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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心照顧我的鄰舍
雞犬相聞鄰里樂
敦親睦鄰

主題分享

左鄰右舍

我的五個生日

“生活月刊 與你同行”
Cover©StephenLam

www.lifemonthly.org

编者的话
《遠親不如近鄰》這句古訓說得非常透
徹，際此科技發達的時代，很多時候兒女與親
人都散居世界的各個角落，真正需要的時候卻
無法來到；就算來到，只是看看，待幾天又走了；
真正能幫助我們的往往是左鄰右舍，能有好鄰
舍左右居住乃是一大福氣。有些作者把左鄰右
舍描述得清清楚楚，有的參考聖經，導出耶穌
所說的，
“誰是你的鄰舍？”所有願意幫助你的，
全是你的好鄰舍。請大家再拓展視線：
“你是
誰的好鄰居？”答案很簡單，所有你需要幫助
的人。到底什麼人需要你的幫助？請看惠來兄
怎麼說。
“聯合國發佈的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世
界仍有8.54億人長期遭受貧困和營養不良之苦；
有超過10億的極端貧困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１
美元；每年有560萬兒童死於與貧困有關的疾
病。同時，世界各地還有11億多城鄉居民喝不
上清潔的飲用水。全世界有8億多人在忍受長
期饑餓的煎熬，在他們當中每天有25000人死
亡，多數都是由於連基本的衛生設施都沒有。”
不要單想別人對你好，問題是在於你如何幫助
他們，從你身上得到好處，因為你是他們的好
鄰舍。
一個宣教機構的總幹事說：
“如果每一個
基督徒都能關照一個沒飯吃的人，世界就沒有
窮人”。今天這世上有20億基督徒，沒飯吃的
人不夠20億人。我們若把養狗的錢留下來，就
可以養活一家四口的窮人；把養貓的錢存下來，
就夠一個窮人的生活費用。30元澳幣可以在非
洲為一個眼睛有白內障的窮人動手術，可以使
他/她不致盲目，使他/她可以謀生，還可以幫
助別人。你願意這樣做嗎？
我本身做兼職，每年賺1萬多澳元。全數
捐出去，一半捐給教會與傳福音的機構，另
一半捐給窮人、殘廢者與受逼迫者。感謝上帝，
他給我有房租收，一家生活沒欠缺。
本期內容非常充實，詳細閱讀必然得益良
多，幾篇見證更加感人。上帝給我們的恩典實
在太多，我們要緊記上帝的愛，以主耶穌的愛
心來愛你的鄰舍，做一個上帝所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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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俗语云“男儿有泪不轻弹”，谁能理解现代男人的痛苦？
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
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
“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
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18章21-2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
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出版日期：每月第一个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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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犬相聞鄰里樂
文/三水

這個月是我們搬到這裏來五周年，寫寫左鄰右
里權作紀念吧。

卻不甘寂寞，從後院到處打洞，看望各位鄰居，搞
得左鄰右里親如一家，經常隔著圍欄打招呼：
“嗨！
馬路對面那家也是一對夫妻，五十來歲，種了
你們的小兔子又過來了。”我們趕緊走到人家的前 很多甘蔗。有一次跟他們說起來，我也很喜歡甘蔗，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裏所描述的人間仙境， 門，進入後院，一陣忙亂，把小兔子捕捉歸案。這 他們就給了我好幾截，教我埋在地裏，施肥淋水等
可謂歷代文人的終極理想。什麼“芳草鮮美，落英 樣一來一回多了，大家自然也就熟了。直到半年多 等，居然就長了出來。前院有了，我就從這些甘蔗砍
繽紛……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多美的田園詩啊。 後，Tikki不知道被什麼動物咬死在一個鄰居的後 幾截，種到後院，也長得很好。我們一年到頭煮甘
我以前還整篇背得下來，不過向來以文學作品來欣 院，我們這段兔子情緣，才告一段落。我們為此療 蔗紅蘿蔔糖水，清熱解毒。其他朋友聽說我們那麼
賞，仙境是仙境，人間歸人間，不會當真的。沒想到 傷了兩三年，才重新買了兩個兔子回來，這次關在 成功，也要種甘蔗，我們就給了好幾家，有一家還帶
這輩子，還能親身體驗到這種人間仙境。
籠子裏了，雖然沒有那麼自由，但安全第一，因為自 到墨爾本去種，也種起來了。後來教會小組的兄弟
從兩個小兔子來了以後，周圍的貓經常來後院的籠 姐妹們聽說了，也要種，我告訴他們，等開春一定給
我們剛一搬進來，首先迎接我們的是四周一 子外面“看望”牠們，不能不小心啊。
他們每家足夠的甘蔗，到時候我們的甘蔗就更子孫
陣陣高低錯落的犬鳴。高音的是小哈八狗，一般牠
滿堂了。
們沒有什麼威脅，因為害怕和新鮮而嚷嚷而已。那
我們的左鄰A先生，快八十歲了，與太太同住，
個低音的，就得小心點，那是大狗。第一個晚上，睡 與我們的來往最多。他們家的檸檬樹，經常掉檸檬
我們的右鄰是一個九十多歲的婆婆，人很精瘦。
到半夜，一陣“半夜雞叫”悠然傳到耳裏，正想罵人， 在我們這邊，他們有時候也整袋給我們的，所以我 我們隔著圍欄跟她聊過幾次天，我笑著恭維她，她
轉念一想，這不就是“雞犬相聞”嗎？於是一陣幸 們常年有新鮮檸檬吃。我們家的石榴樹，也是他們 的長壽，給我們這條街設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準，她
福感油然而生，繼續入睡。以後這個半夜雞叫只會 家的石榴掉過來這邊長出來的，我們來的時候這 聽了很高興。最近她因為腿部無力，在家裏摔倒
讓我睡得更沉了。至於那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棵石榴樹還很小，經過幾年來的精心培育，近一兩 了幾次；她的女兒，也七十多歲了，本身也是老人家，
也不是問題。前後院各有二百平米左右的草地，當 年都結果幾十個，吃起來很香甜。不過鳥兒們也很 她只好去老人院以策安全。看著她空空的後院，我
然“芳草鮮美”了；一到時候，那些玫瑰、茉莉自然 喜歡石榴的，但我們不能對可愛的小鳥們使用暴 們悵然若失。但令人欣慰的是，她是基督徒，在世
滿地“落英繽紛”。可是，那個“芳草鮮美”，就得 力，所以我們要搶在石榴完全成熟前，就摘回來，等 是上帝的祝福，離世也是安息主懷，應可坦然面對，
花數小時修剪，
“落英繽紛”也要花好一會兒清理 一兩天，就熟了。如果等“樹上熟”，起碼會被鳥吃 我們以後也有天家再見的永恆喜悅。
的。我突然明白陶淵明為什麼寫得那麼美，因為他 掉一半。但他們家也有些家庭暴力問題，有一次警
只是做客幾天，好吃好住，不用剪草和打掃花瓣樹 車停在我們前院路邊，令我大為緊張，原來是詢問
對這個街區我們充滿感恩的心，還會在這裏
葉，當然是很美麗的囉。
關於A夫婦家裏的事，我是一問三不知啊。以後警車 繼續享受上帝給我們的美好時光。
幾個月半年那樣子來他們家一次，我們也見怪不怪
我們搬來之後，照例跟左鄰右里打個招呼，以 了。反正他們家裏的事，輪不到我們管，而且是“家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悉尼
為以後就相安無事了。可是我們帶來的小兔子Tikki， 裏”暴力，威脅不了我們。
LIFE MONTHLY august 2011 NO.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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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
文/蘇拾瑩

在一個鄉鎮上，有一個牧人和一個獵人彼此
為鄰。
牧人在農場上養了一些牛羊，但是他的小羊常
被獵人家的獵狗跑過柵欄來咬傷。牧人於是去請
獵人把他家的狗栓好，獵人答應了。

是為了要出氣，我是可以下一個判令處罰獵人，或
為了避免獵狗驚嚇小羊，獵人特地去訂製了一
要求他把狗關起來；但你的問題可能還是沒解決， 個鐵鍊子，很小心地把獵狗栓起來。並用鐵絲網圍
而且又多了一個敵人。有個敵人當鄰居，以後豈不 了一個獵狗的活動範圍，不讓獵狗隨便出入，以保
更沒完沒了？”
護小羊的安全。
牧人說：
“我當然希望能解決問題，也不想和
鄰居變成敵人，但有什麼辦法呢？”

獵人家的小羊受到了保護，牧人農場的羊群
也不再受到騷擾了。

但過不了幾天，獵狗趁主人不注意時，又掙
脫狗鏈，跑過農場來驚嚇小羊，小羊於是滿場逃跑，
法官說：
“那我建議你先撤回告狀，裝做沒事
為了回報牧人贈送給孩子的禮物，獵人也回贈
打翻了水桶，牛奶桶，又踏壞了花圃。
回家去，送幾隻小羊給鄰居當禮物，看他是不是還 了一些獵得的野味，兩家開始友好起來。不多久隨
放任獵狗咬羊？”
著彼此家人孩子的互動，兩家居然變成頗有交情
牧人再去要求獵人，獵人答應一定會把狗栓好。
的好鄰居了。
只是沒多久，又故態復萌。牧人再去抱怨，獵人就
牧人聽了法官的建議，回家精心挑選了幾隻可
有些不耐煩了。忍無可忍之下，牧人跑到鎮上，一狀 愛的小羊，送到獵人家，說是要送給孩子們當寵物。
把獵人告上法院。
獵人的孩子們非常高興，很喜愛這幾隻小羊，
作者來自臺灣 現居悉尼
法官聽了牧人的陳述，說：
“你的目的如果只 每天照顧、玩耍，把小羊當成寶貝帶進帶岀。

能有基督徒
做鄰居是很有福的
文/雷德意

田太太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住在馬來西 自己理虧，只好忍氣吞聲，還要向鄰居道歉，也叫她
由於她善良的婦德，說服了丈夫，免卻了一場
亞的詩巫，持家有道，教子有方，鄰里都稱頌她。她 的孩子們一起來把豬殺來吃。
災難，可歌可喜。
的丈夫田先生卻是個無神論的老粗，經常到拉讓江
死豬事小，對付她的丈夫卻事大。若把真情告
過了三天，鄰居的主人暴斃在家裡，當時的醫
上游作伊班人（當地土人）的生意，兩星期才回來一
訴她的丈夫，只怕她的丈夫一氣之下，會把鄰居的 藥不發達，醫生也查不出死因來，就說是心臟停了。
兩天。
主人打得半死，那生活就沒有見證，也斷送了鄰居 田太太為鄰居的主人死亡而難過，極力慰問他的家
有一次他買了一隻土人的小豬回來，叫他的太 的情誼，很可能會仇上加仇。若不把真情告訴丈夫， 人。她也大大感謝上帝的拯救，若把真情告訴她的
太養一兩個月後殺來吃，太太照做無誤。這頭土豬 丈夫要她再養一二個月才殺來吃，為什麼現在就把 丈夫，若她的丈夫把鄰居的主人打了一下，那他的丈
很頑皮，一天衝破籬笆，跑到鄰居的後院，把鄰居 祂殺掉呢？最後她只好瞞著丈夫。就對她的丈夫說： 夫不是成為殺人的兇手了嗎？
的菜園搞得亂七八糟。鄰居的主人看到心愛的菜 “那頑皮的小豬想穿破籬笆跑出去，很不湊巧，祂被
相信耶穌的人，耶穌一定照顧無微不至。能有
園被糟蹋，就當頭一棍把那小豬打死，丟回去給田 卡在籬笆上，出也不能，退也不得。最後差點卡死了。
太太，還警告田太太說：
“你的小豬吃了我園中的菜， 我怕祂活不下去，就和孩子們把祂殺了。你看！這 基督徒的家庭做鄰居是大福份。
真是氣死人也，別怪我手下無情。下次還有這樣的 豬再養下去也不會大多少。現在剛剛好吃，你試一
事發生，我不但打豬，還要打人呢！”這位太太知道 口看看！”
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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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鄰
右鄰

