 牌 特 快 ，车 牌 翻 译 ，最 新“ L”牌 电
脑 试 题 ，补 钟 ，转 牌 ，包 考 ，一 律 欢 迎 。
地址:5/28BelmoreStBurwoodTel:(02)974433880466417835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聘請国語堂牧師/传道
神 學 畢 業 有 一 定 經 驗，信 仰 純 正，思
想 成 熟，願 意 服 侍，兼 通 英 語，樂 於
牧 養 及 推 動 發 展 福 音 / 培 訓 等 事 工 。
有 意 者 請 連 同 履 歷 寄：牧 師 / 傳 道 聘 任 委 員
會主席，MandarinMinisterSearchCommittee，
90HomebushRoad，StrathfieldNSW2135Australia
或者wsccc@optusnet.com.au﹐資料只作招聘用。
有關本會及職位資訊，可參訪本會網頁http://www.wsccc.org.au/

髮城美 容 中 心
特修眉型設計男女髮型

CatherineYat

易卿
Shop1/181 Burwood Rd
Burwood NSW 2134
電話:(02)97155588/0411128628
歡迎光臨，敬請預約
上帝關愛你的身體和靈魂，
就是你的頭髮也被祂數過了。

佳 風 禮 品 世 界
經營回國禮品：綿羊油、健康食品、紀念品等
專賣澳洲、法國名牌純天然護膚品：
“Jurlique茱莉”“PerfectPotion優方”
“L’OCCITANE歐蘇丹”
地址:203ForestRoadHurstvilleNSW2220
Tel:(02)95801618/0425253368www.bestwin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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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歲時上樹摘棗子吃，不小心跌到地上，留
下了後遺症：走路微跛。因為這個原因，我心裡有
些自卑，總是擔心同伴嘲笑而不願意外出玩耍，常
常是靜坐在窗前，看窗外的幾株桃樹花開花落。
讀小學三年級時，學校要舉行運動會。同學們
爭先恐後地跑到班級體委面前報參賽項目，只有我
獨自坐在凳子上，兩眼無神地望著空曠的操場。下
課後，班主任老師拿著體委上報的參賽報名單找
到我：
“同學們都報參賽項目了，我覺得你反應快，
就報一個百米計算項目吧！”
讓我跑“百米計算”？我沒聽錯吧！我怔怔地
望著老師。心想：老師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跛足的毛
病，該不是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出我的洋相吧！
班裡有幾名同學聽到老師的“創意”，哄地笑
了。可老師沒有笑，她一臉嚴肅地對我說：
“我相信
你肯定能拿名次的！”
回到家，我把老師讓我參賽的事跟父親說了。
父親一拍大腿：
“好哇，你平時追雞攆狗跑得挺快
的，腦瓜子又好使，跑百米計算應該沒問題！——
跑！”
躺在炕上，我輾轉反側：跑是不跑？萬一跑砸
了咋辦？眾目睽睽之下，豈不成了全校師生的笑柄？
身旁躺著的父親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起身遞給
我一塊西瓜，說：
“別瞎琢磨了，只要你肯跑，就能
到終點！”

運動會如期舉行。正式比賽前，我看到身邊的
參賽選手個個生龍活虎，膀大腰圓，心裡有些“打
怵”。這時，我看見父親正站在圍觀的人群中向我
高喊：
“加油啊，小子！”我身上一下子增添了勁
頭。
發令槍響了，在同學們驚訝的目光中，我甩開
步子，使出渾身的勁，像離弦的箭一樣向終點跑去！
雖說我的跑姿不太優美，但我此時已顧不上這些
了，只覺得兩耳生風，呼呼作響，身邊的彩旗、人群
什麼的，嘩嘩地向後倒去……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衝刺，快跑，終點！
“23秒11！”隨著裁判員的一聲高喊，
“撞線”
的我腿一軟，癱坐在地上——場內場外，響起了一
片歡呼聲！班裡幾名同學歡呼著跑進場地，抱起我
拋向空中！——我創下了建校以來的一項新紀錄：
一個跛腳生，竟然取得了“百米計算”項目的第一
名！
這次比賽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捩
點。從此以後，我不再自卑、不再彷徨、再沉寂，煥
發出全部熱情投入到學習和工作中去。在生活中，
每每遇到挑戰、困難和挫折時，我的耳畔就會響起
父親當年說過的那句話：
“只要你肯跑，就能到終
點！”——是的，無論做什麼事情，只要不尚空談、
付諸實施，全力以赴地去拼，總會有成功在終點等
著你！

作者現居中國

典雅油漆
追求卓越色彩設計質量保證
免費報價合理收費

品味冬季

歡迎預約：主內老朱0412956409

陽光海岸華人基督教會
誠 聘 國語牧師

文/張世普

我幾乎愛上了冬季。不為別的，只因為冬天有
融融的爐火、溫暖的陽光和飄零的雪花。雖然沒有
鮮花、綠草的點綴，但我還是由衷感謝造物者設計
了冬天。歲月更迭，四季交替。沒有冬的蕭瑟或許我
們永遠感受不到春的溫柔嫵媚；沒有冬的單調或
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夏的多姿多彩。沒有冬的真實
或許我們永遠擺脫不了秋的虛無悵然。
我很喜歡冬的意境，就象一杯濃濃的苦咖啡，
雖苦卻有撩人苦香，讓人留戀。不是嗎？在冬日的
暖陽裡，就仿佛回到了兒時繈褓，躺在父母寬厚而
又溫暖的懷抱，可以忘卻世俗羈絆，無憂無慮肆
意放縱，不用擔心會有何種後果發生。冬日雪花飄
零，普蓋萬物，流風回雪，一片蒼茫，天地為之默
然。透過漫天飛舞的潔白，傾聽那靜謐世界萬物的
心語，那時，我的心被裁成無數條絲帶，隨著雪花
四處飄蕩，與天地自然溶為一體。得以蕩滌過濾的
心靈，忽然就此變得纖塵不染、晶瑩剔透。
冬又像一首深沉的詩歌，言盡而意不止，意在
言外。當繁華落盡，雁陣空空零零地悄然飛去，只
給我們面前留下尊嚴和肅穆，曾經過的一切都在記
憶中變得異常清晰，秋去春來，花開花落，沒有遺
憾，惟有淡淡的溫馨。於是，我在冬季裡便有了一
份期待，期待綠意常存，期待溫暖永駐。每個晴朗
的冬日，我就推開窗戶，任溫暖的陽光和新鮮的空
氣蕩進窗櫺，迎身上去感受那撲面而來的清純，仿
佛置身浪漫的天堂，到處彌漫著鮮亮的色彩，找不
到一絲瑕疵。我的心幸福地飛出去包容於冬日的陽

光裡，像輕盈的蟬翼一樣透透亮亮地、快快樂樂地
舞蹈。

陽光海岸華人基督教會（位於昆士蘭省陽光海
岸）是一個以福音為基礎的教會，約有不同年
齡會眾 30 人，多來自中國。教會靠近陽光海
岸大學，教會具有發展的潛能。現誠聘一位全
職牧者，擁有神學學位，牧會經驗，能使用流
利國語講道，並具有講道、關懷與傳福音的恩賜。
有意者請附履曆及兩位諮詢人姓名寄給：

我常常把思緒幻化成一條撒滿雪花，鬆軟光
潔而又漫長的小路，自己在幽深的暗夜裡，披著交
相輝映的星光與雪光，赤著腳踩在雪花上，盡情漫
遊銀裝素裹的世界，去尋找安徒生童話中賣火柴的
小女孩與她的老奶奶，連同火爐烤鵝以及那一把火
柴，用火熱的心溫暖小女孩冰冷的身體，攜她在第
六次劃亮火柴的光輝中走上天邊的彩虹橋。
在似水流逝的歲月裡，沒有冬，天地也就無所
謂有春夏秋；沒有寒冷的曆煉，萬物也就無所謂有
欣欣向榮的昇華。歲月四季，一如人生，有歡笑、
有淚水、有幸福、有痛苦，除非讓時空停格，歲月定
影，否則我們將永遠生活在人生的春夏秋冬之中。
我總相信，在更深更廣處，只要維持一顆美好的
心，欣賞的心，對生命恒常有祝福之念，有包容之
念，那麼冬即是春，春即是冬。首要條件只不過是需
要以平和的心態去靜靜品味。多年以後，當我已經
成為坐在搖椅上的白髮老人時，端著一杯熱騰騰的
濃茶，依偎在融融爐火旁，回憶曾經走過的道路，
曾經的光榮和失落，夢想與挫折，那該是多麼溫馨
的事情啊！
天地變化，萬物榮枯，美哉冬季！

PastoralSearchCommittee(SCCCC 聘牧團 )
Email:mlau@live.com.au
Tel:(07)54937225

曹惠英Canna

太平绅士资深贷款经理

十多年贷款经验，秉承服务，为您提供最优贷款方案。
（业务包括：住房、商业楼宇、生意设备、汽车及人寿保险）
Tel:(02)82630202/0417818088
Email:canna.cao@acaonline.com.au
Address:Suite903 370 Pitt St.Sydney

雪梨依士活物理治療

林盛情

EricLam

B.App.Sc(Physio)U.ofSyd.
1/37 Railway Pde Eastwood NSW
電話：(02)98746555或0425303259

好运装修（雪梨地區）
註冊公司承接加建，商鋪，浴室翻新，瓷磚，泥水，油
漆，間隔，安裝廁所及廁所管道，水電大小工程，免費
估價。16年澳洲經驗，保證品質。

憑此廣告優惠
ABN:66120909177Tel:0430470728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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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

