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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主題：家庭與事業，如何平衡兩者的關係，相信是很多
朋友感覺困擾的問題，各位作者的精彩分享一定會給大家有所啟
發，希望對您有些幫助。

多年以前看到一篇介紹成功女性的典範——玫琳凱·艾施
（Mary Kay Ash）的文章，介紹她的人生原則是：上帝第一，家庭
第二，事業第三。當時很不理解，為什麼這位世界知名的女企業家
居然把事業排在信仰和家庭的後面？但是，既然“成功人士”都這
樣，想來還是有些道理的，於是決定東施效顰一下。結果可想而知，
由於當時還不是基督徒，沒有從根本上理解以上帝為重點的人生
優先次序，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一場。

現在已經信主八年（抗日戰爭都已經勝利了！），終於讀懂了玫
琳凱的人生原則。開始學習凡事交托給上帝；在上帝一步步的引領
下，明白了婚姻乃是彼此服侍，彼此接納的成長之旅；在工作和學
習的過程中，也逐漸開始關注如何才能給別人帶來喜樂和幫助。感
謝上帝的耐心，一直在雕琢著我這樣一個“建造中”的作品！

在五月和六月期間，月刊同工陳偉雄弟兄去中國進行所支持地
震災區的探訪工作以及在香港參加了中國福音事工組織的研討會
和學習班。雖然中國很多地區在經濟上高速發展，城市建設的繁華
程度與發達國家相差無幾，但是人們的內心的孤單感與無助感卻
由於信仰的缺席與日俱增。

四川地震災區的重建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很多機構在
災區進行長期的心靈輔導工作，幫助災民安撫失去家庭、失去親人
的痛苦，勇敢面對將來的人生。當地政府對於他們的工作也進行了
積極的肯定。

本機構所做的給當地社區中心提供聖經、書籍的項目、舉辦
美髮培訓班以及幫助建立兒童事工項目也在按計劃進行。我們所
做的還遠遠不夠，希望大家繼續為為災區的援助計劃奉獻、支持
並代禱。

月刊六月組織的『聖地與信徒』的主題講座，邀请到Bob 
Mendelsohn，他是以色列歸主協會總幹事，通過他的詳細講解，
使我們瞭解到猶太人顛沛流離的歷史，不禁感歎，上帝居然借著這
樣一個弱小的民族，將天國的福音傳遍世界。

遺憾的是，現在大部分的猶太人還不知道有《新約聖經》的存
在。Bob告訴我們如何向猶太人傳福音：不需要轉彎抹角，只需當
頭棒喝“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已經完成上帝的救恩計劃！”。而剛從
聖地遊覽回來的朱牧師也分享到：如果有機會就一定要去聖地旅
行，當你親眼看到主耶穌當年所服侍和生活的地方時，會發現聖經
是如此真實。因此從本期開始我們將分三次連載來自布里斯本的
雷德意弟兄的《聖地之游樂無窮》，帶領大家進行一次文字和想像
中的『聖地之旅』。

Vital Energetic Pty LtdVital Energetic Pty Ltd

Snore Eze  
Snore St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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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題 截稿日期 出版日期

世 界 最
暢 銷 書
每逢佳節
倍 思 親
沟 通
的 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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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燈光之勞

街頭分發單張，分享福音和見證

身殘婦人如燈光照亮人心

靈魂救恩的燈塔

上帝的真光照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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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03ForestRoadHurstvilleNSW2220
Tel:(02)95801618/0425253368www.bestwind.com.au

CatherineYat

電話:(02)97155588/0411128628

Shop1/181 Burwood Rd 
Burwood NSW 2134

地址:5/28BelmoreStBurwoodTel:(02)974433880466417835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聘請国語堂牧師/传道

有關本會及職位資訊，可參訪本會網頁http://www.wsccc.org.au/

之一

之三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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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a

Tel:(02)82630202/0417818088
Email:canna.cao@acaonline.com.au
Address:Suite903 370 Pitt St.Sydney

FIRSTCARE MEDICAL CENTRE
14A/100 THEPARKWAY BRADBURY 2560

TEL:(02)4626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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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14 Enterprise Ave.,  Padstow, NSW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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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dstowchinesecong.org/

EricLam
B.App.Sc(Physio)U.ofSyd.