文/黃邁勵

鄰居只一板之隔。他們的歡笑，他們的吵架， 會的電話，地點送到了我的信箱裡，希望我和她聯
他們的宴會，他們的喜、怒、哀、樂，我們都能知道。 名去投訴，我覺得沒有必要，他們也不是常常開宴
左鄰右鄰，抬頭不見低頭見，遠親不如近鄰親。和 會。我們也常常大聲地唱歌彈琴，我們的鄰里也不
鄰居能夠和睦相處，一點頭，一微笑，一問候都會 一定喜歡聽我唱歌彈琴，聽我們的音樂，他們從來
給我們這一天的生活增加很多樂趣，互相照顧也帶 沒有抱怨過。
給我們生活上許多的方便。
有的鄰居久久不割草，草長了一米高成了野草，
有一次，家裡只有我一人，傍晚我出去散步時， 野草籽到處飛，也飛到了我的園裡，很討厭，我買了
拿錯了鑰匙，竟把自己鎖在家門外，手機也沒有帶， 很多除野草劑（weeds and feed）來殺野草。後鄰
沒有辦法，只有去鄰居家請他們說打一電話給開鎖 的樹枝伸到我的園裡，我不停地撿他們樹上掉下來
的人（Lock Smith）。這時候，爸媽兄弟姐妹朋友再 的葉子。還有二花園之間的籬笆，有些鄰里肯付建
親也是幫不上忙，只有鄰居了。
造籬笆一半的錢，也有鄰居不肯付，但是他主動說
要幫我清理屋簷的垃圾。右鄰抱怨左鄰的狗吠得
今年的一天我們去垃圾場倒掉後花園剪下來 太大聲，左鄰的狗跑到了我的家，這可愛的動物成
的樹枝，正好碰到路對面的鄰里也去垃圾場倒垃圾， 了我們和左鄰友誼的橋樑。右鄰送我的草莓如今已
大家熱烈地招呼，他非常熱心來幫忙。記得年多以 長成了一片，我又把我種的蔥送給她，把我在上海
前，那時我們剛搬去現在的家，我們的車後拖著租 買的小小禮物送給她，她非常高興我送她的小小禮
來的拖車，那拖車沒有和我們的車接好，半路拋錨， 物。
正好遇到路對面的鄰里開車過來，他馬上停車來幫
忙，真感謝他。
小鳥在天上飛，在樹枝上唱歌，早上我在小鳥
的歌聲中醒來，你有沒有覺得所有各種各樣瑣瑣碎
我們的家所在街道就是社會的小小一個角落， 碎的小小事構成了生活的交響樂，描繪了一片和平
也是社會的縮影。左鄰右鄰他們的個性都是不一樣 景象。
的，有些鄰里氣量甚大，助人為樂，有些鄰里碰不
起的，小小事就叫嚷了。譬如有後鄰通宵宴會，你我
和鄰里好好相處，不是個人的意願或一句話
都會覺得太吵鬧，我會把窗戶都關了，換一個離他 能夠做成的，平時要注意和鄰居的交往和聯繫，需
們遠一點的房間去睡，右鄰幾次把她要投訴後鄰宴 要溝通相互理解，包容，信任和支持。
箴言15:5愚妄人藐視父親的管教；領受責備的，得著見識。

大家來往時注意態度親切有禮，熱情平等相待，
有事時多承擔一些責任，把方便讓給他人，把困難
留給自己，有時候還需要謙讓，許多小事是不可以
斤斤計較的。在鄰居遇到困難需要幫助時，應在能
力所及的範圍內給於適當的幫助。和鄰居能夠和睦
相處，最重要的要尊重對方，不要乾預對方家務事，
不可以在鄰居之間議論他人的是非，不可在鄰居間
傳閑話，閒話傳來傳去，最終一定會引起不高興的，
也可能因此成了仇人。
中國有句古話“君子情，長如水”，意思是朋友
之間淡淡地相交，倒可以久久長長。我覺得和鄰居
相處也需要如此，如果鄰居時時敲你家的門，坐在
你家聊天，會給生活帶來很大的不方便。因此和鄰
里和睦相處，處理好鄰里關係，常來常往，需要掌
握適當尺度。尤其如今我們身處澳洲這多元文化的
國家，我們大多數的鄰里都是當地澳洲人，許多時
候我們不只是代表自己，我們還會在某種程度上好
的溝通，知道如何和他們相處是我們生活中要學習
的的一門新功課。願上帝祝福我們，事事處處點點
滴滴，凡事都能榮耀神，討神的喜悅，還要榮耀我
們的中華民族。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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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者需操粵語兼通英語，持純正福音派信仰，認同浸信會
牧養模式，持有神學學位，具三年或以上牧會/事奉經驗為佳。
本會聚會人數約60人，牧者需以真理領導執事同工發展傳福
音/培訓事工，推動教會整體發展運作。
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以電郵傳至ecbc.ministry@gmail.com
或郵寄以下地址
Chinese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Easter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Cnr Le John Street & Wellington Road
Rowville, Victoria 3178
Australia
查詢人: Isis Ho 電話: (03) 9801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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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播讀器
學習聖經的好幫手
聯繫人：徐姊妹
電話:0404796488
電郵 ：breadoflife333@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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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曉燕

髮城 美 容 中 心

我奶奶家的邻居

墨爾本東區華人浸信會
誠聘中文堂全職牧者

www.lifemonthly.org
我小的時候還沒讀書前，是寄養在奶奶家，
奶奶家是一幢三層樓的房子，隔壁鄰居也
是三層樓的房子，房子緊挨著房子，小樓建得一模一樣，
只是門的顏色不同，每次回奶奶家就只得認大門的顏色，
免得走錯房子。那時候，門是大開著的，也沒有不認識
的人或者小偷會進來。

在

奶奶家經常有不同的傳道人來探訪或者是來講
道，或者是有人帶著一些聖經，或者是單張，或者是一
些舊的衣服要送往北方的鄉下窮人，都會先來奶奶家，
把奶奶家當成中轉站。
我經常見這些人來人往，有幾個還認得出、叫得
出是某某姨，或者某某叔叔，一有人來家講道，就會有
人去通知別人，到了太陽下山，燈亮時很多人就會陸陸
續續地來到奶奶家，聽傳道人講道，有時候椅子坐滿
了，就坐地下，地下坐滿了，就坐樓梯，一直坐到二樓上
去。
奶奶的隔壁就是那黃色大門的鄰居，是一位四十
多歲的婦女及她的一家人住的，平常也不大串門，遇見
了只點個頭，算是打了招呼了。讓人的感覺是不冷不熱，
愛理不理的樣子。有一天晚上剛好也是有傳道人來坐，
接著就有很多人聞風而來，很快就又把樓下給坐滿了，
只見鄰居婦女來探頭探腦，她也沒說甚麼。第二天早上
就來了十多二十人，都穿著綠衣裝，袖上有紅袖圈年輕
人，在婦女鄰居的帶領下，氣勢洶洶地來到奶奶家，二
話沒說，翻箱倒櫃，把所有的衣櫃，書桌，書架翻了個
底朝天，我害怕得緊緊地攬著奶奶，奶奶摟著我，小聲
說：別怕，我們禱告。
最後他們找到幾本黑色皮，紅色書邊的厚厚的書
走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是聖經，他們把它劃為禁書，破
“四舊”的東西，他們是拿去燒的。家裡的年輕人叔叔，
姑姑們讀書的讀書，上班的上班，都沒在家，只剩我們
祖孫倆，還好，沒把我們祖孫倆怎麼樣，也沒抓我們。
隔了兩年左右，奶奶聽說鄰居婦女病了，得了乳
癌，要進醫院做手術，奶奶二話沒說，帶著我，拿著幾
個蘋果都去隔壁家坐，當時她呆住了，沒想到我奶奶會
去探望她，就在她最無助時，覺得沒希望時，我奶奶去
跟她談話，安慰她，跟她說，別怕，讓我們一起禱告吧！
就這樣經常地去跟她說說話，聊聊天，跟她講耶穌，再
一起禱告，她雖然不好說決志信主了，但看得出她是很
歡迎奶奶過去的，每次見到奶奶到了就眉頭舒展開了。
後來做完手術後奇蹟般地康復了，再沒有發現癌
細胞了，她跟我奶奶說：我信了，你們的神真偉大，但你
不要跟別人說我也信了，不能讓別人知道的。
自從她信了以後，每次再有聚會，她都會偷偷地來
聽。而且有外人問起，她都會幫著說，噢，是客人來坐了。
有鄰居婦女在遮擋著，比以前偷偷摸摸地好了很多。
奶奶跟我說：這都是上帝的恩典。
作者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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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彩虹人生”福音節目

人情味兒

文/王濤

大院裏，在一排排高大的樓房一隅，窩著一片
小平房，那裏居住著錯過了福利房又買不起商品房
的退休職工，還有他們享受了“農轉非”政策卻沒
有收入的老人們。他們多在房前道口墾一塊盡可能
大的菜地，或者利用方寸空地圍個巴掌大的柵欄，
養三兩隻雞，省儉著過日子。

提著一袋雞蛋匆匆跑過來，堅決地讓我拿著。

“你帶回家給孩子吃，自己養的雞，蛋好”，阿姨
笑著說。本來還以為要給我青菜，沒想到是這麼多
雞蛋，我更覺得不能要了。我只是曾把生滿了蟲子
的米麵，路過時順手放在雞欄旁邊，我那是慰藉自
己浪費糧食的不安呢！可是這一對老人卻當作人情
我不是個愛說話的人，雖然經常與他們遇見， 來承擔了，實在令我汗顏。難怪，在前幾天，大叔站
卻很少打招呼，他們彷彿也習慣了我這個沉默的 住我路過的道口向我打聽：
“好幾次雞欄旁邊的袋
人，只有臉碰在臉上了彼此才笑笑算是打招呼。今天， 子，是你放的嗎？”我說是，大叔竟然如釋重負地說：
路過那片小菜地的時候，老夫婦正在種土豆。老阿 “可找到了，一直不知道是誰呢！”
姨忽然猶豫地走近我，懇求地說：
“一直不知道你
姓什麼，也不知道怎麼稱呼你。你從我家門口走好
我在難堪的推搡裏，收下了雞蛋，這對老人終
嗎？”
於輕鬆地笑了。提著雞蛋走在路上，我感覺這二十
個雞蛋是那麼的沉甸甸。不由得想到某些人，他
我覺得納悶，因為我幾乎天天從她家門口走啊， 們過著優越的生活，卻依然張開血盆的口，上億的
十幾年了，我走了近萬次了吧？而且，此刻我正要路 “拿”；可是，這對貧賤夫妻，卻放不下路人的幾袋
過他家門口呢。阿姨匆匆放下手裏的家雜，和我一 過期雞食。
起走，大叔也放下了手裏的活，悄悄跟在後面。到阿
姨家門口的時候，我忍不住問：
“阿姨，有什麼事？”
同樣是人，差別怎麼那麼大呢？
阿姨窘迫地笑笑，讓我到她家去坐坐，我摸不著頭
腦，實在想不出進去坐坐的緣由。
“有點東西，你帶
中午，我做了兩個煎蛋，蛋黃燦燦，蛋清瑩白。
回去”，阿姨悄悄告訴我。我一聽，趕緊藉故家有急 女兒歎道：
“好香的味道啊！”我在濃鬱的雞蛋香裏，
事，快步就走。剛走幾步，阿姨已慌慌從廚房旁邊 還感受到另一種更香的味道：人情味兒——無關貧
繞出來，笨笨的身軀擋住了狹窄的小道。
富，無關貴賤，那是一種最樸素的人性吧！

廣播時間
2CR (粵) 週三 8:30pm 2AC (國) 週四 2:30pm 週五 8:00pm
週四 4:00pm
(粵) 週四 3:00pm 週六 7:30pm

基督教彩虹福音事工
綱址: www.rgm org.au
地址: PO Box 6099 North Ryde NSW 2113
我們是一個非謀利的福音機構，我們的異象，是藉傳媒和同胞分
享 主耶穌的好消息，懇請以禱告和奉獻支持。
WESTPAC銀行賬戶名稱 RGM
賬戶編號 BSB 032289 A/C NO.391554

FIRSTCARE MEDICAL CENTRE
14A/100 THEPARKWAY BRADBURY 2560
TEL:(02)46265007

墨尔本Crossway浸信会
亚洲事工中文堂诚聘
全职传道
·须操流利普通话及粤语，能以英语沟
通及开会更佳
·认可神学院毕业，至少拥有神学学士
成功取得面试者将获通知，有意者请电邮简历:
AsianMinistryEnquiry@crossway.org.au
(Crossway浸信会中文堂主任收）
截止日期: 01/08/2011
01/09/2011

“你總是帶東西過來喂雞，我們一直覺得不好
人世間，正因彼此多了些人情味兒，才變得豐
意思”，阿姨伸著兩隻胳膊擋嚴了我，急促地壓低了 富多彩起來。
嗓子道：
“你別走！”我侷促地站在那裏，為難地推
辭著。從他們的舊衣著和平日的點滴裏，可以看出
作者現居中國
他們生活的拮据，我怎麼忍心收他們的東西？可是，
阿姨懇切的樣子，實在又不好拒絕。這時候，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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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尋找
屬靈的家

如此生活
南澳華人基督教宣道會

文／曉燕

──一位西人太太眼中的中國鄰居
聘請全時間牧者，負責牧養中文部會眾約150人，群體包
括操粵語及普通話人仕。應徵者需持純正福音派信仰，
認同宣道會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的牧養模式。
持有神學文憑者，需具至少四年牧會經
文/Rose
Scheimann

驗；持有神學學士學位者，需具至少三年牧會經驗；
翻譯/嫻子
操流利普通話及粵語，能以英語溝通更佳。

有意者請將履歷連同近照寄致：Pastoral Recruitment Committee,
Chines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of South Australia,Brooker
Terrence, Cowandilla, South Australia 5033。查詢：李浩然執事(Chris
Li)或電郵ccmasadeaconboard@hotmail.com。

會正：
蔡心平牧師 0408 516 606 DavidTsai@cpc.org.au
教牧團： 陳靈光牧師 0433 370 271 ChrisChan@cpc.org.au
蔡小麗姊妹 0414 672 188 DorothyChoi@cpc.org.au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14 Enterprise Ave., Padstow, NSW 2211

粵語崇拜
國語成青主日學
英語崇拜
國語崇拜
兒童主日學(英語)
午餐團契
詩歌練唱
教會祈禱會
青年團契(國、英語)

星期日上午 9:00
星期日上午 10:00
星期日上午 11:30
星期日上午 11:00
與國英崇拜時間同時進行
星期日下午 1.00
星期日下午 1.30
逢星期五晚上 8:00
週六晚上 7:00 (一、三週)