從七成黑
到十成白
——黑幫“大哥”的生命轉變
文/美睿

設想一下：如果你認識一位朋友，他的3個兒子
患有先天性疾病，每年至少要去50次醫院，當你見
到他的時候，你會如何期待他的表情？他一定是愁
容滿面，唉聲歎氣吧？如果你又恰巧得知20多年前
的他曾經是一位在黑社會呼風喚雨的“大哥”級人
物，你又會做何感想？
然而，當你面對佐治（George Fattal）時，當
他用剛學會的中文“耶穌愛你”來問候你的時候，
他那從內心裡散發出來的喜樂與平安，他那燦爛的
笑容，讓人感覺他就像一個心無任何掛慮的大男
孩，令你絕對不會想到他就是那3個孩子的父親！
你也更不會把他與黑幫“大哥”聯繫上。已經認識
他18年的Alen Best牧師介紹佐治時，說他每次見
到佐治時，都被他樂觀的情緒所感染和鼓勵。
10 生活月刊 六月 第一百一十期

採訪佐治其
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因為 他 總
是在教會和醫院
之間忙碌。非常
感謝百思道華人
公理會邀請到了佐治來講道，通過他的分享，我們
瞭解到關於他的奇妙的見證：

科威特，少年時期的佐治

黑幫生活——七成黑
16歲的時候，他在朋友的慫恿之下開始嘗試
毒品。這次可是一發不可收拾。由於毒品在黑市上
價格昂貴，為了滿足自己吸毒的需要，佐治組織他
的一幫朋友開始進行毒品和酒的交易，這樣給他帶
來了滾滾財源。他所在的幫會佔據了科威特近七成
的黑市毒品和酒交易的市場份額。

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在穆斯林國家，男孩子
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所以，少年時期的佐治可以
為所欲為地做任何事；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強烈
好奇心的男孩，看到父親在家裡抽煙的樣子，就感
到很奇怪：為什麼煙只從嘴巴和鼻子冒出來，而不
會從兩個耳朵冒出來？

在那時，佐治看起來擁有了一切他想要的東
西，除了神和神的拯救，但那又與他何干呢？反正
除了錢之外，他不需要尊重任何其他的，甚至他的
父親。有一次父親勸他不要出門，他粗暴地將父親
推到在地，然後從父親身上跨了過去就離開了家。
曾經也有人向他傳福音，他掏出口袋裡的槍，說到：
“如果你信的那位神出現的話，我就立即開槍把他
打死！”

好奇心再加上無所忌憚的結果就是佐治在少
年時就染上了煙癮，更為嚴重的是，他在14歲的時
候又染上了酒癮——要知道，科威特可是禁酒的國
家——佐治一步一步地走向罪惡的中心。

其實，死亡和監禁在黑幫生活中並不是一件多
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經常有人因為黑幫火拼或與警
察鬥爭而橫屍街頭或鋃鐺入獄。
“幸運”的佐治每
次都能化險為夷，

曼谷之旅
有一次佐治去曼谷進行一筆大宗的毒品交易，
當約定的時間過了一個小時後，交易的對方還沒有
出現，他預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趕到機場，那天的
登機安檢手續異乎尋常的嚴格，使他更加忐忑不
安。登機之後，看似一切正常，佐治才漸漸恢復了
平靜。當飛機順利抵達科威特時，卻突然聽到廣播
通知他去協助警方調查，原來這次的毒品交易已
被知情人告發，經過一番盤問和搜查，警察並沒有
在佐治身上發現什麼，無奈之餘也只得放行。這一
次的輕鬆逃脫，使佐治很自豪，回到家還跟他的朋
友進行吹噓，成為了他炫耀的資本。

賽車事故
青年時期的佐治是徹頭徹尾的賽車迷，他經
常開車和他的朋友們去沙漠中進行比賽，在一次瘋
狂的賽車過程中，由於車速過快，賽車翻車，他居
然毫髮無損，這又成為了他炫耀自己“幸運”的一
大亮點。

妹妹們的新生命
當佐治在經歷著紙醉金迷的黑幫生活的時
候，他的兩位妹妹在神的帶領之下，認識並接受了
上帝做救主。兩位姐妹同心合一地為他禱告，並向
他傳福音，他非但不聽，還動手打了妹妹們。得知
妹妹們要去參加洗禮儀式時，佐治就揚言要找“警
察朋友”（因為毒品交易的原因，他結交了不少警
察做朋友。）把那些接受洗禮的人包括他的兩位
妹妹全部抓到監獄裡去。後來由於在洗禮儀式的
前一天他吸毒過量，睡過了頭，才沒有實施這一計
劃。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妹妹們並沒有輕易
放棄，依然在堅持為他的悔改而禱告，神的拯救計
劃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父親的葬禮
佐治在澳洲的朋友邀請他來旅遊，誰知道剛
到澳洲2-3天就接到父親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的消
息，他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只得立即趕回科威特來
安葬父親。當他們的家庭在蒙受失去親人的痛苦
的時候，周圍很多人卻只關心錢，只關心佐治打算
花多少錢來籌辦葬禮，根本不理會他內心的難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妹妹們的那些基督徒的
朋友經常來他們家來探訪，安慰她們，陪她們一起
禱告，唱詩。兩廂比較下來，給佐治很大的衝擊，並
對基督教有了一些好感。

初訪教會
在妹妹們的堅持之下，佐治終於去教會了，但
他只是遠遠地坐在教會的最後一排，不停地抽著
煙，坐著聽道沒多久，他就離開了，認為教會不是
他的世界。

極度迷幻
佐治又回到了瘋狂無度的黑幫生活……在埃
及開羅一家二十幾層高的酒店樓上，當他吸毒過
量時，產生了幻覺，認為自己可以從樓上一步跨到
幾十米高的樓下，幸虧旁邊有人及時提醒並制止了
他，才倖免於難。

認識真神
從開羅回到科威特，佐治的妹妹們懇求他去
聽一場機會很難得的講道。這次教會的弟兄姐妹
早有準備，並將佐治安排到第一排的座位。雖然對
於講道的內容佐治興趣缺缺，但是當那位牧師最
後問道：
“如果你還沒有相信耶穌，如果你今天就
死去，你是否知道自己將要去哪裡？”牧師的問話
觸及到了佐治的心靈最深處，在黑幫的生活是有今
天沒明天的打算，極度的刺激與繁華也只是為了尋
求生命存在的感覺罷了，以前沒有人能夠明確地告
訴他，他將來的歸宿如何，只有在基督教裡，他才
得到了明確的答覆——只要相信耶穌，就可以上天
堂！他的心理防線被逐漸突破，往事也歷歷在目，
他曾經離死亡是何等親近：曼谷脫險、賽車逃生、
吸毒過量……牧師的話語就像是一記重錘敲醒了
他沉睡的靈性，在反復地猶豫之後，看到母親已經
站起來決志，他終於鼓足勇氣回應了牧師的呼召，
相信了耶穌。也借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將
他的罪惡全部洗淨。

七天：新世界，新生命。
成為基督徒後，佐治面臨著一個迫在眉睫需
要解決的問題：由於他在黑道的經歷，知道太多其
中的秘密，如果繼續留在科威特，對他而言，就是
死路一條。也就是在同一時刻，有一位澳洲駐科威

人因口所結的果子，必飽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為自己的報應。箴言12:14

特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問他是否喜歡並且希望移民
到澳洲，這正是佐治所需要的一條出路！於是所有
的移民手續在七天之內全部辦好。看起來不可思
議，但神的計劃奇妙莫名，神的旨意沒有人能阻擋！
“這顯然就是一個神跡！”佐治現在分享起來這段
經歷，依然是充滿著感恩與敬畏。從此，新的生命
以及新的世界在佐治的面前展開。
初到澳洲，就有一大群的弟兄姐妹去機場迎
接佐治，原來，科威特的教會已經把他的行程通知
澳洲的教會。所以，儘管是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
家，佐治卻感覺到了親切與熟悉。弟兄姐妹帶他到
自己家中，陪他一同讀經、禱告、唱詩、分享神的話
語。
“這一點，對於一位初信者而言非常重要，周圍
有很多成熟的基督徒作為引導，將會幫助他們儘快
紮根信仰。”這可是佐治自己的親身體會！

熱心服侍——十成白
現在的佐治積極在教會參與服侍，每每他都
用喜樂的心態去傳講神的奇妙作為。雖然他的幾個
兒子患有身體上的疾病，甚至醫生斷言他的長子不
會活過18歲，但他的大兒子現在已經22歲，而且還
是他們教會的一位領導者！神就是這樣奇妙，一次
又一次地將嚴謹的醫學判斷推翻。由於去醫院的次
數太過頻繁，每次他們不用自報姓名，醫生和護士
都像見到老朋友一樣“熱烈歡迎”。儘管如此，他
們全家在神的保守之下依然笑對人生，去實現神賦
予他們使命。
“在澳洲有50萬穆斯林，在悉尼就有30萬之
多，請大家為我們的32間穆斯林教會禱告，求神
的福音來拯救穆斯林的人民！” 佐治言辭懇切
地請求。