1/37 Railway Pde Eastwood NSW
(02)98746555 042530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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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姐妹﹐現在生活月刊想請
大家幫忙﹐查看貴教會有否任何月
份的生活月刊剩下﹐我們會派人收
回。再轉寄至interstate 內的勞工。
而且在未來的日子﹐會按貴教會需
要減少或增加派送數量。

請 SMS 給劉嘉慧姐妹 0433 133 725   
e-mail：ekwl@hotmail.com

另外﹐若有需要﹐歡迎提供國內外
親友聯繫地址﹐我們也會將月刊每
月寄到他們手中。願神將衪的說話
如風吹遍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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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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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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刊 由
澳 洲 稅 局
特許免除GST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聘請粵語堂牧師

e-mail: phwpoon@optusnet.com.au

e-mail: ekwl@hotmail.com

墨尔本地区

雪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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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泉的小提琴聖樂

——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

信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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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的心

全心參與聖樂演奏

家庭與事業的平衡

寄語《生活》月刊

附錄：
商泉的簡歷

商泉小提琴聖樂作品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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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三之一）

第1天  
卡塔爾/安曼  

第2天
馬地巴/尼波山/隱加林村/伯利恆

『證書課程』
課程 時間 總課時 講員

舊約書卷選讀：揀選生命——《申命記》釋義 27/7，29/7，31/7 共3堂 李思敬 博士

聖經專題：聖經中的永約 2/9，9/9，16/9 週四 共3堂 李思敬 博士

舊約書卷選讀：『以馬內利』的應許
——《以賽亞書》1-12章釋義 7/9，14/9，21/9 週二 共3堂 李思敬 博士

舊約歷史 18/8-15/9 逢週三 共5堂 林澤超 牧師

新約書卷選讀：使徒行傳 25/8-29/9 逢週三 共5堂 區伯平 牧師

『證書課程』網上科目
系統神學精義 餘達心 牧師

著作概覽（詩歌智慧書） 楊錫鏘 牧師

神學的哲學基礎 雷競業 牧師

本季報讀以上三個網上科目並修學分者，可於7月16日至9月23日（70日內）收看。

查詢請電：香港（852） 2794-2300 或流覽網址www.cgst.edu

目的:

截止報名日期:

如需協助聯絡：

二零一零年中國神學研究院七月至九月夏季延伸課程二零一零年中國神學研究院七月至九月夏季延伸課程



第3天
橄欖山/客西馬尼園/錫安山

第4天
伯大尼/耶利哥/死海

Jordan *  Israel  *  Egypt
DATE: Departs Sydney 5th December (Sun) evening                 Returns Sydney 17th December (Fri) evening 

COSTS: A$4750.00 per person inclusive of return economy airfares,local transport,admissions,hotel (share twin),all 
meals,escorts,tips,taxes. Excluding travel  insurance, visa fees & personal expenses.Single Room supplement A$680.00 

HIGHLIGHTS: Visiting Jerusalem, Jericho,Dead Sea, Bethlehem, Masada, Mt. Nebo,Nazareth,Red Sea, Galilee 
Garden of Gethsemane,Mt. Sinai,Suez Canal,Cairo, Pyramids,Museum,etc. 
The tour will be escorted by Christians & briefi ng sessions prior to the tour. Price subject to currency fl uctuation.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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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
要器官，它是構成咀

嚼器官的主要部分，也與語言、容貌
和健康有密切關係。不同的牙齒具有
不同的功能，但它們共同所具有的功
能是：咀嚼、發音、美觀。

一、正確地刷牙

二、經常叩齒

三、正確咀嚼

四、糾正不良習慣

五、常飲茶水

六、牙科檢查

七、食譜廣，營養好

八、防止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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