歡迎參加小組聚會，有關時間及地點等詳情，請洽詢：
國語堂牧者：姚正魁傳道
手機：0438382008
英語堂牧者：Pastor Alan Best
手機：0414887198
查詢電話：謝麥靜嫻姊妹 02－97852377；043302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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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月刊 講員：蔣祥平博士
二零一一年 七月
八月 第一百二十三期
第一百二十四期
講題：「網絡上癮症和陷阱」

日期：4 月 2 日（週六）；時間：晚上 7:00-9:30
國語主講·入場免費·歡迎主內肢體報名參加

很多朋友都是為了理想，孤身隻影，離鄉背井，
也許你會說，怎麼才算是信呢？“你若口裡
漂洋過海，勇闖澳洲。剛到澳洲，人生地不熟，凡 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
事都是從頭開始，租房子，找學校，買日用品，搬 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
那位婦女從椅子中站起來，
走向我並且很肯
婦女，他們半年前剛搬到這裡，
她希望用這種方式
家等等，
凡來到澳洲的人都經過這些波折，
才能有 可以得救。
聖經上說：
‘凡信祂的人，
必不至於
定地說她從來沒有見過我。
打破沉默。
我們度過了一個很愉快的上午，
互相交
個像樣的家。穩定下來後，我也只能驚訝地回答她，
學習有成的，身份搞定 羞愧。
’……因為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
我也從來沒有幸會過她，
儘管我們已經在同一條街
換了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
的，又得找另一半，成立一個真正的有愛的家，這 （羅馬書10:9-13）。口裡承認和心裡相信是一致
的斜對面住了20年。
這個非同尋常的聚會是怎麼來 的。
個活動繼續下去，
所以我就邀請所有的人下個月到
就是成家立業。但這個家能維持多久呢？沒人知
你若口裡承認耶穌是主，
那你心裡也應該相
的呢？
我家來聚會，
幾個月以來我們輪流做東互相探訪了
道，這可是個未知數。
信：祂是萬物的主宰，祂在每件事上都掌權，祂大
彼此，每個人都帶一道美味佳餚，
餐桌上鋪著漂亮
有全能、
大有權柄。信就得著，就這麼簡單，
不費
一首歌謠
我住在布里斯本一個安靜的居民區，那裡的 吹灰之力，
的臺布，擺著精美的瓷器，
每個人也好像都很樂意
就可以得救，何樂而不為呢？
每一個人都是或多或少只關心自己的事情。
記得小時候，外公教我唱的一首歌謠： 大部分 這麼做。這給你一個線索來猜我們的年齡，當我們
天堂是我家,歸家吧,世界無可掛,
人擁有自己的房屋，
也有一些是住出租房。街上偶 年輕的時候，
典雅的桌布是必不可少的。你就會把
當你知道你的真正的家在天上時，
不去廟宇拜菩薩,不去嗑頭把香插;
爾有一輛車駛過，
早晨或黃昏，你可以看到一些人 世上的榮華富貴或爭權奪利看淡了，不再為了追求
唯有遵神法,遵神法,
匆匆趕往汽車站或從汽車站往家走。
現在你知道了， 這些過眼雲煙而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
我們聊得很投機，旅行的經歷，年輕時候的故
但人在
天堂是我家,人人都笑話,人雖笑話我不怕;
這是一個典型的澳洲居民區。
偶爾我會同隔壁的年 世上也不是說要碌碌無為，
事，政府的新政策，天氣，每個人都有一些東西來
得過且過，而是做該
天堂是我家,歸家吧,世界無可掛.
輕夫婦友好地聊聊天，
或者同後面的鄰居互相打個 分享。
我們的背景各不相同，
有一些還來自別的國
做的事，存謙卑的心，積極向善，
用愛心去幫助別
招呼。
家，去溫暖周圍的人，
這也可以從食物上看出來。
我來自德國，
偶爾烤
人，
使你的親人、
朋友感到有友
這首歌簡單易懂，對一個幾歲的小孩來說， 情，
些德式蛋糕，
也許有一天我應該試著帶一盤傳統的
有愛，使世界充滿希望，充滿活力。
琅琅上口。
幾十年過去了，外公也回天家了，
但這 德式香料醋汁鯡魚卷，儘管時不時也有壽司出現在
對面有一套房子常常更換主人，
一年又一年，
首歌還在我的腦海裡，
時時刻刻都記得。
當時在 餐桌上，但我想她們看見了還是會大叫起來。我們
我總是同他們很友好地打招呼歡迎他們，
但沒有得
天上的家
國內，
鄰居都是拜佛、
拜菩薩的，
每到農曆過年，
到任何回應。你不認為很奇怪嗎？有一些房子總是 的最新計劃：我們的中國朋友要帶我們去吃早茶！
親愛的朋友，
置身茫茫人海中，你仍感孤單、
到處都是拜菩薩、
拜觀音的人，周圍很少基督徒。 那一定很有趣。
吸引著相類似的人來住。
所有這一切並不表明我們是孤獨的，
寂寞嗎？讓耶穌成為你最好的朋友，
祂能瞭解你
我外公、外婆、爺爺奶奶都是解放前就信耶穌的， 事實上，
我們都很忙碌也很充實，只是這條街現在
並要填補你所有的空虛；
你離開中國
我們一代一代地傳下來，
在當時基督徒被人稱為
有一天，我在信箱裡發現一張紙條，
是一個邀 心中的孤單，
變得比以前可愛了許多，
而這一切都是因了一位女
的家，
來到了澳洲，
你感到徬徨嗎？
感到無助嗎？
是
“食教”
。
請函。我想當然認為那可能又是一個叫人心動的減 子採取了主動。
肥班的廣告，或者是令人生厭的退休講座，或者是 來吧，悉尼眾多華人教堂，熱情地歡迎你，教會裡
他們會給你幫助，
無論是
世上幾十年，
只是過眼雲煙，匆匆忙忙就這 有眾弟兄姊妹在等待你，
別的什麼好事，
有些人想當然認為你會急不可耐地
耶穌說：
“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你都可以將你的困惑
麼過去了，就好像一齣戲，你唱罷下臺我上臺，在 精神上或者學習上、
要參加。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工作上，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
跟弟兄姊妹們說。
戲裡有的演著喜劇，有的演的是悲劇，但最終都 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
有下臺的時候，
就是歇了世上的勞苦，但歇了之後
這封信卻是一個慶祝喬遷新居的邀請函，
儘管 的總綱。”
（馬太福音22章37節-40節）
呢？有的已經準備好上天堂的通行證了
，有了簽證，
親愛的朋友，或者你曾經去過教會，現在因為
慶祝喬遷新居幾個字被劃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說寫
甚麼事都不必憂愁，有的還不知道歇了之後往哪
信的人想認識一下左鄰右舍，
問我願不願意來喝早 工作的忙碌或者學習的緊張而不去教會了嗎？請
如果我們像文章中的中國女子一樣請鄰居來
裡去？
在中國的農村，
那些老奶奶、
老大娘是說如
記住，
耶穌愛你，
祂在等你，你可以把教會當你屬
茶。所以，我帶了一些點心欣然前往。
家裡坐一坐，
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試一試，
看看會有
果積德行善就會上西天，往極樂之地；其實他們不 什麼意外的驚喜......
靈的家，在這個家裡你會找到你的屬靈的慰藉。
你
編者按語
清楚，
極樂之地其實不是西天，
是天堂。但如何才 會感覺不再孤單，因為你的周圍有很多熱心的弟
到那兒，
看到有一群婦女，大家很驚訝地望著
能上天堂呢，
不是積德行善就行的，要信，耶穌說 兄姊妹，與你同喜同樂同悲。
彼此，
我們居然大多不認識彼此。
作者來自德國 現居布里斯本
信就得著，這個“得著”就是得到上天堂的簽證。
作者現居悉尼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輕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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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让父亲找回
人生第二
春

文/盤龍軒

引言

親們”“不要說啦，這都成往事囉！有句老話說得好，
入鄉隨俗，可我……” 他苦笑著歎了一口氣，嘴裡
不知什麼時候，父親又站在陽臺前，向窗外久 不禁哼起了湖北大鼓《鬥地主》的唱腔。聽到熟悉
久地凝望。夕陽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長很長，透露出 的旋律，看到父親自得其樂的樣子，我明白了，精神
一種歲月的滄桑。樓下傳來了小孩子的嬉戲、打鬧和 上的空虛、對家鄉的思念，才是纏繞著他的一塊心
歡快的鼓樂聲，這是社區老年之家的老頭、老太太 結。
們正在排演節目。父親看得很關注，不經意間嘴角
楚劇和湖北大鼓
動一動，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不能讓父親這麼抑鬱下去，得想辦法讓他振
作起來，重新找回生活中的樂趣。我一回頭，看到
還沒關閉的電腦，便心一動，靈光一現，忙拉著父
南腔北調交通難
親的手說：
“爸，我給你找一個朋友，幫你解解悶
父親是上個月從湖北農村老家來到我工作的
吧？”父親一楞：
“朋友，哪裡來的朋友？”我領著
這座城市的。一開始，一直在山區生活的他對這座
他來到電腦前，手一指說：
“就是它！”“它？”他
平原城市充滿了新鮮好奇。有事沒事便到處走走，
看看我，一臉狐疑。我笑著把父親按在電腦椅上說：
四下遛遛。可時間一長，不甘寂寞的老人便厭倦了
“不要小瞧它，它的用途可大呢！你需要什麼內容的
城裡的生活，平時除了買買菜和到樓下的花壇邊坐
資料，一查就有！”“真有這麼靈嗎？”“來，你試一
一坐，便很少外出了。看著他把自己禁錮在一個封閉
試就明白了。
的環境裡，越發顯得心情鬱悶，我便介紹他到社區
老年之家參加各種活動。可惜他去了兩次後，卻再
“父親半信半疑地看著電腦，一時不知如何下
也不肯去了。一打聽，我才知道他那一口濃重的湖
手。我從最簡單的拼音打字入手，教他學會如何使
北話，周圍的人根本聽不懂，城裡的膠東話他也聽
用鍵盤。在我的指點下，父親的手笨拙地在鍵盤上
得特費勁。就這樣，他每天倚在窗前，望著故鄉的
敲打起來。我問他對什麼感興趣時，父親毫不猶
方向，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一副悵然若失的樣子。
豫的說：
“當然是咱家鄉的楚劇和湖北大鼓！”“那
好，你只要利用百度這個搜尋引擎，去搜索湖北大
望著他越來越多的白髮及日漸消瘦的臉龐，我
鼓，就會有上萬條有關的資訊顯示出來，供你隨心
的視 線再也無法集中在電腦的顯示幕上。本想
所欲的選擇。”當父親在我的指點下，在百度後面
讓他留在自己身邊有很好的照顧，沒想到父親對
的方框內輸入了“湖北大鼓”，並點擊“搜索”後，
這個陌生的城市難以融入。我輕輕地走到父親身
網頁上立即顯示一萬一千多條。父親驚訝得合不攏
邊，緊緊地握住他的雙手，哽咽著說：
“爸，你在想
嘴，連連稱奇。
什麼？”他搖搖頭，擠出一絲笑容說：
“我有什麼可
想？來到你這裡後每天吃香喝辣，住高樓大廈，也
更讓他激動的是，當看到上面有他最愛聽的
總算盼到頭啦！”“不對，你肯定想家鄉了！院中的
《鬥地主》片段時，瞪大了眼睛，像個小孩子樣的嚷
老棗樹，屋後的二分菜地，還有相處了幾十年的鄉
道：
“快，讓我聽聽！”我打開了《鬥地主》片段的
箴言15:6義人家中多有財寶；惡人得利反受擾害。

視頻，隨著歡快的鼓點和悠揚的旋律響起，父親禁
不住連連稱讚：
“太神奇了，電腦這東西也會唱咱們
的湖北大鼓？”我哈哈大笑，
“它何止會唱湖北大
鼓，只要你想看什麼，這上面都能查得到。”父親一
聽，竟埋怨我：
“有這麼好的東西，你咋不早點教
我呢？讓我這些日子難受壞了。說著，父親竟站起來，
邁開步子，跟隨視頻唱了起來。一旁的我樂了，
“爸，
當心閃腰！”“不怕，有了電腦，我這身子骨還要再
硬朗幾年，哈哈……”

鄉人紛拜他為師
自從學會了使用百度搜索這個工具，父親一發
不可收拾。只要我不用電腦，他准會上網找出有關
楚劇和湖北大鼓的內容，並下載大量的優秀曲目反
復觀摩欣賞。社區老年之家舉行文藝活動時，我推
薦他上去唱了一段家鄉戲，結果父親唱了一段湖北
大鼓名家張明智的《吃水餃》，靠原汁原味的湖北
腔調和出色的表演獲得了一等獎，並轟動了整個社
區。老年之家也主動找上門來，邀請他加入他們的
文藝隊。
有了自己的精神陣地，他學習的勁頭更足了。
他用百度搜索還交上了很多湖北和外地愛好湖北
大鼓的朋友；並準備舉行一次票友見面會，互相切
磋交流一下。看到父親每天容光煥發，精神矍鑠越
活越滋潤，我打趣地問他：
“爸，你不想老家嗎？”
父親詼諧的說：
“想啊，社區就是我的家，人人都要
愛護它。”看到父親的變化，讓我興奮不已。他感
慨地說：
“我得感謝網路，是它讓我找回了人生的
第二春！”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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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美睿
口述·鄉村南瓜