分享
通過佐治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為家人、朋友
的悔改而禱告的重要性，如果佐治的妹妹們因為
哥哥的粗暴行為而放棄，可能就不會有他後來的轉
變。還有，教會弟兄姐妹們之間彼此的關心和支援
是信仰紮根以及屬靈成長的重要基礎，也正是因著
這樣的連結使信徒與世界分別出來，讓世人見到我
們彼此相愛而見證神的榮耀。
將一切的感恩、頌贊、榮耀都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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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膳 食 模 式

文·惠來

引言

健康研究新發現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重視合理的飲食和營養，
能夠保障身體的正常生理活動，提高身體的抵抗力
和免疫力，達到預防疾病、增強體質的作用。每個
國家、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飲食文化。按照《聖
經》記載：人類始祖時代，神將一切結種子的菜蔬
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都賜給人類作食
物。所以那時的人是以素食（水果、菜蔬）爲生。挪
亞時代的（約在西元前2300年）大洪水以後，人們
飲食除素食外，還有牛、羊、魚等動物性的食物。世
界各國、各民族在生活中形成各自的飲食文化。

現在許多人以可樂、啤酒、咖啡作爲飲料，而
且喝可樂喜歡用大杯。這些飲料含糖份很高，多飲
無益，會增加心臟病及糖尿病的危險性。

地中海亞洲飲食益健康
經專家研究發現：在衆多飲食中，以地中海和
亞洲地區的飲食對健康最好。亞洲食品我們大家都
很熟悉，下面著重介紹一下地中海的飲食結構。大
部分地中海飲食中的脂肪，來自橄欖油，是有益於
健康的單不飽和脂肪酸。傳統的地中海飲食，有助
於預防心臟病、癌症和糖尿病（二型）的效果。地中
海飲食是由六大類食物組成。
(1)穀類：富含碳水化合物、維生素、礦物質和
纖維素。
(2)綠葉蔬菜：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
(3)豆類：富含高蛋白質、礦物質、纖維素和其
它保護性物質，它含有的植物蛋白質是與肉類相當
的豆類食物，遠比牛排漢堡健康。
(4)橄欖油：爲脂肪的主要來源，用於烹調和
拌新鮮蔬菜，它是維持心臟健康的理想脂肪。
(5)魚類：一切海鮮（包括水生貝殼類）多脂魚
（鮭魚等），都含有某些奧梅格三脂肪酸，對心臟
有保健作用，且能減少心律不齊和血液凝固，對大
腦的發育和維持大腦功能，也有重要作用。
(6)堅果類：考古學發現：古代飲食主要靠堅果
類作爲食物，遠比穀類爲早。杏仁、核桃、栗子等是
較好的脂肪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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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研究人員發現，
“多種成份飲食”（葡萄
酒、魚、黑巧克力、水果、蔬菜、杏仁和大蒜等七種
食品）一起吃，使男性延長壽命六年，使女性延長
壽命五年。
英國研究發現，經常喝綠茶或紅茶能改善記
憶，防止老年癡呆症，而綠茶的効果更好。根據美
國研究發現，綠茶和紅茶可減緩前列腺癌的發展，
並有防止皮膚癌的形成。另有研究指出，常喝茶可
減低膽固醇水準及高血壓。
研究人員發現，每日飲一杯紅酒，可防止前列
腺癌。洋蔥含有豐富的抗癌化學物，對預防肝癌、
結腸癌有效。

常吃黃豆補大腦
現代醫學研究認爲，黃豆蛋白質含量高達40%
左右，相當於瘦豬肉的兩倍多，雞蛋的三倍，牛奶
的十二倍。黃豆不含膽固醇，並可降低人體膽固
醇，減少動脈硬化的發生，預防心臟病。營養學家
研究認爲，黃豆中還含有一種叫抑胰酶的物質，它
對糖尿病有一定的療效。因此，黃豆被營養學家推
薦爲防治冠心病、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等疾病的
理想保健食品。黃豆中所含的卵磷脂是大腦細胞組
成的重要成分，常吃黃豆對增進和改善大腦機能有
重要的效能。

中國營養學會根據調查研究，總結國內外飲食文化
的特點，制定出中國居民膳食模式，這裏可以概括
爲飲食七條原則：即每天一個水果，二羹素油，三
碟蔬菜，四份穀類、薯類：五份蛋白質，六種調味
品，七杯飲料。具體簡述如下：
一個水果：每天至少吃一至二個不同種類的
水果，如蘋果、香蕉、柳丁、鳳梨、桃子等，都有增
強機體抵抗力，降低患病機會，有助於促進胃腸健
康。木瓜、西瓜等是強力氧化劑，可保護腦細胞，降
低有害物質自由基對身體的不良影響。
二羹素油：橄欖油、菜油、花生油等，尤其是
橄欖油，它們對維持心臟健康大有益処。
三碟蔬菜：每天盡可能吃品種多樣的各色蔬
菜，如青菜、菠菜、胡蘿葡、韭菜、黃豆芽、土豆、
蘆筍、蘿蔔、芹菜、萵苣、洋蔥、大蔥、西紅柿（番
茄）等，能增加身體的抵抗力，促進生長發育等功
能。每天蔬菜的攝入量應保持在400克左右。
四份穀類、薯類：包括粗糧、玉米、燕麥、小
米、蕃薯等，能促進生長發育，增進腸胃功能等功
能。每人每天攝食量爲300至400克。
五份蛋白質：蛋白質是生命的物質基礎。每
天吃瘦肉50克，魚蝦類50克（淨重），豆腐或豆製
品100克，雞蛋一個，牛奶一杯。能促進生長發育，
對維持體液的酸鹹平衡和正常滲透壓也起著重
要作用。
六種調味品：甜酸苦辣鹹等調味品，含量很
少，作爲烹調佐料之用，可增加菜肴美味，促進食
欲，殺菌解毒，且有調節生理功能等作用。
七杯飲料：白開水、茶水、湯水，每天不應少於
七杯（大概200ml/杯），可補充體液，促進代謝，增
進健康。

健康膳食新模式
飲食文化盡管各國有異，但飲食的基本原則相
似，均重視食物搭配合理，營養豐富，有利於健康。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用接吻去战斗

文/玉指紅顏

在東南亞爪哇島和婆羅洲島的湖泊、水塘裡，
生活著一種奇特的熱帶魚。說它們奇特，是因為它們
生性活潑，游泳技術高超，在水中翻騰跳躍時猶如
優秀體操運動員表演翻筋斗一樣精彩；更令人拍案
叫絕的是，它們是水族中最會接吻的魚——當兩條
魚相遇時，雙方都會不約而同地伸出生有許多鋸齒
的長嘴唇，用力地相互碰在一起，如同情人“接吻”
一般，長時間不分開，有時整整一下午都保持接吻的
動作，對外界環境的影響視若無睹！正因為這種魚會
有“接吻”的這手絕技，才贏得了人們的鍾愛——那
“傾情一吻”成為許許多多青年男女嚮往的理想夢
境！以至於人們把這種魚作為特殊的禮物送給新婚
的青年男女，祝福他們恩愛和諧，幸福永遠。這種魚
也由此成了世界上聞名遐邇的觀賞魚，而且人們還
送給了它們許許多多非常好聽的名字：親嘴魚、接吻

魚、桃花魚、吻嘴魚、香
吻魚等。
其實，這 種小東
西跟人類開了一個天
大的玩笑！在人類眼中表示恩愛、甜蜜的親吻，其
實是接吻魚的一場貌似親昵的戰爭！一方為了擴張
領地，一方為了保衛家園，於是一場“甜蜜化”的戰
爭就在兩條接吻魚之間打起來了——原來它們接
吻竟是為保衛自己的空間領域而戰鬥！接吻魚付諸
武力的方式恐怕水族界難尋，它們之所以用親吻
這一動作來完成戰爭，是因為這種魚全身上下除了
嘴沒有其它“正規武器”可用，所以，它們只好用嘴
唇來解決“領土爭端”了。不過，接吻魚之間的戰爭
並不總是激烈，只要有一方退讓步，另一方就會放

喻道故事

過一馬，繼續埋頭自己的清潔工作，似乎什麼事也
沒有發生過；等下一次再相遇時，依然會發生一場
戰爭，於是，人們又會欣賞到一次“恩愛和諧”的表
演。
俗話說：
“眼見為實”。而在這個世界上，有些
時候，恰恰是眼睛欺騙了我們。輕信和過於相信都
是不可取的，而一味信賴我們的視覺則是更加危
險的！
作者現居中國

四

则
文/朱天民

堅定信心
烏龜與兔子賽跑的故事，大家
幾乎耳熟能詳。
誰都知道，烏龜的動作很慢；
但牠很自信，動作再慢，只要有信
心，離目標會越來越近。由於烏龜
的毅力不斷地爬行，終於贏了兔
子。如果有了目標，動作即使再慢，
也離目標越來越近了。
向著標杆直跑，得上帝的獎
賞。

饑餓的人
從前有一位好心的人，送給兩
個饑餓的人一根魚竿和一簍鮮魚。
其中一人拿了魚竿跑向大河去釣

魚，將到河邊時頭昏餓死了；另一人
很快把一簍鮮魚吃光了，不久，餓
死在空簍旁。
後來又有兩個饑餓的人，同樣
得到了長者送給他們一根魚竿和一
簍鮮魚。這二人決定一起帶著魚竿
和魚簍，去到大河邊釣魚，很節省
吃著那簍鮮魚，路上有說有笑，終
於他們來到了大河邊，過著捕魚的
生活。幾年後，他們蓋了房子，各自
有了家庭、子女，過著幸福的日子。
前面兩個人只顧眼前自己的
利益，不久失去了生命。後面兩個
人，互相合作，雙方獲益。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上帝的
旨意如何。

輪椅上的見證

蚊子的勝敗

南茜原來是一個十分健康的
人，但內心十分沮喪，她曾從住處
跳下，企圖輕生，然而自殺未遂，
導致腰部以下完全癱瘓。住院期
間，她在絕望中聽見耶穌對她說：
“南茜，你曾經擁有健康的身體，
但靈魂卻是殘疾。從今天開始，你
會擁有殘障的肢體，但靈魂卻是健
全”。出院後，南茜每週收到30多
通電話，她坐輪椅與人分享上帝的
恩典。她認識到，不論身體情況如
何，仍可以為耶穌作見證。

有一個故事說到，一隻蚊子向
獅子挑戰，要比武一決高低，獅子
看見蚊子如此細小，根本不把它放
在眼裡，便接受了蚊子的挑戰。蚊
子一開始便飛到獅子的臉上，叮住
獅子的鼻子和牠臉上沒有毛的地
方。獅子用爪抓它，反而把自己抓
傷了，結果蚊子獲勝。正當蚊子興
高釆烈地四處飛來飛去時，慶祝自
己的勝利，卻不慎纏到蜘蛛網裡，
給一隻蜘蛛吃掉。蚊子在臨死前歎
道：
“想不到我能夠戰勝兇猛的獅
子，卻死在自己給勝利衝昏頭腦的
失敗中”。

為耶穌作見證，必定得福。

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
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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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諒的力量
文/許永禮

大學快畢業時，良亮結識了何琦。之前，他和
李芬已相處了一年。良亮最終選擇了何琦做新娘，
對於李芬，他一直心懷歉意。婚後，良亮沒再沒見
過李芬，李芬的影子也就逐漸淡出了記憶。
良亮再次見到李芬是四年後。那天，是他和何
琦結婚三周年，兩人在超市選購物品，準備慶賀。
透過貨架乳色的絲網，良亮的眼睛撞上了李芬的滄
桑和憂鬱。他心亂如麻，草草買了些東西，拉起何
琦落荒而逃。
良亮和何琦的居處，他們拉上窗簾，關掉手
機；剛剛啟開一瓶香檳，門鈴不合時宜地響了。良亮
打開門，門外昏暗的樓道裡，李芬單薄而無助的身
體在那裡顫抖。
“我兒子不見了，丈夫出差了，你能陪我去找找
嗎？”時已深夜，李芬的要求顯然越過了常理。良亮
看何琦，何琦點頭，很用力。良亮便陪同李芬奔波
在城市的夜裡，她兒子的失蹤就像一樁撲朔迷離的
懸案，直到淩晨，仍一無所獲。他們坐在了公園長
椅上，李芬緩緩道出原委。
“我根本沒結婚。”她說，
“四年了，每年今天
我都來偷偷看你，你的結婚紀念日就是我的難日
啊。今年，實在忍不過，昨天我就跟自己打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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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你約出來陪我一夜，我就死。現在，我做到
了。”李芬摸出一瓶安眠藥，把盡數的藥丸朝公園
晨風中揚去。接著站起身，走向一輪朝陽……
其實，良亮預感到李芬是撒謊。由於體諒她的
心境才沒刨根問底。有時，無意間一個善舉，挽救
的卻是一個人的生命。少一些苛責與質疑，多一些
包容與承擔。體諒他人的苦楚，才能理順生活裡糾
葛的纏結。力所能及地替人卸去一些心之重荷，同
樣會讓你的心靈獲得平安，人格也日趨完善。
當然，體諒一個昔日的朋友，相對容易。如果
是你的對手，比如情敵，是否有足夠的心胸去寬
解？
良亮趕回家，何琦睡熟在沙發裡。婚慶的一切
就堆放在餐桌上。良亮俯身去吻妻子，忍不住說：
“對不起，其實她沒結婚……”何琦摟住丈夫的脖
子：
“不要道歉啊，我早就知道，我有個同事和她住
在一個單元樓。我想，昨晚上她比我更需要你。”
體諒往往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信任則源自
內心的愛。在這裡，愛已經越過了男女之間的情感，
成為一株人性中綻放出來的花朵。真正的體諒是
非功利的。它是一種平等，是設身處地走進對方的
心境，與其分擔苦楚與脆弱。倘若擁有這樣一顆愛

心，還有什麼樣的磐石，會是你途中障物？
然而，如果說體諒對手仍能企及的話，那麼面
對兇手，一個企圖傷害你性命的敵人，是否還能做
到體諒？
1981年5月13日，羅馬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在
聖彼得廣場講道，一枚黑色的槍彈擊中他腹部。5
小時的緊急手術，才脫離危險。刺殺教宗的是一
個名叫阿裡•阿哥卡的23歲年輕人。教宗蘇醒後，
即宣佈：我為那個槍擊我的弟兄祈禱，我己經誠
摯地寬恕了他。痊癒後不久，教宗親臨監獄，探望
阿哥卡，告訴他自己已經原諒了他。阿哥卡在監獄
中度過半生，20年後，當阿哥卡得知教宗病重住
院，他想方設法通過律師向教宗轉達了他發自內
心的祝福。
化解怨恨的終極力量一定不是以暴治暴，而
是體諒、寬解和愛。即使面對敵人，更需要一副仁
慈的心腸。憑藉以柔克鋼；滴水穿石的耐心，才能
攻克堅如磐石的仇恨。心懷悲憫與同情，呈現在平
等與體諒中；它具有一種愛的力量，柔弱如水，靜
靜地安居在我們內心。
作者現居中國

雪梨北岸華人基督教會
今年七月起主日聚會時間改動如下
粵語崇拜: 上午十一時半
英語兒童/青少年主日學: 上午十一時半
英語崇拜: 下午二時三十分
聚會地點: 哥頓浸信會
20 Park Avenue, Gordon
鄺銘康牧師
0421 929 555
羅紹鏞傳道
0408 389 318
張達球傳道
0412 291 110

不让您看到我的痛
文/莎湯果

阿花生病住院的時候，三親六戚都到醫院去
看望她。她的病情並不是很嚴重，但人卻一天比一
天憔悴，因為她最渴望的一個人沒有出現，這個人
是她的親生女兒。
她有兩個兒子，而女兒就這麼一個。所以她有
些軟硬兼施地讓女兒跟遠方的男友分了手，選擇在
這個城市裡安了家，幸好姑爺對女兒很好，女兒婚
後生活也十分幸福，並沒有對她這個母親表現出
絲毫的怨言。但她想不通，在她身邊最需要親人的
時候，女兒為何不出現？難道內心還是恨她這個母
親？
晚上，當姑爺一個人出現在她的病房裡時，她
的心更是隱隱作痛。姑爺只告訴她，女兒最近都要
加班，過些日子會來看望她的。隨後說了些安慰的
話後，也匆匆離去。
面對姑爺這樣應付式的看望，她無奈的苦笑
了一下，連女兒都不孝，又怎能依靠姑爺呢。夜深人
靜的夜晚，當她想到當初挽留女兒的一番苦心在事
實面前付之東流，她忍不住地老淚縱橫。
直到她出院，除了姑爺晚上偶爾來看望她一
下，女兒始終沒來看過她一眼。

兩個月後，當女兒跟姑爺若無其事的出現在
家裡時，她心中已是失望到了極點，她冷冷地說：
“你們都走吧，我不認識你們，也不想見到你們。”
女兒眼含著淚水，跪在母親面前，說：
“媽，我知道
今天無論我作任何的解釋，您都不會相信，我不求
您理解我的苦衷，只希望您相信，女兒是永遠愛您
的。”

WITHCOMPLIMENTS
of
A.LOCK&ASSOCIATES

她搖搖頭，看也不看女兒一眼，說：
“你的苦
衷？是要我相信你的工作比母親更重要嗎？”在一
旁的姑爺“撲通”一下跪在她面前，說：
“媽，不管
您相不相信，我都要說，當您躺在醫院裡的那一
刻，您不會想到，您的女兒因為子宮肌瘤正躺在醫
院的手術臺上，或許你不相信這樣的巧合，但您可
以看看她身上的傷疤，她是不想讓您知道而影響
了您的治療，這兩個月來，她不僅要承受肉體上的
痛苦，更要從心靈上去承受您及親人們的誤會與埋
怨。”
她顫顫的起身，並沒有去看女兒身上的傷疤，
只是一把抱住女兒，泣不成聲。

作者現居中國

誠聘粵語堂傳道/牧者
悉尼播道會活石堂現誠聘傳道/牧師一名。
應聘者需在認可的福音派神學院畢業。具有教
導，牧養，講道恩賜。能帶領會眾参與傳福音事工
及獨立推動事工發展，有牧會經驗更佳。能以英
語溝通及與同工配搭事奉。有意者請寄／或電郵
詳細履歷表及三個咨詢人姓名給播道會活石堂聘
牧委員會。Pastor search committee, Living
Stone EFCA, 5 – 7 Castle Hill Road,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livingstone@efca.org.au
Tel: 02 9980 5201
截止日期：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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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地区
征求派发义工

为何上帝允许人类

生活月刊诚意邀请派发人员

失 败？

派发时间：每月初将月刊送至唐人街
Little Bourke Street
派发数量：500本
派发费用：月刊酌情提供适量车马费。
联络人：Patrick 潘弟兄
电话：0422122787
e-mail:phwpoon@optusnet.com.au