澳洲客
中國盤子

由於我經常有機會帶澳洲客到中國、香港和 地地道道香港出生的人尚且如此，何況這些澳洲 人請我吃水魚了。”
台灣出差公幹，洽談完，
“吃一頓”自然是免不了的， 客？！
但是對於澳洲客，他們只知道水魚是一種極
因為我中華文化的傳統就是“熱情好客”！而華人
第一次與澳洲客人在中國遭遇油炸蠍子的經 其珍貴的動物，是需要被小心保護的，怎麼也不能
食譜的豐富多樣性舉世聞名，令西方客每每參加一
歷很是出乎我的意料。當那盤蠍子被端上時，我頓 與刀叉、筷子聯繫上。
次宴席都感覺像是在經歷一次“探險之旅”。
時無語，不知道該如何向客人解釋這道菜。那一個
在一次宴席中，紅燒水魚是其中的重頭戲，我
個黑黝黝的形體完整的蠍子
“站立”在雪白的油炸
開胃菜：臭豆腐
粉絲的上面，栩栩如生，實在是莫大的視覺挑戰！ 事先並不知道當天的菜譜，由於水魚已經被剁成大
此次宴席的地點是台灣某豪華酒店的上海風 令人驚訝的是：被請的澳洲客人似乎沒有挑食的 塊，泡在色澤濃鬱的紅燒湯汁中，對於水魚的體形
味餐廳，本想一切都應該是中規中矩，不應該有太 習慣，我這裡還在震驚之中，他已經拿起餐具開始 外貌不太熟悉的澳洲客而言，一時之間也很難識別
意外的情況出現，誰知第一道開胃菜——臭豆腐，“大快朵頤”了！我忍不住跟他說：
“我真希望你知 盤中的到底是那種動物，我正在考慮是否將此道菜
上來後就令我所陪同的澳洲客“緊張萬分”。遇到 道你正在吃的是什麼！”主人看到客人很享受的樣 向客人解釋——這是養殖的，而非野生的保護動物，
這種以“臭”作為開場白的宴席，我也只能佩服請客 子，馬上就問“味道如何？”這澳洲客毫不含糊地 而那邊客人已經本著一副“不知者無畏”的態度抄
一方實在是太有想像力了！
答道“好吃！好吃！”，主人很是熱情，立即吩咐“再 起一大塊水魚享用起來，一邊還直讚歎“這牛尾巴
來一盤！”。後來我費了好些口舌才免去了這道額外 真好吃！”我只好將準備的解釋咽回肚子裡，當然
原來臭豆腐有兩種不同做法，油炸的及水煮的， 的加餐。
是跟著美味的水魚一起了。 一同享受“牛尾巴”
前者油炸時味道很“臭”，但食時不會“臭”，水煮的
則味道很“臭”，我以前只吃過油炸，不知道有水煮
還有一次我帶領澳洲服裝代表團去上海參加
第二次的遭遇應該是澳洲客的典型反應。這
的存在。
次請客的是某旅遊局的局長，他見多識廣，經常與 “服裝秀”，主辦方紡織工業局的領導對於此次活
國際友人交流，應該知道一些西方人的飲食習慣，
我本來認為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可是，油炸蠍子
還是被端了上桌，很顯然這次的幾位澳洲客對食譜
相對“保守”，不想接受這種挑戰。客人不吃，接待
方的人員也難以下箸。看到這盤菜在桌子上轉了幾
圈都沒有人動，旅遊局長似乎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
居然如督戰的將軍般，一聲令下“分！”我急忙雙手
當“臭豆腐”端下去之後，我注意到澳洲外籍 摀住碗碟，拒絕這樣的“盛情”，旁邊的澳洲客也
客人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看來他是很辛苦地堅持了一 跟我一樣，用這種肢體語言謝絕了這次難得的與蠍
會兒“摒住呼吸，保持鎮定”。
子的親密接觸。

我自己本人當然並不排斥這種特殊的味道；亦
只試一口就不能再繼續了。但是，我的澳洲客人們
對這種強烈的嗅覺刺激顯然沒有興趣去嚐試，看
到客人們臉上尷尬的表情，我立即悄悄地同請客的
一方解釋，請他們撤掉這道菜。

油炸蠍子的兩次遭遇
蠍子據說有很高的藥用價值，對人的關節很
有好處，但是想想把這樣奇形怪狀的恐怖昆蟲吃
到肚子裡，還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即使對我這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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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尾巴？水魚？！

動中澳洲方面的組織以及表現非常滿意，於是在
展出結束後“盛情款待”了一番。席間整隻的清炖
水魚被端了上來，這次實在是無法逃避，雖然我也
跟客人作了解釋，可這批客人還是很執著，不肯在
保護動物的政策上動搖。看到席間出現的尷尬場
面，那位領導的臉色很是難看，畢竟這道菜佔了整
套宴席費用的四分之一，她當然希望是皆大歡喜的
場面。無奈的是，這道清炖水魚最終還是被撤了下
去，估計被某人打包回家了，與家人享受一下這意外
的“待遇”。

難以否認的是，現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東
西方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這裡把自己在宴席中的
水魚是一道很高檔的宴席菜，如果在中國有人 一些“小插曲”來與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在與西方
請你吃水魚那代表他/她非常尊重被請的客人，而 人的交往過程中，多些瞭解對方的飲食習慣，避免
你也大可以跟朋友們和家人們吹噓一番，
“今天有 “尷尬”，多些“順滑”。

月刊

世說新語

知足者·長樂也！
文／陸國城

引言

富而無驕，是做人的一種高貴品質，
“無驕”並 言：
“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20：35)。
不是純指富人，窮人也必須有“無驕”的高風亮節。
貧窮者與富貴者之間，有著一條人們無法跨 但富人能有多少富而不驕？絕大多數的富人，有了
越的鴻溝，因為富者越富，窮者在低生活的生命線 財富花天酒地，揮金如土，真正做到富而不露，富
我們應滿足一切
上掙紮，這是世界性社會發展的現象，世上少數富 而無驕者何其難矣！
何謂施？施就是施捨、施行、施展、施放、給予。
人控制著世界上絕大部的財產與資源，因而社會上
我們幫助弱者解決他們生命中的生活需求，
這是富
一種自然的“仇富”心理，油然而生，與富人的對立
人。我們在世上的一切財富，都是神的恩典與賞賜，
是客觀的現實存在。
賴貧而樂之心靈
我們從神白白地得來，為世人白白地捨去。
“你要囑
無諂，無驕，並非貧富人的專利，而是一種人 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
生的高貴品德，
如果一個人貧賤而不向富人諂媚， 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又
貧富之間變統一
一個富人，儘管有萬貫家財，卻對人彬彬有禮，不傲 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
但是，富人與窮人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氣淩人，這是多麼高的境界。我們如果能做到“貧 給人。”（提摩太前書6：17－18）上帝的話，是如此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各種新情況，新形勢的突發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貧富之對立迎刃而解，人與 深刻地道出人應當如何作為，我們應滿足一切，知
往往窮人也會一夜變富，成為暴發戶，或者巧逢機 人之間就會建立一種和平、和睦、和諧的良好局面， 足者，長樂也！
遇，事業發展迅速，成為新的富翁；而原來的富人， 知足者，長樂也 ！
一夜破產，也比比皆是，例如：股市、經濟危機、經營
不善、戰爭，以及自然災害等等。
結論

施比受更為有福

聖經創世記中，記載著上帝造人有男有女，但
心靈是什麼？心靈乃指內心的思想、意志、情
不造富人、窮人。所以我們在世界上不論貧富差距，
不論貧富對立，而人人都是統一有的“人性”。如何 感是非之心。人的心靈支配著人的思維與行為，心
靈如何，影響人的一生如何。心靈是與他的行為並
做到貧富之間從對立而轉變為統一呢？
行的，心靈因著行為才得成就。貧富之差是客觀事
實，如果抱著單純物質享受的目標，在當前物質極
大豐富多彩的社會，對自己生活越來越不滿意地
卑躬屈膝討好人
支配下，產生貧富的對立是一個原因；但也應看到
我們看到“論語”中說：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富人的炫耀與揮霍，也是刺激貧富對立的因素。聖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因 經中說：
“順著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順
為貧窮，把自己做人的品格都放棄，用卑賤的態度 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拉太書6：
向人討好，謅媚富人，忍氣吞聲，為了討好別人，獲 8)，富人也必須抱著“富而好禮者也”的境界，其
取利益，諂媚阿諛，其態度令人齒冷。
財富取之於民，也用之於民。上帝教誨我們一句真

在上帝的國度裡，沒有貴賤，貧富，高低之區
別，我們為何為貧富的差異而耿耿於懷呢？“貪愛
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
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傳道書第5：10）我們明
白這條真理，世界上無所謂貧窮與富貴，只要知足者，
長樂也！“他不知道將來的事，因為將來如何，誰能
告訴他呢？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
人有權力掌管死期”
（傳道書8：7–8）不論貧富，知
足者，長樂也！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阿得雷德

Give Life
End Abandonment
·ICC provides full-time care for many precious disabled children
·ICC helps hundreds of families who have disabled children
·Help us give life and end abandonment, walk for the children!

Register Now: www.walkthewall.org
Brisbane – Sydney – Melbourne 10th Sept.
Sunshine Coast – 17th Sept. & Darwin 24th Sept.
Email: liam.maccourt@chinaconcern.org
www.chinaconcer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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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心
照顧我的
鄰舍
文/彭勝強

我們初來澳洲時，澳洲還在實行白澳政策，但
是我們不但沒有受到歧視，而且因為我們記著古訓：
“遠親不如近鄰”這句話，以愛心和鄰舍相處，大家
更活得很開心，至今仍有說不完的美好回憶。
初時，我們的左鄰右里有幾位獨居的老太太
都對我們很好。隔鄰的老小姐Miss DoPel（杜蓓）
很愛打扮，早上出門口來查看信箱有沒有信，一看
見我們也出來了，就立刻回身走入屋內，因為她還
沒有戴上假髮和假牙，正好是“美人自古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的另類寫照。那時我們的子女還
小，到學校假期時，她就會邀請他們小兄妹倆去她
家中一起玩“蛇和梯子”(Snakes and Ladders)遊
戲，一面玩一面吃糖果，一老兩小開心得不亦樂乎；
聖誕節互送禮物更不在話下。後來她年老多病，進
了醫院，我們帶同兒女去探望過她，不久她就息勞
去世了。
隔兩戶的老太太Mrs.McKenzie（麥侃絲）也對
我們很好，當時我和太太都有工作，我在電台當夜
班，太太在日間上班，我要在她下班前出門上班，中
間有一兩個小時不銜接，她就應允準時過來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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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鐘點保姆照顧我們的子女，讓我們安心上班，當
然我們也給予她應得的工資，她等到我太太下班時
才高高興興地回家弄飯給她的女兒吃。多年來，她
的女兒也沒有忘記我們，逢聖誕節都有和我們互送
聖誕卡，直到如今。
後來，我們搬家了，左鄰搬來一家剛著陸的
英國移民，是一對壯年夫婦和一個九歲大的女兒
Belinda（貝玲妲）。貝玲妲和我們的子女年齡相若，
時常過來我家玩。我們帶孩子們去踩雪屐，她也
跟著去，大家玩得很開心。那時我正在為胞妹申請
移民的事煩惱，這位英裔太太珍妮過來我們家探望，
知道我們的困難，就說：
“不要擔心，讓我為你們向
上頭說說吧。”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她認
識一些達官貴人，可以為我們說項，就問她認識哪
一位大官。她說：
“不是這樣的，我是說我會為你
們向上帝祈禱呀。”不久，胞妹的申請就獲得批准
了。她在一次旅行中，還買了一塊裝飾磁磚送給我
們，上面寫著Love Thy Neighbour(愛你的鄰舍)字
樣，我們一直保存至今。
右鄰一對白人夫婦，也是新搬來的，有兩個小

女兒。他們搬來了兩個星期左右，Bill忽然來敲門
問我們可否替他們照料兩個女兒，他要帶太太去看
醫生。我們當然說可以，但心內不禁驚嘆他對我們
的信任，相識不過十多天，就把女兒交託給我們了。
不久他們搬走了，搬進來的是一對年輕的新加坡夫
婦，因為彼此同聲同氣，自然更談得來。過了幾個月，
他們要回新加坡度假，竟然把他們的大門鎖匙留給
我們，讓我們給他們室內的盆栽澆水。這些鄰居一
定認為我們是值得信賴的，才對我們這樣推心置
腹。
來澳洲四十多年，一共搬了六次家，最後搬到
Vermont（福蒙特）來。搬來後不久，隔鄰獨居的老
太太Janice（簡妮絲）就搬走了，不過只是搬到不
遠的地方，去和她的女兒同住。她搬走後仍念念不
忘我們，每逢聖誕節必親自前來給我們送禮物，我
們不在家，她就把禮物放在我家門口。我們當然也
禮尚往來，給她送禮物去，內子和她見面時就有說
不完的話題，站在她家門前敘舊，難捨難分。
搬進她家來的新鄰舍是一對年輕夫婦Peter
彼得、Kelly凱莉和一個五、六歲大的女兒Alex艾麗
可絲，艾麗可絲金髮碧眼，是個美人胚子。他們也
對我們很好，有一天，Peter（彼得）對我們說：
“你
知道嗎？我的外祖母是華人呀。”可是他高大威
猛，怎麼看也不像華人。我們後園的樹木長得太高
了，他自動帶了梯子和電鋸過來替我們修剪。有一次，
我在家中突然暈倒了，內子大聲叫我們住在樓下的
女兒上來急救，女兒聽不到，隔鄰的Kelly凱莉卻聽
到了，立即過來敲窗驚醒我們的女兒。
《聖經》記載一個故事：有一個法律教師問
耶穌怎樣才可以得著永生，耶穌回答說：
“你要盡
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
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那人問：
“誰是我的鄰
舍呢？”耶穌就為他講了一個“好撒馬利亞人”的故
事：有一個人遇到幾個強盜，用木棍打他，把他打
得半死，搶走他所有的東西，把他丟下、走了。一個
祭司走過，裝作沒看見，從另一邊走了。又有一個利
未人走過，也走開了。後來，有一個撒馬利亞人也
從那裏經過，看見這個人，就走上前去把那人的傷
口洗乾淨，用紗布包好，把他扶上自己的驢子，然後
帶他到一家旅店去住，整夜照顧那受傷的人。第二
天，他拿了兩個銀幣交給旅店主人。他吩咐說：
“請
你照顧這個人，等我回來，我會付清所有的費用。”
講完這個故事，耶穌問那法律教師說：
“這三個人
當中，誰是那受傷的人的鄰舍呢？”回答說：
“就是
用愛心照顧他的撒馬利亞人。”換句話說，鄰舍就
是所有用愛心照顧人的人。
感謝主，賜給我們很多用愛心照顧我們的鄰舍，
也賜給我們愛心，去關心我們的鄰舍；願望大家也
愛護您們的鄰舍，一起過平安喜樂的生活。