文/田潔

上帝創造了萬物，
也允許人類失敗的發生。
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完美的。失敗也是走向
成功的一條必經之路。就像當年的亞當和夏娃一
樣，他們背叛了上帝，上帝將他們趕出了伊甸園，他
們也曾後悔做了錯的事情。他們也希望自己能永遠
生活在幸福快樂的伊甸園中，這也許就是人類的弱
點，因為人類就是不完美的。

上帝是全能的，
為什麼允許人類失敗的發生呢？

順福駕駛(悉尼地區)
‘教人開車行順路﹐領人蒙福得真道’。誠信專
業RTA華人教練﹐二十年駕駛經驗﹐耐心實鐘﹐主內﹑
學生及大陸人仕特惠。國﹑英語教授。0450396269，
(02)98691681，email:VZ8858@yahoo.com.au

钢琴调音
42年经验台湾调音师，美国钢琴技
师协会会员，调音，修理，代客选琴
Jesse 周Mobile：0419386868Tel：94888618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聘請粵語堂牧師

失敗只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結局。我們做任何
事情不可能是一切順利的，如果什麼事情都不需要
我們思考，只是隨著本能去做就能獲得成功，那麼人
活著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上帝允許失敗來鍛煉我們
的思維，來磨練我們的意志，同樣也考驗了我們的信
仰。如果我們只是祈求一切事情都隨心所願，那世界
上就沒有任何規定了。一切事情都是憑我們主觀意志
去做，恐怕人類也就不存在了。唯有經歷了失敗，才
會讓我們更加珍惜成功，更加熱愛自己的生活，更加
愛我們的上帝。上帝用失敗來考驗我們的意志，如果
一個人經歷了失敗就放棄了自己對上帝的信仰，那麼
他的信仰就不是純粹的信仰。沒有任何事情是完美
的，同樣，上帝給你一些好的東西，也會給你一些看
似不喜歡的，不想要的。而你所要做的就是帶著感恩
的心接受上帝給你安排的一切，不管那是不是你想
要的，因為隨著歲月的流逝，你會體會到不如意的背
後往往有著上帝的美意。可能有些人先天殘疾，或者
出生在貧困的家庭，或者他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如
意。這都是需要我們珍惜的，上帝給的一切都是需要
我們去珍惜、去體會。

有關本會及職位資訊, 可參訪本會網頁http://www.wscc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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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並不意味著結束，而是另一個新的起
點。如果一個人經歷了失敗後就從此一蹶不振，
那麼他的生命已經畫上了句號，這就是他的結
局。但這並不是上帝所希望的。上帝希望我們能
從失敗中得到教訓，能夠自信地迎接下一個開
始，能夠走出失敗給我們帶來的陰影。也正是因
為這樣，成功才顯得尤為珍貴。一個人如果沒有
經歷失敗，那麼成功對他來說毫無意義。今天有
的人會抱怨他們沒有幸福的生活，沒有漂亮的容
貌，沒有溫馨的家庭。但如果上帝真的給了他們這
些，他們就會滿足嗎？不會的，他們還會有各種要
求，各種願望，而且是永遠沒有辦法滿足的。如果
沒有經歷過失敗，就不會懂得珍惜幸福，體會失
敗帶來的樂趣何嘗不是一種享受呢？

怎樣才能走出失敗呢？
上帝會引領我們走出失敗，具體地說就是通
過祈禱來明白上帝的旨意，從而修正我們的錯誤。
我們祈禱並非僅僅是求上帝給我們最終完美的結
果，而是祈禱讓我們經歷、信靠他。求上帝給我們
清醒的頭腦，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犯的錯誤，讓我
們有一個正確的心態來認識自己，接受我們的錯
誤。不是讓我們怨天尤人，把錯誤都推到別人身
上；讓我們祈求上帝給我們一顆平靜的心來思考
我們如何戰勝失敗，如何避免下一次失敗。我們
祈求上帝給我們堅強的心，堅定的信念，在任何
情況下都堅信上帝會幫助我們，會引領我們走向
成功。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墨爾本

中英对照儿童圣经(Big Picture Story Bible by David Helm)
英文版儿童圣经畅销多年，深受父母们的欢迎。现中英
对照版已经出版，每套两本（新约、旧约），内容生动有
趣，全彩頁精裝印刷，是家長向學習中英文小朋友分享聖
經的最佳選擇。

神學畢業有粵語堂牧會經驗五年以上﹐兼通 英
語,   能 夠 獨 立 處 事及 與 同工 配 搭﹐協 助 牧養及
推動發 展福音/ 培訓等 事工﹐本會會友 超8 0 0 名
請 連 同 履 歷 寄 :   牧 師 / 傳 道 聘 任 委 員 會 主
席,  Cantonese Minister  Search  Committee,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Australia 
或者wsccc@optusnet.com.au﹐資料只作招聘用。

體會失敗帶來的樂趣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
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
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歌罗西书3：20-21

价格：$60（含：澳洲各地邮寄费用）；
請联络：陈伟雄
电话：
（02）91812222
E-mail:colman_chan@yahoo.com

如何明白上帝在人生命中的旨意？
文/麥克

上帝与人同在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如同一个孩子，你给他（她）千百种玩具却让他（她）
与父母分离，他的高兴可能只是一阵子，不久他（她）就会要去找父母；而他（她）若总是
与父母在一起，且得到父母的关爱，照顾，培养，引导，他（她）就总是会洋溢着幸福感。
請問：
1. “生活適意，隨心所欲，豐儉隨意，想幹
什麼幹什麼，不想幹就歇著，一切要自己順心與快
樂。”人要有這種心態，是需要一定的基礎的。
2. 一個有責任有德性的人一定會有幸福感
嗎？
3. 人又怎樣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麼呢？
麥克回應：
謝謝這位朋友提問！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
問題。
首先，隨心所欲的狀態是需要一定基礎的。其
實，任何一種生活狀態都需要一定基礎，包括物質
方面的與精神方面的，而精神方面的更重要。基礎
是你站在其上的東西，基礎不是你自己造出來的，
而是被給予的。
其次，一個履行上帝使命且有德行的人一定是
有幸福感的。上帝不會虧待這樣的人。問題在於上
帝所給予的幸福不一定是我們常人所想像的榮華
富貴、功名利祿。上帝與人同在就是一種最大的幸
福。如同一個孩子，你給他（她）千百種玩具卻讓他
（她）與父母分離，他的高興可能只是一陣子，不
久他（她）就會要去找父母；而他（她）若總是與父
母在一起，且得到父母的關愛、照顧、培養、引導，
他（她）就總是會洋溢著幸福感。記得電影《美麗
人生》中的那個孩子嗎？雖然他處在異常艱苦嚴
口吐真言，永遠堅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箴言12:19

酷的集中營中，但有父親的愛陪伴著他，他就興高
采烈地去做那些苦工。最後，他還真的贏得了大
獎——坦克——前來營救他們的美國坦克。當然，
上帝不會讓每個人都這樣苦中作樂，他會按照每
個人的程度去安排他合適的環境與道路，上帝不
會把人擔不起的擔子給人。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
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書》
10:13）
第三，人要知道上帝給自己的使命就要多多
與上帝親近。對於基督徒來說就是要常常讀聖經
與禱告。讀聖經就是吃屬靈的食物。
“耶和華萬
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
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
人。”（《耶利米書》15：16）讀經可以熟悉上帝的
性情、思想、典章、誡命，可以知道自己生活應遵
守的原則、規範與界限。禱告就是屬靈的呼吸。禱
告讓人更傾向於上帝，與上帝更息息相關，上帝也
會進入你的生活之中來引導、祝福、勸誡你。
“耶
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
明我的心意，並要儆醒。”（《詩篇》5:3）“你們奉
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約翰福音》
14：14）你也可以借著牧長的教導來明白上帝的旨
意，當然，還有很多方式。聖靈會以多種方式來感
動引領你。當你行在上帝的旨意中時，會有平安與
喜樂；當你偏離時，聖靈會提醒你，你心中會有不
安。要學會傾聽聖靈細微的聲音。
“我的羊聽我的

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約翰福
音》10:27）
上帝的旨意總的來說就是：
“世人哪，耶和華
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
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迦書》6:8）
最後，給你推薦兩本書 注1，應該會對你有幫
助。華理克的《標杆人生》、伯瑞特的《尊貴的設
計：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注2。

注1：上述書籍可在下列書局購置：
悉尼
榮耀書局
38 The Avenue Hurstville (02)95852474
使者閱覽室
Cnr.Holden & Norton St. Ashfield
(02)9799 0340
墨爾本
佳音書樓
1027 Whitehorse Rd.Box Hill
(02)9899 3207
注2：伯瑞特的《尊貴的設計：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Richard L. Pratt, Jr. Designed For Dignity:
What God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You To Be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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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長的時間裡，我不知道我是誰，為什麼會
呆在這裡；我的使命是什麼，或者我的一生根本無
所謂使命，我原本就是一個自生自滅的生命罷。我
是一隻蚌，一隻海裡的蚌。
暗流一次次沖刷擊打我，我無力抗拒，只好隨
著它四處漂流。我不知道我的來處，不曉得哪裡才
是我的故鄉，我生命的開端，也不知道我的未來竟
在何處，我還將漂流多久。魚兒戲我，水草纏我，
泥沙裹我，張牙舞爪的蟹，幾次高舉它猙獰的螯，
企圖掰開我，吞噬我。
那個時候，我不認識你，親愛的上帝，我看不
到你造我的那一雙恩手，不曉得你的同在。我一味
地自憐，在自憐中慢慢長大起來。我為自己立下許
多志向，我要走向高處，眺望我未知的世界；我要
無比強壯，誰也無法打敗我，除非我把自己打敗；
我要與眾蚌不同，因此，我成了一隻特立獨行的
蚌。
我驕傲、自我，過著水草豐美的日子，卻仍然
是虛空的虛空。我的空間一片黑暗，我所看到的光
亮都是幻影。我在黑暗裡東尋西找，有時撞上礁
石，有時遭遇急浪，我的心啊，一次次摔成了碎片，
沒有誰能治好我的憂傷。
直到有一天，紮心的痛楚襲擊了我，我哭了。
當我的淚水流出來，一種充實和喜樂的感覺，替代
了那些無謂的憂傷，將一切撫過，緊緊抓住了我。
從那一刻起，我的生命不再一樣。我將視線從外
界收回，不再懼怕暗流的挾裹，和一切的傷害，因
為我已知道，我的使命竟是什麼，是誰在掌控著明
天。

凝泪成珠
文/雁羽

從前，我是一隻茫然的蚌，在無上帝的黑暗
裡苟全著性命。如今，我看到了那光亮，得著了那
大光，是行走在光明裡了。那光是我生命永遠的能
量，我越是低到泥土裡，那光就越是照徹周身，讓
我通體明亮。我的生命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質地。我
俯伏下來，用全部的身心讚美歌唱。
只是，這並不意味著，從此我可以高枕無憂。
沙礫就是在這時進來的。那沙礫，與我的容量之
間，有著正比的關係。我疼痛，流淚，企圖將它們吐
出去，因為就是它們，讓我的身心受到磨礪，製造
創傷，讓我的軟弱一覽無餘。就在這時，我聽到了
上帝的聲音，在大光裡，神清晰地告訴我，祂的恩
典每天都夠我用的，這樣的磨礪與創傷，原是為了
我生命的益處。
我雙眼模糊，因為淚水不斷，感恩的淚、喜
樂的淚、憂傷的淚、痛苦的淚。我不知道淚水的去
處，不曉得每一滴，都為你珍藏，不明白淚水之
後，會有怎樣的報償。我學會了忍耐，學會了包容，
立下了一生跟隨的心志。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無與倫比的神跡，那些
沙礫，竟然在我的淚水裡，變成了一顆又一顆璀燦
的明珠！我的上帝，那是你給予我的最好的報償。
那一刻，我滿心裡的歡喜都在告訴我，這不是因為
我的好，或是我的能力，而全然是你的恩手所造就
的。
在凝淚成珠的歲月裡，我的生命，因著與你
的相稱，越來越成為聖潔。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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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侖堂
普通話堂牧者
聘
希伯侖堂位於雪梨西區 Westmead 地區，共有國，
粵，英五堂崇拜。為配合普通話堂發展，現增聘一
名牧者，牧養普通話堂，並與長議會一同推行整體
教會事工。應聘者須有福音派神學學位，有三年以
上牧會經驗，可操流利普通話，並能用英語溝通。

信主，真好!
文/葉佳寅

我生於1986年，來自上海，信耶穌四年了。與過
去弟兄姐妹相比，生長在現今時代的我，是何等蒙
福，因為我可以沒有顧慮地去教會聚會，參加小規
模的家庭聚會，和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真理。然而
所有的這一切，都要歸榮耀給主耶穌，因為沒有祂
的救贖，就沒有現今的我，更沒有與弟兄姐妹們交
通的機會了。在此，我首先要獻上最真摯的感謝，
感謝主耶穌用祂的寶血洗淨了我的罪，給我一個更
新的生命！
還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對教堂有一種莫名
的崇敬，很想成為裡面的一員，無奈身邊沒有信耶
穌的人，所以，這樣的期望就演變成了奢望。然而
上帝卻像是知曉我的心事，在我來澳留學后不久，
我有幸結識了陳雲芳姐妹一家，並在她的帶領下，
開始了我的信仰生活。感謝那全知全能的主耶穌！
2004年4月，我正式受浸歸於主耶穌的膝下，兒時的
期望終成了現實，歡喜之心無法言語。
慚愧的是，雖然信主四年，卻自問沒有真正要
做一個討主耶穌喜歡的人。身體的軟弱，時常讓自
己在不知不覺中跌倒；魔鬼的攪擾和攻擊，世事的
誘惑，讓我不能好好跟隨主耶穌，甚至離主耶穌越
來越遠。然而，我雖忽略了祂，祂卻仍舊時刻與我
同在。祂藉著我對於生活上的各種擔憂，開始讓我
學會在任何事上向祂禱告。儘管有時我感覺自己的
禱告不蒙垂聽，但慈愛的祂其實從未丟棄我，總是
為在迷茫、困擾中的我找尋出路，分擔我的擔憂。
感謝主耶穌！我漸漸明白，每天禱告是必須的，也
是義不容辭的！
主耶穌的恩惠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可卻是
信徒們能真真正正看到和體會到的。祂為我們這
些罪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寶血潔淨人類罪惡。
“主耶穌啊！我們何德何能，受您如此白白的恩惠！
您的愛，是我們在父母身上也無法得到的，是如此

有意者請來函連同個人履歷並有關資料，致：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Hebr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51 Hawkesbury Rd Westmead NSW 2145
Tel:(02)96871795Fax:(02)96875878
Email:
Website:www.hcac.org.au

地長闊高深，如果我們還不好好聽您的話語，行您
的旨意，我們又如何來回報這份來自於您的毫無怨
言的愛呢”?
“主耶穌啊，我慚愧！因為從我信您的那刻
至今，我浪費了不少的光陰，也曾經好幾次疏遠了
您，可是您卻始終攙拉著我的手，沒有讓我走失；
主啊！我慶倖！因為您從萬民之中揀選了我這個罪
人；主啊！我感謝您！因為您一路的看顧，我才能
脫離這個世界的紛紛擾擾，保守我在您的裡面；主
耶穌啊，我讚美您！因為您讓我這曾經一度迷途的
羔羊再一次回到您的懷抱，看到您的愛是如此的
寬大與包容；主啊，我也在此立志要永永遠遠跟隨
您，直到您再來的日子，因為只有在您的裡面，才
能有永生！而這世界的一切只不過是浮眼雲煙，曇
花一現，追求那與您團聚的一天，才是我所要守望
的。”
“主啊，原諒我這個罪人，對於過去我曾經迷
失和對您的那些敷衍；主啊，請相信此時此刻的
我，因為我已經警醒——沒有您的同在，我無法
前行。您是我路上的光，腳前的燈，是我整個人生
所要追求的真理！主耶穌啊，也求您繼續保守看顧
我這個罪人，在我軟弱的那刻，做我心中唯一的支
柱、堅強的後盾；賜給我信心每天向您禱告，每週
去主日聚會。也求您賜我智慧和口才，讓我能更常
開口和弟兄姐妹交通，傳福音。我相信此刻，您已
聽到了我的禱告。”
在此，我要真心誠意的向那些還在迷失的，或
軟弱的弟兄姐妹說：信主耶穌真好！請從此時此刻
開始，讓我們學會放下高姿態，謙卑地做一個討上
帝喜愛的人，來回報祂這份無私的愛吧！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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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的见证
文/胡潤荷
其實這也就是主耶穌
的 撒 種比喻，表弟媳
將福音的種子撒在了
我的心中。表 弟是 搞
音樂的，每年冬天墨爾
本天 氣很冷，他 就 會
來悉尼住在我家，每天
他會拿著他的樂器在
街頭表演並售賣他錄
製的音樂唱片，生意雖
然不多，他卻說：
“主
耶穌給我準備了一切，
今天不愁明天吃什麼
穿什麼。”他的心態是
這樣的 好，這一 切我
都看在眼裡。

心中有主真喜樂
2007年5月我母親突然去世，對我的打擊很
大，正當我心情極差需要得到安撫和勸慰時，我現
在教會的姐妹帶著禮物來看望我們全家，並帶來了
主耶穌的溫暖和愛，還鼓勵我去教會參加聚會。通
過與教會姐妹的交流，我知道了世界上只有一位獨
一的真神，就是我們的主耶穌。過去我所認識的都
是人手所做的假神和偶像，我很慶倖自己蒙受這位
慈愛而又公義的真神的揀選。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
和瞭解，我正式受浸成為基督徒。由於我年幼時父
母親忙於工作，我們很少能一家團聚在一起，所以
我從小缺乏父母之愛，導致我長期憂傷孤獨和虛
空。直到主耶穌拯救了我，衪的靈住在我的心中，
我每天有平安和喜樂，總是在盼望當中愉快度日。

耶穌醫我身心靈
1990年12月，我從中國成都移民來到悉尼，
與我父母兄妹團聚。記得剛到時，母親對我說到
教會作禮拜對我們很有好處，於是我便隨我母親
去了兩次。由於我所受的教育都是無神論，連佛
教和道教還是從我父親那裡得知的，當時對上
帝、耶穌和救恩沒有太深刻的認識，所以只是去
感受了一下教會做禮拜的氣氛。