作者來自香港

月刊

主題分享
世說新語

枸杞
文/趙榮霞

有一道菜美味而且又有營養，是養生滋補
的一道好菜，這就是“黑豆枸杞豆腐”。黑豆
具有調中下氣、滋陰補腎、補血明目、利水消腫、
活血美膚等作用。經常食用黑豆，對腎虛體弱、
腰痛膝軟、身面浮腫、風濕痹病、關節不利、癰
腫瘡毒等症有良好的防治作用。李時珍在《本
草綱目》中說：
“久食黑豆，好顏色，變白不老。”
可見黑豆還有長肌膚、益顏色、健體延年之功效，
久食能使皮膚細白。
枸杞具有補腎益精，養肝明目，補血安神，
生津止渴，潤肺止咳。治肝腎陰虧，腰膝酸軟、
頭暈、目眩、目昏多淚，虛勞咳嗽，消渴等功效。
豆腐為補益清熱養生食品，常食之，可補中
益氣、清熱潤燥、生津止渴、清潔腸胃，更適於
熱性體質、口臭口渴、腸胃不清、熱病後調養者
食用。
黑豆枸杞豆腐的做法也很簡單。
首先準備好食用料：豆腐250克，黑豆75克。
枸杞一小把，醬油適量，香菜兩根（切成碎沫備
用）。
把豆腐切成小方塊。
把黑豆洗乾淨，放在大碗中，放入水中泡
6個小時左右，連水一起放到蒸鍋中煮到熟軟，
取出後瀝乾了水分備用。把枸杞子放到熱水中
泡一會兒取出備用。
把切好小方塊的豆腐倒入蒸鍋中蒸10分鐘
左右取出，然後撒上枸杞子、黑豆和香菜沫，撒
上醬油膏就可以取出來。
這道美味可口的“黑豆枸杞豆腐”就這樣
做好了。吃起來滑嫩可口，滋補、營養又美味。
如果您還沒有吃過這道菜，不妨做出來嚐
嚐哦！

作者現居中國

現居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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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台福 5 Havelock St. Burwood VIC
周日10:30am 台語聚會 (每月第三週英語聚會)
洪牧師 (03) 9889 8236

雪梨台福 26 Horsley Ave. Willoughby NSW

welcome

周日10:00am 華語聚會 2:30pm 英語聚會
陳牧師 (02) 9904 7968

愛平台福 2 George St. Epping NSW

周日10:00am 華語聚會
柯牧師 (02) 9617 1077

東雪梨台福 829 Anzac Pde. Maroubra NSW
周六 2:00pm 華語聚會
邵傳道 0416 221 668

St, Burwood
NSW NSW
睦鄰台福 17 Deane
Burwood台福
45 Belmore
St. Burwood
週日10:30am華語聚會
週四
7:30pm 華語聚會
許牧師 0414
0414 521
521514
514 陳牧師 (02) 9904 7968
許牧師

誠聘:

傳道人/神學生(服事地點:雪梨)

信仰純正有清楚呼召，具神學院道碩以上學歷，
能以華語講道和英語溝通能力，有牧會經驗
履歷請寄: 聘牧委員會

49EdenleeSt.Epping2121 或 E-mail:cpkoh007@hotmail.com

<歡迎神學生來應徵青年英語輔導>

迅
駕

Sydney多个地区，多位持牌教练；
達 自动、手动；为初学、海外驾照、
重新考牌等、提供专业教导。
駛 电话：(02)8005 2803
手机：0404 476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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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Forest Road Hurstville NSW 2220
Tel: (02) 9580 1618/0425 253 368 www.bestwind.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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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人的最大特點就是“認真”。這個特點
讓我收益頗多，讓我越來越自信，讓我感覺生活真
美好。
記得小學時，老師讓同學們回家背課文，第
二天課堂提問，很多同學都偷懶不背。雖然我很笨，
背課文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背下來，但是，無論多久，
我都要把課文熟練地背下來，心裏才踏實。很多同
學都說我傻，因為老師每次只提問兩三個學生背課
文，哪裡會那麼準就提問到你了呢？我想，雖然不一
定提問到我，但是，老師讓背課文就一定要把課文
背下來才行。我這個認真的習慣後來被老師發現了，
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表揚了我，這讓我更加堅信，
我的“認真”沒錯。
我在學習中遇到“問題”從來都不放過，無論
是問同學還是問老師，我一定要認真地弄明白，正
因如此，我的學習成績一直是班級的前5名。

到了答案。我明白了很多做人與處世的心理，與人
打交道我能夠正確地掌握他們的心理，溝通與交
流起來就非常順利，非常成功。很多生活中的問題，
我都在書中找到了答案。慶幸我是一個認真的人，
才會有這麼大的收穫。
我的認真習慣曾經讓我媽媽很擔心，她怕我
愛鑽牛角尖，遇事想不開。事實證明：我並沒有遇
事想不開，而是因此增長了很多知識和能力。我還
為一些在戀愛中遇事想不開的年輕朋友做心理輔
導老師，使他們走出憂鬱的心境，健康地成長起來。
這也是我認真的習慣結出的果子。
我帶著問題認真讀書找答案。我讀過很多社
會學、心理學的書籍，也讀過很多哲學方面的書籍，
我運用辯證的觀點看問題，不會把自己逼到死胡同。
與人相處，我會通過一些具體的事情，看到他們內
心的出發點，這樣會使很多誤會得以化解，讓很多
壞事變成了好事，也讓很多陌生人成為了朋友。

大學畢業後，我步入了社會工作，遇到很多想
不通，也看不懂的事情。我的認真勁頭又上來了，我
我現在認為，
“認真”是我最大的優點，是“認
積極向周圍人請教，但是，這裏是社會而不是學 真”讓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如果沒有“認真”，就沒
校，沒有人願意免費教我知識。因為我認真，我就 有現在的我。
一定要弄懂。別人不告訴我，我就去找書店。遇到
人生不過百年，讓我們認真地活一回吧！不負
專業問題，我就去書店買專業書，從書中學習解決
問題的方法，從書中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自 我心，不負我生。此生足矣！
學能力也顯著地提高了。可是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
情，我感覺很煩心，而這樣的事情沒有人會為你解
決。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看到一本心理學方面的書，
作者現居中國
翻著翻著，很多看不懂的煩心事就在心理學書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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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一次考過澳洲駕照
文/韋廉
小兒十七歲半，他在澳洲考駕照沒有請過師傅， 小兒洗腦，他們要的是“低風險司機”，千萬不要做
都是我自己教的，考路試一次通過。我總結一下，希 冒險的動作以示自己技術好。轉彎慢的，比轉彎快
望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的更有可能考過。在環形島和路口等，猶豫過還是
不過的，就等。黃燈猶豫過不過，就等。如果等錯了，
澳洲近來大幅提高新手考牌的要求，紐省那 一般是扣1分，扣10分還可以及格；如果衝出去錯了，
本《路考指引》小冊子（A Guide to the Driving 是危險動作，馬上完蛋，其餘類推。所以這個“低
Test)，足足有四十頁，報考路考時RTA免費贈送，在 風險”的指導思想，一定要先牢固樹立。
RTA網頁上，也可以免費下載。好像還有中文的版本
供下載的。我的經驗是，一定要認真研究這份小冊
陪兒女學開車是難得的親子時間，因為十六七
子，對著它的要求訓練，因為RTA把路考的要求都放 歲的孩子，很快就獨立或者已經很獨立了，這種親
在上面了，也是按照上面的要求考的。我和小兒都 子時間已經不多了，要好好珍惜，RTA規定九十小時
一字一句地讀過兩三次，做了很多記號。如果自己的 的實習時間，實在是照顧父母，而不是添麻煩。當
駕駛習慣跟那上面有任何不同之處，就一定要有針 然我與兒子也稍微有不愉快的時候，在這裏長大
對性地訓練與改正，不要嫌麻煩，否則那很有可能 的孩子，都是聽慣甜言蜜語的，不喜歡批評。因此
是考試時的扣分之處。
我很注意就事論事，對問題直說，如：
“剛才轉彎
太快了，要慢點；你剛才沒有看盲點，等下注意”等
二十五歲以下的考牌者，都有一份《學車記錄》 等，而“你真笨，你真蠢，你有沒有長眼睛”之類情
（Learner Driver Log Book)，裏面有由淺入深 緒化的話語，就不說。對做得好的地方，多加鼓勵
的二十課，也是一份很有用的資料。一定要認真地 讚美。加上我以身作則，安全開車，所以他心服口
上好每的是課，要求的九十小時駕駛時間一定要夠， 服。當他不開心
小兒因為高考忙，駕駛了超過一百五十小時才考的， 的 時 候 ，就 叫
不要因為“自己人”而馬虎，甚至作假。正因為是自 他在路邊先停
己人，生命可貴，才要認真上好課，開車是人命關天 一下，實在不行，
的大事。
就只好自己開了。
他也是基督徒，
我們學完這兩份材料，就知道RTA葫蘆裏到底
饒恕的功課學
賣的什麼藥了。關鍵字是“低風險司機”(Low Risk
得還可以，所以
Driver)，他們期望的是一般駕駛技術，但很安全的
整 個 過 程 ，基
司機。他們要截住那些自以為駕駛技術很好，而有
本上是開心的。
高風險動作的司機。我太太和小兒都是我教的，都
是一次通過路試。我自己卻考兩次才過，可是我服
再 說 說
氣。大家好好琢磨到底為什麼，明白了就對路考很 跟不跟教車師
有幫助。
傅 的 問 題 。我

驚嚇，未必有時間，也經常吵嘴，這種情況就應該
在初期和考試前跟師傅學，效果更好。但無論如何，
自己都要花時間帶他/她實習，因為駕駛技術是靠
實習的，讀書懂了也做不出來的，三十小時都跟師
傅，就等於自己帶的九十小時了，達到RTA的最低要
求，可那要澳幣一千多元的，而且，我認為，即使是
師傅帶三十小時，還是太少。其實這個實習時間不
難找，不用刻意抽時間的，用度假、購物、訪友、上
學、去教會等機會，順便叫他/她開就行。既省錢又
增加親子時間，何樂而不為呢。
我以後有時間再詳細講解一些路考難點。祝
大家路考順利。
注：以上文字為個人經歷分享，不保證資料的準確性或
及時性，讀者應諮詢當地車管部門或持牌教練為准。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問過周圍的朋
我再舉個例子：一般新手視為畏途的“平行
友 ，大 部 分 都
泊車”
（Parallel Reverse Parking)，我們這些
沒有時間或耐
老手可以一次完成，而RTA的路考裏允許四次，但打
心去研究RTA的
燈、看盲點（Check Blind spot)等安全動作就一
材料，自己教未
定要做好，這就說明他們到底想考什麼。我經常給
必受得了那種
箴言15:7智慧人的嘴播揚知識；愚昧人的心並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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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支健康
文/周國勇
網路上曾經做了一個關於人一輩子生活軌跡的
調查。調查顯示：人的前半生沒日沒夜辛苦打拼其
實都是在賺後半生的醫藥費。乍看和我們想像的答
案似有出入，細細一想，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有個朋友，是個百萬富翁，搞建築的。他
是從一名打工仔不惜血汗幹起來的。他說，想當年，
我頂著烈日暴雨挑磚頭、扛水泥、爬腳手架。為了
多賺錢，有時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我的想法就是
拼命幹，爭取有朝一日改變打工仔的身份。上帝有
眼，我的命運終於得到了改變。我從打工仔幹到工
頭再到老闆這個過程用了20年。

人的前半生，吃嘛嘛香，身強體壯，不畏任何
艱難。在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洶湧的辦公室，在烈
日炎炎的工地，在弱肉強食的商海……挺起胸膛，
衝——！為所謂的虛名，為可愛的孔方兄，即使倒下
朋友說，
“我現在後悔莫及，如果時光能倒流，
也無悔。
我寧願做一個平凡的人，有衣穿、有飯吃、有地方
住就行。”
人的前半生，拼命賺錢的理由確實冠冕堂皇。
市場經濟條件下，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是數位化的，
我聽了一愣。朋友解釋：
“你知道嗎？我的財
說白了，就是看他擁有財富的數位大小。有時，即 富是以犧牲身體為代價得來的啊。由於常年過度勞
使你很清高，不屑銅臭，你一樣得拼！因為，你總得 累，我現在才50歲可是身上疾病一大籮筐，骨質增
結婚成家吧？你總得買房養車吧？你總得養兒養老 生、痔瘡、肩周炎、頸椎突出、胃痛……”
吧？……所有這一切，缺了銅臭哪樣能成？你根本
聽著朋友如數家珍地說出他身上的疾病，我
就沒有退路，你不衝“錢”也逼你向前衝！
竟然無言以對。
人的後半生，風燭殘年，身體機能日漸老化，
如一部長期超負荷運轉的機器，停擺了，出故障了。
許多人成了名副其實的“藥罐子”。怨誰呢？要怨就
作者現居中國
怨年輕的時候不懂得珍惜身體，預支了健康。

王子唱基督教的歌儿
文/雷德意

以前有一個國家，該國皇帝聽說菲律賓的女傭
服務很好，不但會作好菜，料理家務井井有條，還
會教小孩唱歌，因此就從菲律賓請來一個好女傭。
這女傭的確很好，除了做飯、料理家務外還教王子
唱很多好聽的歌兒，皇帝非常高興。在一個大節日中，
該皇帝就叫王子出來大展歌喉，娛樂臣民，彰顯王
子的不凡。王子就大展歌喉：
“耶穌救主愛小孩，一見小孩笑顏開，
叮嚀吩咐眾門徒，讓小孩到跟前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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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家要謙卑，天真爛漫像小 是基督教的歌兒啊！”皇上一聽到是基督教的歌兒，
就氣得七孔生煙，當場叫那菲律賓女傭滾蛋，即時
孩，
離境。
方才可以進天國，放心到主跟前
第二天，兩個王子哭哭啼啼要找菲律賓阿姨，
來”。
皇上請了最好的女傭來，皇子總是不要，天天哭哭吵
接下來就唱：
吵，皇上無可奈何，打電話到菲律賓叫以前的那個
女傭，即時回來，皇上願意付高薪給她。她一回來那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
兩個王子就很開心。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唱歌只能
在房間小小聲唱。
幼小孩童祂牧養，他們軟弱主剛強。
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

沒想到基督教的詩歌是這麼有威力的，在他
們國家不可明唱，但可以暗唱，你說奇怪不奇怪？

主耶穌愛我，有聖經告訴我。
大家喝彩，掌聲雷動，喜哈絕倒，皇上喜出望
外。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大臣輕輕地對皇上說，
“那

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現居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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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思…
文/關子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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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來接二連三發生的天災人禍，從澳洲以
昆省為首的多省份洪災，加上昆省的禍不單行之五
級風劫；跟著到紐西蘭基督城之摧毀性地震，接踵
而至又發生了日本東部世紀大地震、滅絕性之海嘯，
及災難性之核電廠幅射危機的爆發。災情及人命傷
亡一起比一起慘重，叫普世不分族類都心有戚戚然。

危難顯品格

民。日本網民在地震後留言：
“‘一定要協助不會說
日文的外國人避難，就算你只會說“Hello！OK”都
行’網民又互相提醒：
‘特別要照顧長者婦女，你的
鄰居是獨居嗎？記得去敲門’、
‘請告訴回不了家的
朋友，以下地方可以免費留宿……’”
在讚許日本人之餘，我也要表揚一下澳洲人
的義工自發精神，在布里斯本世紀大水災後，連續
三個週未，有上二萬多三萬義工響應市政府的呼召，
各人自攜工具，為重災區作善後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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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館不單沒有坐地起價，更換個招牌變身
“避難所”供免費住宿。此時此刻商店都將‘搵錢發
有澳洲女英文教師在逃生過程中資財盡失， 有關本會及職位資訊，可參訪本會網頁http://www.wsccc.org.au/
財’拋諸腦後，仙台倖存者之中，廚師留守食店煮免
費咖喱飯、電器店東提供免費手機充電，汽水機一 身無分文，一日本計程車司機免費送她去機場，得
按就彈出飲品、公眾電話一按就打通。一名在日本 以第一時間與家人重聚，受訪回想仍不禁動容落
便利店打工的中國人留言：我媽問我：
“有無趁地 淚。
震加價？沒有啊。我在7-11打工，食物飲料免費提供，
५ܮ௩ࡎԸ˄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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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Lo

Physiotherapist

盧俊文

物理治療師

Suite 8, 170 George Street, Liverpool NSW
Tel: 98
222 900
02 9822
2900 www.eternityphysio.com.au

頸痛
腰痛
頭痛
工傷
車禍
運動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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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貧困人
文/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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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Young & Co. P/L
悉尼機場巴士
機場接送至悉尼各區。
手機：0403 183 648
Email:airportshuttle@live.com.au

聯合國發佈的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世界仍 鄰舍的，這人有罪；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箴言
有8.54億人長期遭受貧困和營養不良之苦；有超過 14：21)
10億的極端貧困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１美元；每年
聖羅倫斯(ST.LAURENCE)是第三世紀基督教會
有560萬兒童死於與貧困有關的疾病。同時，世界
各地還有11億多城鄉居民喝不上清潔的飲用水；而 裡的一位執事，他非常慷慨，對窮人尤是。他住在
最富裕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10%，可是他們的收 羅馬帝國的阿拉貢(Aragon)。在某次大迫害時，有
入卻佔了全球收入的54%。全世界有8億多人在忍受 人命令他必須將一些“教會的珍寶”拿來獻給某位
長期饑餓的煎熬，在他們當中每天有25,000人死亡， 羅馬官員。他帶來的是一些窮苦、被踐踏和跛腳的
“這些人就是教會的珍寶。”因為這個緣
多數都是由於連基本的衛生設施都沒有。雖然“消 人，他說：
除貧困”的字眼已經在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和世 故，他被掛在鐵格架上烤死。今天在佛羅里達州勞
界領導人中間越來越流行，但是在不發達國家開展 德代爾堡有一間收容所，即用他的名字命名，以接
積極主動的脫貧工作仍然需要做很大努力。據聯合 納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這間收容所餵飽無家可歸
國開發計劃署稱，全世界最貧窮的人口（25億人日 的人，提供寄件信箱、工作協談和工作推薦；同時
還有沐浴設備、教會崇拜、打電話等等的服務。
收入不足2美元）佔世界總人口的40%。
聖經《詩篇》記著說，上帝親口應允說，祂是
窮乏之人的避難所，隨時會幫助他們。祂必拯救他
們脫離困境，並且供應他們的需要。
主耶穌在世上服侍的人大多數都是猶太社會
中無人問津的窮苦下層人民。聖經四福音記載：諸
如，貧窮受壓的人、受人輕視的撒瑪利亞人、麻風
病患者和寡婦等等。主耶穌期望祂的百姓慷慨捐
助窮乏之人；主耶穌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實踐祂所
傳講的真理。祂和門徒們都常從錢囊中取錢周濟
窮人。主耶穌多次教導那些想跟隨祂的人要關心幫
助窮人，並且把錢財分給他們。主耶穌把施捨錢財
幫助窮乏人的善舉視為人們和信徒身上必不可少
的一種美德。

憐憫安息服務
以牧者的關切
為你安排家屬安息禮的各項細節，
務求使你無論在費用上或服務上，

滿意
請讓我們為你服務：96499100 0427-26026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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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和早期教會都深深關注窮乏之人的
需要。保羅及其同工“紀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
心去行的”(加拉太書2：10)。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
的目的之一就是為“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羅馬
書15：26)籌集捐項。

自 1 9 5 2 年 開 始 ，德 蕾 莎 修 女 ( M O T H E R
THERESA)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街頭遍尋垂死者，她
和她修道院(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修女，將愛心和
慰藉分別帶給400萬被拋棄街頭的人。但出乎意料
的是，有過半數的人，在德蕾莎修女等人的細心
照料下，日漸康復了。在印度境內的工作主要是開
辦靜心之家、棄嬰收容院、麻風病中心；印度境外
的工作包括救助酗酒者、吸毒者、未婚媽媽、妓女、
流浪者、愛滋病人的中心，及探訪家庭和獨居老人，
辦主日學校等。她們也在各地開展家庭祈禱，首先
使家庭凝聚在愛內。德蕾莎相信愛開始於家庭，成
長於家庭，而一個祈禱的家庭必會充滿愛。
當貧窮一直是地球上生活的一部份時，在減
輕貧窮的事上，耶穌基督的教會在過去歷史上一直
比任何其他機構做得更多，且仍然持續在做，它更
為濟貧立下了全世界仿效的榜樣。從德蕾莎修女幫
助加爾各答街市上的貧民，到救世軍提供避難所給
那些家被付諸一炬的人等等。這一切乃是耶穌基督
最先為我們立下的榜樣，並且祂教導我們要效法去
關懷貧困人。

從聖經中看到，上帝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眷
顧關愛那些貧窮、匱乏和受壓的人。聖經說：
“藐視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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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信主？
文／江寬福

感謝上帝，在此與各位分享我信主的經歷。

時，我驚呆了：我從小至今，作息時間很正常，不抽 機器聲，就這樣度過了艱難的33次治療，最終戰勝
煙、不喝酒、不嫖、不賭，飲食清淡，多做好事，幫 了癌症。
我從小接受無神論的教育，很多人跟我傳福音 助很多經濟困難的孩子上學，從來沒做虧心事，為
都被我拒絕。我很好強，曾經說過誰都不信，就信 什麼鼻咽癌會長在我身上？好像接近死亡線，心想
自從發病、治療、恢復期，特別是我躺在床上
自己；誰都不能靠，就靠自己。我的妻子、兒子、女 剛鬆了一口氣，魔鬼就要帶我走？4個孩子中有3個 的時候，凡是打電話問候我的，我馬上記錄。這是
兒在2006年信了主，當時我覺得很好笑，心想來澳 還沒成家，我該怎麼辦？在教會裏我當場哭了，這 感恩記錄。我牢牢記在心裏，主耶穌把生命都給了
洲幾年就變了？後來妻子，女兒在2007年受浸。我 是我人生的第3次哭泣。
我們，難道我們不應報答他嗎？我從內心發出的感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她們變了，都是講道理、包容，
激，感謝我的阿爸父！主的恩典與慈愛，他醫治我
不爭吵了。經常看她們幫鄰居，解決日常生活碰到的
這時候，教會的牧師及查經班中年組全組及 的疾病，更給了我永久的盼望。我一定要報答阿爸
困難，她們還熱心給朋友傳福音，心態完全變了。我 更多弟兄姐妹們，一直我為禱告。2009年7月23日開 父！
想再觀察一段時間，假如去教會真的有效，那麼我 始治療的第3天，金牧師代表中央浸信會全體弟兄
我的鄰居及朋友，看到我身體恢復很快，感到
也應該安排時間去看看。
姐妹，到我家慰問，在我家的廳拉著我的手，跪在
地上幫我禱告，然後專車送我到醫院，常打電話 很奇怪，問我究竟是什麼力量，一個癌症病人，很
2009年6月7日我請假一天，我的妻子、女兒帶 問候，並瞭解治療的情況，給我增添了無窮的力量。 快就能正常上班？我就將經歷告訴他們：凡重生的
我到中央浸信會，聽金牧師講道，然後介紹第一次 感謝主賜給我們有敬畏主、非常愛主、愛弟兄姐 人，就認識神，正如耶穌所說：
“認識你獨一的真
來的新朋友讓大家認識。當念到我的名時，我站起 妹的好牧師。感謝弟兄姐妹的愛心，感謝我的妻子、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來向大家招手，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一次歡迎， 子女對我照顧十分周到，我真正感覺到中央浸信會 （約翰福音17：3）
永遠歡迎。”心裏想，來澳洲10年了，第一次受歡 大家庭的溫暖。
2011年5月29日是我終難忘的一天，上午9.15
迎。我的心裏十分激動，看到弟兄姐妹很熱情、友善，
我受浸洗禮了
。當時，我激動地舉起雙手向弟兄姐
有慈愛心，跟平時接觸的人就是不一樣。於是我就
癌症也不全是壞事，聖靈在我的病痛中感動
決定星期日不上班，寧願少賺一天的錢，來教會跟 我的心，使我認識並接受了神，神在我治療的過程 妹致謝！聽到很多掌聲。
弟兄姐妹一起學習上帝的教導。2009年7月3日我就
決定信主。
女兒送給我一張經句卡：
“愛是恒久忍耐，又
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永不止息。”我將這
張卡與車票放在一起，一直沒離開我。每天上車坐
穩之後就讀一遍，慢慢理解上帝話語。
可是好景不長，也許是壓力太大，2009年7月
檢查，發現我得了早期鼻咽癌，剛看到檢查結果