今天不愁明天事
2001年我在家裡照顧年老有病的雙親，特別
是我媽媽，她患有多種疾病再加上老年癡呆症，
正巧我又是更年期，我身心都疲勞，得了嚴重的
憂鬱症。每天腹瀉6-7次，又吃不下饭，心情沮喪。
醫生多次檢查都找不出什麼原因，那時我真感覺
到了絕境，這時想到當我死後靈魂歸向何處的问
题。我那時不認識耶穌，只知道佛教，所以急急忙
忙皈依且每天讀經拜佛，但仍然心裡恐懼緊張。
在這期間，我去墨爾本表弟家散心，我的表弟全
家人都是基督徒，表弟媳給我傳福音，告訴我信
耶穌才會有真正的平安喜樂。我記住了她的話，

主不輕看憂傷靈
我在移民學校學習英文時認識了幾個中國同
學，我們後來成了好朋友、好鄰居，彼此互相幫助
互相關心。但我們中間發生的一些事卻讓我認識
了人的醜惡。我的同學中有一對夫妻是修理電器
的，為了生意的原因，他們跟另外一對有很多人脈
資源的同學來往很密切，那一對夫妻也給他們帶
來很多的客戶。但是，後來當幫助他們的那位男同
學因患癌症去世後，修電器的夫妻認為這個家庭
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就在那位傷心欲絕的妻子
最需要朋友幫助的時候疏遠了她，使那位無依無
靠的女同學精神上再次受到深深的傷害。我樓下
的兩位教會中的弟兄姐妹給予她大力的幫助，常
去醫院看望她，隨時關照她。當她從醫院回家後，
教會的姐妹又將她接回自己的家，長期無微不至
地照顧。并且这幾位姐妹还將福音傳給她，把主
耶穌的愛給了她，使她身心都得到了主耶穌的醫
治，現在她也成為我們教會的會友，使我十分感
動，也使我坚信我們的真神主耶穌從不丟棄任何
一位卑微的人。

前一段時間由於我的雙腕關節疼痛，壓迫神
經導致雙手麻痹，專科醫生檢查后確定我需要動
手術。那天早上在手術前，我向耶穌禱告說，我將
我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願你賜給我一切平安。
我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那天的手术非常顺利
是主耶穌給了我新的生命，他不僅醫治我靈裡的疾
病，也醫治了我肉身的疾病，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
祂的神跡奇事在我身上彰顯出來。

盼望平安和喜樂
回想父母親一輩子勤勤懇懇，努力奮鬥，在才
學知識和藝術領域都屬資深人士，但他們去世後
什麼都帶不去，這更加深了我對人生未來的思考，
如果我們不來認識我們的上帝和主耶穌，不依靠
我們的真神，我們就在黑暗中，永遠沒有盼望。我
們的主耶穌用祂的寶血來塗抹免我們的罪，洗淨我
們一切的不義，帶領我們奔跑在一條又新又活通
往天堂的道路。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來信靠獨一的
真神，才會有永遠的盼望和平安喜樂。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生活》月刊專題講座：聖地與信徒
講員：Bob Mendelsohn先生，以色列歸主協會總幹事，資深講員；
內容：通過《聖經》分享基督徒與以色列的關係；
語言：英/中（國）雙語；
日期：6月20日晚6-9時（星期日）；
因地方有限，請 務必 提前聯絡：
程式：聚餐、放映聖地介紹短片、主題分享、問題解答；
陳偉雄 電話：
（02）9181 2222
地點：Drummoyne（雪梨），具體位址報名時另行通知；
e-mail: colman_chan@yahoo.com
機會難得，歡迎參加，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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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惟智慧人肯聽人的勸教。箴言12:15

让爱情加分的妙方
——太太在丈夫心中加分的方法
編者/李耀全
建立和諧的婚姻關係，首先需要瞭解、面對男女之別，學習彼此尊重，正確詮釋對方的語言和想法，並改善自己的不足之處。
基本而言，
男性在處理壓力時，需要在“洞穴”注中思考；
女性在處理壓力時，需要通過“談話”來舒緩內在的情緒。
男性通過“完成”和“結果”來肯定自我存在價值；
女性通過“感覺”和“關係”來肯定自我存在價值。
其實，
“追求真愛”是接受一個滿足對方需要的挑戰。
以下是太太在丈夫心中加分的方式，妻子可以請丈夫根據問題給自己打分，並共同討論。

序號

加分的方法

他給她的分數 已做到 打算做

1

他犯錯時，她沒有說：“我曾告訴你。”或立即提供忠告。

10-20

□

□

2

他令她失望，但她沒有責怪他。

10-20

□

□

3

他駕車迷路了，她沒當一回事。

10-20

□

□

4
5

他迷路時，她當成是件好事，說：“如果不是走錯路，我們還看不到這漂亮的落日呢！”
他忘了把某些東西帶回來，她說：“沒關係，下次記得帶回來。”

20-30
10-20

□
□

□
□

6

他又忘了帶某些東西回來，她用耐心、信任的語氣說：“沒關係。”

0-30

□

□

7

當她傷害了他，又瞭解他的傷害時，向他道歉並給他需要的愛。

10-40

□

□

8

她請求支持，但他說不，她沒有拒絕或否定他。

10-20

□

□

9

她又請求他支持，他再次說不。這時，她沒有讓他覺得他錯了，轉而接受他有他的限制。

20-30

□

□

10

當她難過時，她不帶強求口吻請求他支持，或讓他知道她已經付出很多。

10-30

□

□

11

他孤立時，她沒有讓他覺得內疚。

10-20

□

□

12

當他遇到重大的難題需要獨自處理時，她沒有打擾他。等他回家時，她歡迎他，沒有責備，也沒有拒絕。

10-20

□

□

13

他為錯誤道歉時，她以愛和原諒接受。

10-50

□

□

14

他要求她做某些事，她說不，但沒有列出一大堆理由。

1-10

□

□

15

他要求她做某些事，她心情愉快地答應。

1-10

□

□

16

吵架後，他想和她和好如初，開始為她做些小事，她也表示對他的感激。

10-30

□

□

17

他回家時，她很高興見到她。

10-20

□

□

18

她覺得沒有受到肯定，但沒有表達出來，而是到另一個房間調整自己，然後以愛心回到他身邊。

10-20

□

□

19

在特殊場合，她故意忽視他所犯下的可能令她難過的錯誤。

20-40

□

□

20

她真正喜歡與他享受性愛。

10-40

□

□

21

他忘記鑰匙放在哪裡，她沒有把他看成沒有責任感的人。

10-20

□

□

22

當他帶她去餐館或看電影時，若她感到失望或不喜歡，她要很有技巧或輕鬆地表達。

10-20

□

□

23

他開車或停車時，她沒有給予忠告，事後還感謝他送她到目的地。

10-20

□

□

24

她請求他的幫忙而不指出他的錯誤。

10-20

□

□

25

她平靜地表達她的負面感覺，沒有責怪、拒絕或否定他。

10-40

□

□

節選自李耀全主編《婚前婚後心理教育與預防性的婚姻輔導手冊》
注：男人感受壓力時，會到他心裡的“洞穴”中把自己孤立起來，專心解決問題，他常挑選最急迫或最困難的問題，專心一意地解決，把其他諸事暫時拋諸腦後。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言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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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之旅
文/雷德意

引言
此次我夫婦有機會到聖地以色列、約旦和埃
及去觀光，實在是上帝給我們的大福份。動身前
半年我們的教會就在禱告會中提出代禱，我自己
也不住地禱告。因為那是非常艱辛的旅程，加上
我們的年齡都幾近古稀，攀登西乃山是對團員最
大的挑戰。

三千同登西乃山
旅程的第十天，就是2010年4月16日。淩晨0:30
分起身，我睡不到4小時但精神還好；有些團員幾
乎沒睡。穿好寒衣、走路鞋、帶著手電筒、礦泉水和
餅乾。一杯熱茶過後，巴士於淩晨1:30載我們到西
乃山山腳。全團75位團員只一半上車，其餘一半乃
因年老或體力不足而放棄。2:00正式開始登山，前
面兩小時都是沿斜坡而上，最後一小時卻是一級一
級攀登，那一段路程就很吃力。有些弟兄姐妹怕旅
程太勞頓，騎駱駝到2/3的路程，付15美元，當然輕
鬆得多，聽團員說坐駱駝是蠻舒服的。但後面的1/3
旅程最辛苦，因有約700級的石級要步行攀登，駱
駝也沒有用武之地。當時一片漆黑，登山客絡繹不
絕。據說每天平均有3千人攀登。只見燈火熒熒，駱
駝也穿插在人群中間。

登到山頂看日出

圣地之旅有些團員走到最後一程的半路就上氣不接下
氣，但有本地服務員可以攙扶他們行走，這樣就輕
鬆得多，但要付美金15元。3個小時後終於到達山
頂。快到山頂的時候，天慢慢發亮。山上有一座禮
拜堂，但卻沒有開放。5：10太陽出來，一道金光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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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黑暗。看到西乃山真面目，峰巒重疊，雄壯如獅
子，美好像新郎，美不勝收。西乃山是連綿不絕的
山脈，不亞于桂林山與黃山。上帝造物的美妙，歎
為觀止。

古訓“看景不爬山”
感謝主，我終於攀登到山頂又回來。下山也
需2小時，雖不用大力氣，但石級上面有泥沙，很
容易滑倒。有些團員跌得四腳朝天，但沒有一個
受傷，只要小心走就沒有危險。有些團員沒有力
氣走下來，仍然可以請本地服務員攙扶下山。
“看
景不爬山，爬山不看景”，誠然不錯。若是一邊走
路一邊看風景，就很容易摔倒。所以我走一段時
間就停下來欣賞西乃山之美，陶醉在自然美景中。
下山後再坐巴士到酒店用早餐，早餐後參觀聖克
特林(St.Catherine)修道院，後乘車前往埃及的
首都開羅。