也彰顯了他的榮耀和慈愛。放射治療的過程是很痛
教會每月會定期在唐人街作街頭佈道，今年
苦的，就像是將人放在烤箱裏一樣，雖然沒有感覺
6月，我有機會與教會的牧師及弟兄姊妹一起去唐
到高溫，但是機器聲響時，我就能聞到一股電的味
人街佈道，我覺得是耶穌呼喚的聲音，我應該參加
道，好像是電焊時發出的味道。一聞到這味就馬上
佈道。第一次參加深有體會，
“只要每人獻出一點
頭暈，想吐，但沒法動彈，戴著面罩，綁在治療床上，
愛，就能讓更多朋友得救。”要把更多朋友帶來教會，
幾次之後就很恐懼，到治療室前就不想進去。現在
向他們共同分享主的恩典，讓更多人認識主，並得
回想起來，是主給我妻子和女兒的智慧，她們在想
永生！
辦法，拉著我的手禱告，然後用風油精塗在我的鼻
子上，使我聞不到電的味道，耳朵塞上耳塞，並帶上
CD，放我最喜歡聽的歌，聲音放到最大，歌聲蓋過了
作者來自中國福建 現居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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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牙齒
有多重要呢？
文／鄒慧樺
一些家長認為嬰兒的牙齒（乳齒）在童
年的時候就會脫落，不需要保護乳齒的健
康，其實科學證明乳齒是非常重要的，它能
夠讓孩子咀嚼，讓孩子說話發音準確，更重
要的是乳齒保留了，可使成人的牙齒有正確
的空間與位置，避免將來長大後做矯正的
手續，牙醫生說要保護乳齒，兒童要每天刷
牙，奶嘴和飲食對牙齒的健康都佔有重要
的角色，父母需要注意，並細心的日常護理
“乳齒”，讓孩子“乳齒”不會蛀或過早脫落，
假使乳齒鬆了，就應該拔掉，假使乳齒蛀了，
怎麼辦呢？應不應該也拔掉？
據小兒牙醫專家指示有些蛀了的“乳
牙”應該盡量保存，或也許需要補牙與保護，
不然的話影響咀嚼，影響說話不準確到了
青少年時期，牙齒會歪而不整齊。
有許多相關的因素導致兒童早期蛀
牙，家長需要注意這些因素都是可以預防的。
最大的因素是不正確刷牙和沒有使用“牙
線”，高糖份的飲食，經常吃零食，晚上睡
覺時用奶瓶餵牛奶，或飲汽水或菓汁，沒有
把牙齒刷乾淨造成口腔不潔。
所以兒童定期口腔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大多數牙醫建議家長在孩子12個月大的時
候，就開始口腔檢查，如果孩子有兒童早期
蛀牙的現象或因素，你的牙醫將會與你討
論如何降低蛀牙的風險，促進良好的口腔
衛生。
牙齒健康的第一步首先需要監督孩子
每天刷牙，使用含氟牙膏，飲用清水取代菓
汁和甜飲料，並確保孩子有良好的營養均
衡的飲食習慣。
根據牙醫的統計，目前兒童早期蛀牙
數量令人擔憂，父
母 應 該 注 意，必
須通過良好的口
腔衛生及作定期
的牙齒檢查，才是
最好的預防。
作者現居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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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腦損傷蒙
上帝奇妙拯救
文/張建明
2011年1月1日下午8時左右，我70多歲的母親
在三橋紅綠燈邊上被一輛汽車撞倒，致腦部嚴重
損傷，已被人送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搶救。
我一面向神禱告，一面迅速趕到醫院。醫生告訴我
們幾個姐妹必須立刻為我母親開腦清除瘀血，要
家屬簽字。醫生說，如不開腦可能馬上死亡；但如
開刀，也有可能在手術臺上下不來。我們含淚簽字
同意手術。

說下午一定給母親氣管切開，可是過了一會兒醫生
說下午安排不進去，明天才能動手術。
但非常感謝主，我母親在第12天竟然醒來了。
醫生說，人醒來了，檢查一下沒事就不用動手術。後
來我知道，如果氣管切開，幾個月不能說話，服侍
的人也很麻煩。在第12天的上午當母親醒來後，許
多醫生、護士和我站在母親床邊，看著我母親醒來
的情景，他們真有點不敢相信，還一再叫我跟母親
講話，握她手來確認。感謝上帝，我母親是真醒來了。
當時醫生說，你母親能醒來，算是一個神蹟。我們
一家因母親醒來感到萬分喜樂，當即電話告訴在外
的弟兄姐妹及親友，一同分享來之不易上帝的恩典。

手術從1月2日淩晨1點做到5點時，我們在手術
室外面等，求主賜恩看顧每一個環節，到6點許，主
刀醫生告訴我們手術還算成功，但老人右腦裡面
70%--80%損壞了，又因年紀太大，醒來的機會很
少，要我們有心理準備；醒來後也很可能是植物人
母親醒來又在重症監護室觀察了6天，於1月19
或是偏癱。我二姐、妹妹嚇得大哭，妹妹差點昏過
去，我一直求主耶穌救我母親。我們在重症監護室 日轉送杭州肖山武警醫院接受康復治療。那時我母
等候。到9點左右，醫生讓我們去看母親。見她整個 親有時認識我，有時不認識我，情況不穩定。我們
頭包著白布，全身插著管子，簡直認不出是我母親。 求上帝續賜恩看顧。感謝上帝的恩典，我母親的病
我們流淚哭著叫母親儘快醒來。我內心很難受，母 恢復很快，不久可吃點東西和下床走路了。醫生見
我母親康復得很快，有一位副主任對其他醫生說：
親吃了一輩子的苦，守寡把我們養大……
“我發現信耶穌的人病好得特別快。”感謝上帝的恩
在重症監護室，每天只能看母親半小時。我們 典，我母親在舊曆30上午出院回到家中，且高高興
只有向神禱告，我和妻子早晨一起禱告，唱的詩歌 興在家過年。
是：
“耶和華（上帝）你是我的神”、
“你坐著為王”、
從車禍到回家整整一個月，經歷了神奇異的恩
“得勝，得勝！”。感謝主，借著詩歌常加給我力量。
我記得在前4-5天早晨與我姐妹晨禱中，主用祂的 典。回家一個月左右，我母親經醫生檢查，一切情
話來告訴我說：
“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人 況比較好。目前她有時除了健忘，還有視力稍差些
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不止一次感動我：
“這病 之外，其他均無異常。並且每天能外出走路，在家
不至於死，乃是為著上帝的榮耀。”我興奮得高唱 中做些燒開水，幫助煮飯、洗衣服等工作。她現在
健康地活著，自己還走到教堂做禮拜。她也有一個
“哈利路亞（讚美主）”。
很強的心願就是傳福音，看見認識的人，就講自己
可是還不見母親醒過來，心裡又軟弱了。我又 的經歷。因母親的見證，有一對夫妻決志相信耶穌，
一次請教會弟兄姐妹為母親代禱，加添了我的力量。 在武警醫院也有一個病人家屬立志信了耶穌。願將
到了8-9天時還沒有醒來。到了第9天，醫生告訴我 一切榮耀全歸給愛我們的神！
們因母親這麼多天沒醒來，要做氣管切開，不切開
可能肺部感染，會更麻煩。又過了2天，我簽字請醫
作者現居中國
生儘快給母親氣管切開，到了第11天的下午，醫生

我的五个“生日”
我是個家庭主婦，先生是工程師，我們有一
對兒女。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我有五個生日：
第一個生日是父母賜給的；第二個生日是母親信
主，我們全家受洗，迎來了新生；這些還不夠，神
又給我三次機會讓我經歷祂的保守。

月刊

見證如雲
口述/陳麗娟
徐太/整理

來，意識到我應該停車檢查一下後輪。下車看了看，
我也沒有看出有什麼問題，只想到了在教會看到
牧師和其他弟兄姐妹們進行按手禱告，於是就按
手到後輪上，向神禱告說：
“主啊！求你看顧這輛
車，求你不要讓後輪掉下來”。禱告後就憑著信心
繼續開車前行。

時我只有呼喊一句“主啊！”。不一會，救火車、急
救車、警車全都到了。車門已經被撞變形，不能打
開，感謝神，救生員將我們從車裡搭救出來時，才
發現我們三個人都毫髮無傷，女兒的眼鏡碎了，腰
邊被安全帶咯了一下，我的頭撞到前面的擋風玻
璃上有些痛，而朋友只是驚嚇過度。我先生聞訊
停車場裡驚險一幕
趕來接我們時，看到當時的場景，忍不住向神禱
我面前要經過的一段路是用來做賽車跑道的， 告說“神，謝謝你，給回我的太太和女兒。”那天
為了兒女的求學計劃，1989年11月我們全家
有七七四十九個彎，我心裡只想著能夠按時接到 是我兒子的生日，從那以後，每年給兒子過生日，
從新加坡移民到澳洲。來澳洲之前的半個月，我
我先生。車每轉一個彎後輪就發出“哢哢”的響 都是我們全家感恩的日子。
去附近的菜市場買菜。為了節省時間，我將車停好
聲，我就跟神講話“主啊，你看著呢！”經過這段
後，就從停車場旁邊的水溝跳過去到菜市場。買
賽道後，我終於來到了碼頭，車剛停穩，
“啪啦”
這就是我在1989年10月至11月期間所經歷的
好菜之後，我再次跳過水溝返回停車場的時候，
一聲響，後輪就整個掉下來。先生看到後，非常震 三次生死關頭，很多朋友聽到我的這段經歷，都
左腳掉到水溝裡，於是整個人失去平衡，撲倒在
驚，第二天他才跟我講“你知道嗎？如果你昨天開 認為我很幸運。我卻認為這不只是“幸運”這麼
一個空的停車位上。我掙紮著要爬起來，卻渾身
車過賽道時，車輪掉出來，整輛車便會掉下旁邊 簡單，當我們說到幸運時，應該考慮幸運後面是
動彈不得，偏偏這時有一輛“羅利”卡車後退著
的山崖，沒人能找到你了！”。我心裏一直的感謝 誰在掌管。我漸漸明白，神讓我們這樣經歷祂，原
朝我這個停車位開來，我努力掙紮卻仍舊爬不起
神保守我，救我脫離危險。
有祂的美意，我和先生因為與神如此接近，也從
來，我大聲喊著“我在這裡！我在這裡！”，可是卡
“禮拜天的基督徒”開始轉變為熱心服事神，服事
車的司機卻聽不到。當時我心裏一直呼求，
“主啊！
人的基督徒。
鐵軌驚魂記
你一定要讓我站起來！”就在這時我感覺到我的
手摸到一件物體托著我站起來，但我的周圍是空
11月初我們來到了墨爾
的。我剛一站起來，卡車的輪胎就壓在了剛才我 本，將家安頓在了Balwyn那
跌倒時頭部所在的位置。我的心裡唯有不停地感 個區。有一天，朋友來相約
謝神。
去看一塊地，先生有事，只有
我和女兒一同出門。當我們
開車回來的路上，朋友讓我
途徑“四十九道彎”
幫他看行車路線，他對那個
後來由於要整理來澳洲的東西，我一直都很
區不是很熟悉。開著開著我
忙，所以很快就忘記了這一次經歷。那段時間，我
們就遇到了一條鐵路線，是
先生把平時開的好車賣掉，買了一輛還有3個月即
綠燈，朋友就將車開了過去，
將報廢的車（根據新加坡的法律，車輛使用10年
誰知前面的車卻沒有動，這
必須報廢）作為臨時的代步工具。
時朋友沖我大叫“麗娟，火
車要來了！”“火車來，關我
我先生工作是在另外一個島，每天下班時間
們什麼事！”我還很鎮定。朋
我都開車到碼頭去接他。有一天我出門時才意識
友急了，跟我說“我們的車
到我有些遲了，於是我就趕緊跳上車，開車去碼頭。
現在就停在軌道上！”我這
由於心裡著急，我的車速很快。遇到一個十字路
才慌了手腳，
“怎麼辦？怎麼
口，正巧由綠燈變成黃燈，我立即腳踩剎車，想要
辦？！”前面有車不能開過
把車停住，誰知車卻打滑失去控制，直直地衝到
去，又不敢向後倒車，因為
了旁邊的人行道上的小台階，我感覺到車已要翻
共有四條軌道，不知道火車
了，當時也來不及禱告，只好呼求“主啊！千萬不能
會從那條軌道過來。緊急關
‘四腳朝天’！千萬不能翻車！”這時車又反彈回來，
頭，我只有向神呼求，禱告之
橫在三條行車道上，不停地轉圈。
後，我看到前方有一小塊地
方，於是叫朋友開車擠過去。
小車轉了幾圈後，我就繼續朝前方開去。旁
可是朋友的車是一輛旅行車，
邊有一輛計程車一直在向我按喇叭，我衝著那司
車身比較長，車尾還停在鐵
機大喊“我的上帝會保護我！”一直衝到下一個紅
軌上，這時周圍已站滿好多
綠燈路口，是紅燈，我才把車停下來。那計程車的
人衝著我們大聲喊叫，讓我
司機一直在向我打手勢要我把車窗搖下來，他告
們離開車，但我們反應不過
訴我：
“你車的後輪要掉了！”我還是那句話“我
來，就在這時一輛特快火車
的上帝會保佑我！”來答覆他。當車繼續前行了一
就撞向了我們車的車尾。當
段時間後，我也稍稍從剛才的那場震驚中清醒過
箴言15:9惡人的道路，為耶和華所憎惡；追求公義的，為他所喜愛。

·ᒕᒢႶ᪤ՋƧᒢ㘱

ǲᨌ᪤ュᒢ፯ྻᄾႁᅖ⦴⾼এ⇸ⴎᴵᱹ
ୖῢȾ˯யᮆ⬆
j⾤ӽࠟۨਅϻᶫำᝎᅯ㘼ƃⴌ⯮ᝎ
j⽣ᒢƘᒟᒕӚᄾৎ҂পᣕ⧯
j⦴⾼এ⇸ƘՖᄾৎǗᮆᐓ⾼এ
jʕ᫄ӚфᒢƘᴵᣕ⧯
j⊑ɞᒢ⥗ࠦ᠒㏎ಝ
jԗᒙⴎ㘼ᕠ҂ᒢ⧯㘼Ղ⯳᪠᪢ӯӤ
j❽Ἄɼ㘼᠇⿏༗⿌㘼᠇ဘ⾊‒ʛシ൸

ⴙឨຏཾᓽ᭞㘼ᬔЏႪ
jႁᅖ⯼῟᭞ᔔ㘼ᖐ⽣↽Ӻᷡᬔ
jƊ༗ⴙĵƊӹ╘ĵƊ⠶ྋ೮▧㘼Іᜡ㐋㘼ᬔƊ⟹
jӰវӜਃҙᬔ᭞ᔔ㘼᱈ᖐᬔ
jန㈉↯↬㘼ထᩛ㘼ʀ⯝ΐ
jᜡᮀ⊑᭦⇸т㘼ั˯ۑய⬆

jSnore Eze ᐒ㑏ڐᖤ
jSnore Stopperᐒ㑏イᆠ
jᣡᐒ㑏ḉȫІᜡ㘼ਨ⊑᭞㘼
ҶপҶ᪩
Ǚ℅ۨ⾉ᒢᮀ፯ጐḋ➓⯔

တෆจଟ௷݂ວፅᇱდ
Vital Energetic Pty Ltd

&IPQSVI6SEH7SYXL㘼6MZIV[SSH㘼27;
ᇔ⡻⣃⿌  

LIFE MONTHLY august 2011 NO.124

21

信仰探索

www.lifemonthly.org

世人為何感覺不到
上帝存在？
文/李宏宇

小兒科專科牙醫
PAEDIATRIC DENTIST

鄒慧樺

牙醫

（鄒米雪）

DR. MICHELE TJEUW
SYDNEY UNIVERSITY
BDS. MDSc
(PAEDIATRIC)
悉尼大學牙醫碩士

CHATSWOOD

RANDWICK

101/71-73 ARCHER ST
CHATSWOOD NSW
(02)8021 4242

149 BELMORE RD
RANDWICK NSW
(02)9398 9888

刊登广告事项每月10日截稿
请与陈伟雄（ColmanChan）联络
电话：(02)91812222
手机：0419816666
电邮：Colman@lifemonthly.org
单位尺寸
1个单位8×3cm
2个单位8×6cm
3个单位8×9cm

每期费用
$60.50
$121.00
$181.50

本 月 刊 由
澳 洲 稅 局
特許免除 GS T

典雅油漆
追求卓越色彩設計質量保證
免費報價合理收費
歡迎預約：主內老朱0412956409

在探索人生真諦和尋求信仰的過程中，不少人 黑暗勢力進入人類世界；人生變得迷茫、艱辛，失去
有這樣的疑問：
了意義和方向；人性不斷裂變出以自我為中心、驕
傲、貪婪、殘暴、嫉妒、仇恨等醜惡。一代又一代，萬
這世界真有一位上帝嗎？如果有，為什麼那麼 千百年延續下來，墮落的人類心偏於邪，越來越感
多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呢？
覺不到上帝的存在和慈愛，無奈之下，只得以“一切
靠自己”、
“今朝有酒今朝醉”來自我安慰 。
對於第一個問題，回答是肯定的。這世界真
有一位上帝，且是唯一的一位。他是創造天地萬物
除了人類自身原因以外，另有兩個元兇，也在
的主宰，全知全能、永恆、良善、慈愛而又聖潔公義。 盡其所能地迷惑、影響著人們的判斷和良知，那就
因著愛，他創造了世人，並把生命的靈、他美好的 是魔鬼和他所掌控的這個地上的世界。
性情和自由選擇的權利賦予人類，使我們成為有靈、
有魂、有體的萬物之靈。他渴望我們尋求他、渴慕他、
魔鬼原本是靈界美好的天使長（上帝先於人
信靠他、跟從他，從而得到永生並且在地上活出喜 類所造的靈界生命，沒有物質的身體，受神差遣又
樂、自由的美好生活。
受命服事人類），卻因驕傲和野心，妄想竊取神的
榮耀而墮落，帶領靈界三分之一墮落的邪靈與上帝
既然如此，為什麼許多人感覺不到上帝的存 為敵。
在與良苦用心呢？
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欺騙者、偷盜者、控告者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免又要重溫伊甸園那個 和毀壞者，沒有絲毫的良善。他們深知自身終究滅
古老而又影響深遠的事件。對於耳熟能詳的人類始 亡的下場，洞悉人類共同的弱點又針對每個人各自
祖亞當夏娃偷食禁果，這裡無須贅述了。我想要與 的軟弱，不以青面獠牙的面目示人卻常扮作光明的
大家剖析的是在這個事件裡，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 天使，不斷討好、煽動人內心中的私欲，大肆欺騙
今日世人與上帝如此疏離的局面？
蒙蔽、混淆視聽，讓人忽視他──這個始作俑者的
存在與作為，使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與良善，繼續
在上帝為亞當夏娃設立的伊甸園裡，有兩棵
過重眼前、輕永恆，重物質、輕靈魂，以自我為中心
樹被特別提及，一棵是生命樹，另一棵就是那著名
卻招致肉身與靈魂永久滅亡的麻木生活。
的分別善惡的樹。上帝吩咐他們不可吃這分別善惡
樹上的果子，因為人吃它的日子必會死。
此外，魔鬼掌權的這個世界的潮流與導向也
極大地左右著人類的價值觀和取向。特別是近幾十
年來，科學技術、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不僅沒有帶
來人類道德的提升，反而給墮落、犯罪打開了方便
之門。縱觀中西，法不責眾的從眾心理使人們一再
降低那些挑戰人類良知的道德底線。曾幾何時，曾
為公眾所不齒的同性戀、未婚同居、賣淫嫖娼、婚
外戀等如今大行其道，已為很多人接受。電視電影、
媒體大肆渲染這種生活方式的多彩與自由，卻極少
提及其負面影響和後果。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
然而，在這場上帝的試煉與魔鬼的試探面前， 乎曾經擁有”，什麼真理信仰、道德良知早已被拋
亞當與夏娃失敗了並且給子孫萬代帶來了災難性 在腦後，成為過時的笑談。
的後果。在魔鬼撒旦的化身──蛇的引誘下，他們
俗話說：人種的是什麼，收的就是什麼。朋友
屈從於內心的私欲、好奇與受限制的不滿，忘記了
們，在這種看似自然平常卻又生死攸關的選擇上，
上帝的豐富賞賜和慈愛，在想擁有上帝那樣智慧的
我勸你放下從眾的麻木心裡，傾聽內心良知的呼聲，
誘惑下而選擇了悖逆上帝，加入了惡者的陣營。
在忙碌之餘用心思考人生的意義，尋求真理，那
錯誤的致命選擇立即招致了審判，雖然亞當 麼一直在等候你回歸的上帝一定會回應你、救贖你、
與夏娃的肉身沒有當即滅亡，但在靈性上卻因著犯 帶領你走入人生的嶄新境界。

園子裡為什麼會有這樣一棵會惹事的樹？這
著實令人費解。原來這棵樹的存在不僅代表著上帝
的主權與無上的智慧，同時也是對人類自由意志的
一個、也是唯一的試驗。上帝並沒有把人造成一個
對他唯命是從、馬首是瞻的機器人，而是賜予人自
由選擇的權利，他希望人能出於感恩和信靠，以順
服來回應他的愛和命令，因為真金還需紅爐火來
試煉、驗證。

罪立即死亡，與聖潔公義的上帝隔絕，不再能親密
相交。從此，勞苦愁煩、疾病、死亡、兇殺、戰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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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肺炎
文/呂敢

肺炎是由細菌、病毒、真菌、寄生蟲等致病微
生物，以及放射線、吸入性異物等理化因素，身體
抵抗力弱，長期吸煙等引起的急性炎症。一年四季
均可發病，但多發生於冬春兩季。今簡述如下：

肺炎是小兒的常見多發病，大部分患兒經及時
治療1-2周就會痊癒，但重症或治療不當的肺炎往
往會出現一系列併發症，主要由兩方面原因造成：
(1)病原體及毒素的直接侵犯，如病變侵犯到
胸膜出現胸膜炎；侵犯到心包膜則出現心包膜炎；
病原體進入血液可造成敗血症，進入中樞神經系
統引起腦膜炎等。

應強調的是，遇有小兒患肺炎時一定要早期
診斷及時治療，以避免併發症，這樣既可減少患兒
的痛苦，又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肺炎的居家護理要點 ：(1)小兒咳嗽多時，睡
覺時會很難受，爸媽記得多給小兒翻身拍背，幫
肺炎多數起病急驟，常有受涼淋雨、勞累、病
助小兒把呼吸道的分泌物排出。(2)多吃水果、湯
毒感染等誘因，約1/3患病前有傷風感冒。病程7-10
汁，少吃雞蛋。食物要清淡，要多補充水分和維生
天。
(2)由於身體內所有器官功能的正常發揮均有 素C，但注意不要一次吃得太多，蛋白質過多會引起
賴於正常的氧氣和二氧化碳水平，因此肺炎時各臟 消化不良。(3)鼻塞使用細棉棒、吸鼻器。小兒鼻塞、
典型病例以突然寒顫起病，繼之高熱，體溫 器常不能發揮正常功能，比如心肌缺氧可使心肌收 鼻堵時可用沾有溫水的棉棒濕潤鼻痂，一點一點地
可高達39℃-40℃，呈稽留熱型。初期為刺激性乾咳， 縮無力，同時長期心跳過快，心臟就會疲勞直至衰 將鼻痂取出，爸媽注意千萬不可以用力過猛哦。選
繼而咳出白色粘液痰或帶血絲痰，經1-2天後，可咳 竭，表現為：
（1）心率突然增快，常超過160～180次 擇細小的棉棒，它比傳統的棉棒更好用。吸鼻器在
出粘液血性痰或鐵銹色痰，也可呈膿性痰，進入消 /分，心音低鈍或心律不齊。
（2）呼吸困難、紫紺加 這時也能派上用場。(4)保持空氣流通，每天開窗
散期痰量增多，痰黃而稀薄。常伴有頭痛、全身肌 重。
（3）面色蒼白，煩躁不安。
（4）肝臟進行性腫大， 2到3次。溫度約在18℃～22℃，濕度約在60%左右。
肉酸痛，多有劇烈側胸痛，常呈針刺樣，隨咳嗽或 短期內肋下超過1.5cm，顏面、下肢浮腫。缺氧還會 (5)如果小兒有發燒的情況，冷毛巾敷額頭可以降
深呼吸而加劇，可放射至肩或腹部。食量減少，少 影響神經系統，由於腦細胞每天要消耗全身氧氣 熱。另外，30%～50%的酒精擦身也可以幫助物理降
數有噁心、嘔吐、腹脹或腹瀉等胃腸道症狀。嚴重 的1/4，所以一旦缺氧，神經系統很早就會表現出症 溫。平時要積極防治呼吸道感染，以免下延及肺葉，
感染者可出現神志模糊、煩躁、嗜睡、昏迷等。一旦 狀，當重症肺炎患兒出現嗜睡、煩躁、甚至抽風昏 引起肺炎。
出現嚴重症狀，應當即送醫院處理。
迷等就是缺氧、二氧化碳儲留引起腦水腫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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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大
迷
惑世

吳主光牧師
• 一九六二年創立香港平安福音堂，至今
快五十年，教會發展至三十七間分堂，
會眾約七千。
• 一九七零年畢業於香港海外神學院，其
後擔任該神學院副院長，並任教系統神
學、釋經學、講道學……等二十多種學
科，達十二年之久。
• 創辦「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簡
稱為「本土短宣」），至今已發展成為
國際性運動，在多倫多，溫哥華，紐
約，馬來西亞等地，均設有訓練中心，
造就基督徒兩個兩個出去逐家佈道。
• 自一九七七年以來，經常應邀往世界各
地教會講道；在佈道、辨別諸靈、釋經
培靈，及教會增長等方面尤有經驗。
• 一九八八年移民加拿大，創立加拿大溫
哥華列治文平安福音堂。又創立溫哥華
「短宣中心」及「真理報」，每月印發
二萬五千份。
• 一九九九年，從加拿大回港再度牧養平
安福音堂，不久又創立「整全訓練神
學院」，出版《整全報》，著文供應
眾教會。
• 著作計有福音小冊二十七種，福音單張
一百七十種，其他屬靈書籍如：「靈恩
運動全面研究」，「福音神學」，「靈
修生活」，「教會質素增長」、「啟示
錄研經亮光」、「使徒行傳研經亮光」
、「路加福音研經亮光」、「雅歌研究
亮光」、「詩篇研經亮光」、「蒙召，
受訓，傳道」、「從創造論到末世論看
撒但的來龍去脈」、「教會大合一運動
可以接納嗎？」……等數十本。

培靈會

末世大迷惑
日期：8月17日(星期三) 晚上7:30
粵語主講，不設翻譯
日期：8月18日 (星期四) 晚上7:30
國語主講，不設翻譯

佈道會

人生方向，何去何從？
日期：8月19日 (星期五) 晚上7:30
粵語主講，國語翻譯

地點：墨爾砵華人浸信會
75A Cotham Rd, Kew (Melway 45D6)

查詢電話

9899 3207

澳洲華人基督徒協會，佳音書樓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