摩西上山領十誡
舊約聖經告訴我們說：西元前1445年，上帝召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半島，摩西奉召
上西乃山，因為上帝降臨到山上。山的煙氣上騰，
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震動。摩西留在山上與上
帝對話兩次共80晝夜，並從上帝接到刻有“十誡”
的兩塊法板。這“十誡”是要猶太信徒和基督教徒
遵守的座右銘。內容是：1不可拜別神。2不可雕偶
像。3不可妄稱上帝的名。4當紀念安息日。5當孝敬
父母。6不可殺人。7不可姦淫。8不可偷盜。9不可
作假見證。10不可貪戀他人物。
（出埃及記19—20
章）。這是多麼珍貴的誡命，我們紀念摩西上山的
困苦，也要遵守這十條誡命。

泡在死海淹不死
旅程的第四日，也就是4月10日，我們去參觀死
海，那是多麼好奇的一件事啊！若有親友到過勝地，
我就問他們說，你們爬上西乃山嗎？曾否泡澡死海
中？前往死海體驗及享受聞名世界的“死海之遊”。
大部分的團員都到死海泡一泡，我當然也不例外。海
水中鹽度與礦物質到達32%。看不到有人垂釣，因為
死海裡沒有動物和魚類。也沒有看到有人在划船作
樂。顧名思義，死海真是無生命的海。奇怪的是，海
水中可以提煉出很多種化學元素來，是姐妹們化妝
的恩物。據說用這種化妝品可以使女人年輕10歲，所
以姐妹們就大買特買。另一特點就是不會游泳，也不
會被淹死，因為其浮力很大。只要把兩手張開，兩腿
伸直，整個頭部都露出來。據說此海水可以治療各種
皮膚病。有團員用瓶裝一點海水帶回來作紀念。記
得我當時只是用手一摸了一下眼睛，我的眼睛就張不
開，馬上找淡水來沖。導遊交待，最久只能在死海中
泡15-20分鐘，否則對身體有害。這種感受只有親身
泡在死海中才能體會得到。

羅得妻子變鹽柱
聖經告訴我們說：西元前約2000年，因居民罪
惡太大，上帝要毀滅羅得所住的城市--所多瑪城。天
使叫羅得一家人快快逃命，羅得只帶他的妻子和兩女
兒逃命。他的妻子捨不得許多東西被燒掉，回頭一看
就變成鹽柱。這也警告我們不要貪戀世上的物質。是
的！我們要珍惜上帝所賜的才幹來服事上帝。聽從上
帝的話，照著聖經的話去行，這生命才有價值。
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現居布里斯本

人体的骨骼及骨质疏松症
文/呂敢

成人骨頭206

與骨骼有關的骨質疏鬆症

骨骼是人體運動系統的一部分。成人骨頭共
有206塊，分爲頭顱骨、軀幹骨、上肢骨、下肢骨四
個部分。其中有顱骨29塊、軀幹骨51塊、四肢骨126
塊，相連構成骨骼，形成人體的支架。由於骨骼在
人體各部位的位置不同，功能各異，所以，它們的
形狀也多種多樣，分別被稱爲長骨、短骨、扁骨和
不規則骨。骨與骨之間由纖維結締組織、軟骨或骨
組織以一定形式相連，稱爲骨連結。其連結組織中
有空隙，能做較廣泛的運動，此種骨連結又稱爲關
節。人體較大的關節有肩關節、肘關節、橈關節、髖
關節、膝關節等。

為了保護好骨骼，必須預防與骨骼有關的骨質
疏鬆症。骨質疏鬆症是（Osteoporosis）是一種在
中老年人中的常見的慢性疾病。這種病在兒童時期
已經開始，也就是說它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此病
將引起骨骼裂痕增多、身高下降、背部及臀部疼痛、
脊椎骨彎曲變形。骨質流失將引起臀部、下半部背
及脊椎骨折（主要影響年過50歲的人）。一般人多
半害怕癌症、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卻忽視骨質
疏鬆症對健康帶來的危害。本病不但會造成骨折，
也會致命。無論男、女都會發生骨質疏鬆症，不過
婦女得此病的機會比較高，原因是婦女更年期後雌
激素分泌停止，易使骨質流失的速度加快。同時，
骨質疏鬆症也是造成老人摔倒易骨折的原因。據
統計：全球有2500萬人患有此病。此症的患者80%
是女性。65歲以上的女性，有45%以上的人有骨質疏
鬆症，40%以上骨質偏低；65歲以上男性，也有13%
的人有骨質疏鬆症，46%的人骨質偏低。死亡率平均
爲20%。

骨骼功能之多少
大部分的骨骼或多或少具有下列的所有功
能：
(1)保護功能：骨骼能保護內部器官，如顱骨
保護腦；肋骨保護胸腔內的心、肺。
(2)貯存功能：骨骼貯存身體重要的礦物質，
例如鈣和磷。
(3)支援功能：骨骼構成骨架，維持身體姿
勢。
(4)造血功能：骨髓在長骨的骨髓腔和海綿骨
的空隙，透過造血作用製造血球。
(5)運動功能：骨骼、骨骼肌、肌腱、韌帶和關
節一起産生並傳遞力量使身體運動。

骨質疏鬆症是可以預防的。主要從合理調配
飲食，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定期運動鍛煉，適當
藥物等方面著手：
（1）合理飲食調配：平時多吃富含有鈣質、
磷、維生素C、D豐富的食品是骨質疏鬆症最佳的防
治方法，主要食品有：奶及乳製品、優乳酪、蝦皮、
海藻、雞蛋、豆及豆製品（豆奶、豆腐、百葉等）、

全穀類食品（糙米、胚芽米）；尤其是大豆含有異黃
酮素，是植物荷爾蒙的重要來源，具有減緩骨質流
失的作用。每天要喝一大杯牛奶或豆奶，吃全穀食
品及豆類及其製品；每天至少吃300克綠葉蔬菜和
100克水果，如蘋果、鳳梨、桔子、香蕉等。吃沙丁魚
及鮭魚也有益。必要時可配合飲食，再增加含鈣的
強化食品、藥膳等。控制用鹽量：每天用鹽量應不
超過1500毫克爲宜。據研究，每天食鹽量超過3000
毫克的婦女，會產生骨骼縮小的現象。另外還要戒
除煙、酒、濃咖啡、濃茶、碳酸飲料，忌食/少食辛、
辣食品。
（2）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定期運動鍛煉身
體：鈣質流失源自缺乏運動，運動可幫助改善骨質
疏鬆症，且能有效地保持肌肉韌帶的彈性和關節的
靈活性，防治頸椎病、肩周炎及骨關節病等。最簡
易的鍛煉方法是步行和慢跑。步行：健康人每分鐘
100-120步。患有冠心病、呼吸系統疾病者，每分鐘
60-90步，平均每天不少於30分鐘。慢跑：每次不少
過20分鐘。
（3）適當藥物治療：降低骨折發生率的藥
物如：雌激素調節劑（福善美），抑或鈣素（密鈣
息），對減少骨質流失有良好效果。另一種副甲狀
腺素（如骨穩）能促使新的骨質生成。但在使用任
何藥物前，均要由醫師診治處方，較爲安全。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生活月刊》同工心声
每次的同工編輯會議都有很大的收
穫，這並不僅僅局限于文章的編輯和討
論，還有同工之間的分享和交流。分享靈性的成長和感悟，工作學習取得
的成績，最近的讀書心得，同工們花園裡剛剛收穫的新鮮蔬菜……當然
也會交流信仰之路的坎坷，家庭婚姻工作中的難題，前進方向的迷茫與
困惑；當然，有時也會因為對於文章有不同的看法而爭論不休。但是，神
就是如此奇妙，借著他所賜給我們的異象，讓同工們彼此連接，在他裡面
合一服侍。
此次的編輯會，嚴弟兄分享了一位年長牧者在艱難環境中的獲得一本
無比寶貴的《聖經》的感人見證：幾十年前，由於特定的歷史時期，當時在中
國要想買到一本《聖經》真是難於“上青天”，這位弟兄那時候生活在農村，
由於沒有神的話可讀，他不斷地向神呼求。神看到了他的饑渴慕義的心，借
著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在一批廢品堆裡發現了一本《聖經》！他按捺住激動
的心情，裝作若無其事地同那位負責管理廢品的人攀談起來，當他瞭解到那
位負責人並不認識字時，就輕描淡寫地表示要買些廢紙回家。因為當時如果

別人知道他要買《聖經》，他將會面臨
很麻煩的處境——或許就會坐牢，那
位負責人最終很爽快把那堆“廢品”賣給了他，他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
神也通過這本《聖經》，在屬靈方面不斷地裝備他，造就他，使他成為神忠
心而又有滿有生命的佈道者，也因著他的火熱，影響了更多的人來信靠耶
穌。
這樣的經歷對於生活在現代的人真是很難理解：現在，我們擁有這麼
多的方式和載體來獲得各種版本各種形式的《聖經》：書籍版、電子版、音
訊版、視頻版……可是即使有這麼多的選擇，這麼方便的途徑，我想，也很
少有人能夠體會到這位年長牧者當年拿到那本“廢品”《聖經》的甘甜與
欣喜吧？
我們將八月份的主題定為世界最暢銷的書，也是希望大家能夠思考與
討論這本神奇的書所帶給大家的不同體會、感受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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