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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主題：華文教育

我來到澳大利亞在教會教華文。這
裡的學生很多是土生土長的華裔，他們
被形容為“香蕉”，外黃中白。

目錄

第一年我教的是成年人，第一個上
了一課就離開，說我教得太淺。第二個
上了四課就離開，說我教得太深。後來
又加了好幾個來。更奇怪的是有一個來
自柬埔寨的姐妹卻來我的中文班學英
文；原因是我用英語講解。學生程度參
差不齊，教起來大費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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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來的全是本地洋人，他們都
準備到中國去作宣教士；但他們一點基
礎都沒有，我費了九牛之功，他們更費
二虎之力。一個女學生到北京去旅遊，
感到學以致用，當她迷路的時候就高
喊：“我迷路了！”馬上就有人來幫助
她。當她找不到廁所時就高喊：“廁所
在哪裡？”馬上就有人來幫助她。

藝文天地
魅力女人 董麗娜..........................................8
自古梅蘭竹菊就被文人墨客視為“花中四
君子”......
春遊揚州瘦西湖 許行瀟...............................9
蒼涼古意的～萬里長城 孟竹.....................10

第三年教的全是十多歲的女生，多
半是ABC(澳洲土生土長的華人後裔)，
有的中文講得非常好；但卻不會寫。有
的一點基礎都沒有。我跟她們說：“We
are Chinese so we learn Chinese language”
(我們都是華人所以我們學華文)。

健康常識
淺談踝關節扭傷 呂敢................................11

她們的反應是：“We are not Chinese but Australian”（我們不是中國
人，我們是澳洲人）。一個說：“是我
的父母逼我學的”。我只好放低程度，
以歌唱，遊戲，圖畫來帶領。上課還可
以，考試就不得了。
第四年教的全是會講華語的男生，
有的已是六年級的程度，有的不會寫，
但最起碼他們會聽，寫不來就用拼音來
代替。程度高的學習打中文字，寫作文
等。教的輕鬆愉快，學的也津津有味。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父母要跟兒女說
華語”，除此別無他法。
這一期的主題稿件特別多，各作者
都有獨到的一面，以老師的經驗為重；
釣魚也差點釣出人命來。還有健康講
座，世說新語與人世間，遊記等等。如
果你們覺得好，閱讀完之後可轉送給未
信的親友們讀。大家得好處，讓更多人
明白主恩的甜蜜。編輯的群體謝謝你們
的熱愛，也大大感謝上帝給我們能力。
求上帝加添各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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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營養品的利弊

時代變遷，從曾經的“營養不良”到如今的“營養過剩”，美國
營養學家阿德勒‧戴維斯（Adelle Davis）更提出“相對營養過
剩，絕對營養不足”的理念。看來，如何獲得平衡健康的飲食是
一個歷久彌新的課題。

11

10月1日

災難的思考

自然災難、人為災害，各種極端情況頻頻發生，根源何在？如何
面對？如何解決？如何防禦？

12

11月1日

天使報佳音

“歡欣，歡欣，歡欣！天國君王今日降生！”這是2000多年前天
使向伯利恆郊外的牧羊人所報的耶穌基督已經降生的喜訊。
※ 出版日期:每月第一個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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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黃邁勵

有關華文教育的點點滴滴
隨著中華民族的崛起，中國對世界越來越起著重大的作用，越來越
為世人矚目。我們與中國的交流逐漸增多，華文教育對於我們的兒孫們
也就越來越重要。學好中文對中華文化世代相傳，保持中華民族的特性
非常重要，我們中華兒女們生長在英語背景的澳洲，不能是連祖國(中
國)的語言也不會說了或是說說還可以，不會認中國字了。
華文對我們當地的發展非常重要，隨著科技時代的日新月異，信息
交流的日趨頻繁，知識智力無論是在科技領域，是經商或是務農，現在
都已經進入了e(電子)時代，人們藉助現代化的手段，進行創造性的勞
動，比比皆是。如我們有中文英文兩種語言，可以更好地促進與中國和
其它華文國家進行技術經濟，我們的文化與中華文化國家之間的交流、
交融，增進我們與中國和其它華文國家的友誼。

文
中

海外華文教育世代相傳，這不僅僅是要求我們，還要求我們教育我
們的孩子們認識漢字，會讀、會寫，會說，善於用華語進行交流。不只
是學會最基本華文的讀、寫、說、聽，還要學高深的中國文學，取其中
華文化的精華。
中國在語言文字華文教學最基本的是：推行簡體字，推廣普通話：
一、熟練掌握漢語拼音，是講普通話的基礎。中國有五十六個民
族，如果每個民族都說自己的方言，就在中國
國內人們也很難交流，不
用說是在世界的華人中間了。所以華人要有統一的語言，學講普通話，
好似英文是世界的語言。比如說上海，全國各地全世界的許多人都湧向
上海，上海的地方方言如你不是上海人是很難聽懂的，可我們在小學和
中學的語文課上都學會講普通話，還上英語課，所以大家都可以用普通
話交流。
二、掌握常用漢字，是識字的基礎。
要求讀準字音、了解字義；書寫字體要求正
確、規範、端正、勻稱、整潔，大部分會用
做到用字規範化。
三、熟練掌握字詞典的常用查字法，字
詞典是學習的必備工具，是自學的基礎。
四、學會朗讀、閱讀、分析、概括的技
能。學習可以從閱讀報紙小說開始。
五、學會口述見聞、寫簡短記敘文、常
用應用文，掌握最基本的表達基礎，口語交
談與書寫。
澳洲為對在和亞洲的經商和技術談判，
至高重要的亞洲語言高等能力技巧，開設了

世界上第一個為幫助企業和社會提供培訓的“全國亞洲技能中心”。
它是由項目Asialink發展來的，語言技能重大的作用，不是“實用水
平”的語言培訓所能完成。
今時我們天天日日月月年年都生活在上帝豐豐富富的恩典中，
在感謝上帝的慈愛恩典時，不可以忘了我們從哪裡來，學好華文對己
對社會都會有用。舉世僅存的象形文字，是日文、韓文、越南文之語
根。願上帝賜福我們，學好華文，榮耀上帝。發揚中華優秀的文化！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布里斯本

誠邀參加主日崇拜

教會設有以下活動

上午九時
上午九時
上午十時三十分
中午十二時
下午四時

上午九時/十時三十分    兒童主日學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   語文學校(國、粵語)
                       (附設各種興趣班)

家庭英語崇拜
國語崇拜
粵語崇拜
英、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合而為一 像父與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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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蕭碧蓮

從我的經歷談 海外華語文教育
活泉基督教會附屬
活泉社區服務中心
植根社區‧伴你同行
2013年8月份活動（有興趣者請致電查詢詳情）
＊『電子琴初班』每堂$12

神創造不同的民族，那些好的文化自當保存下來，代
代相傳。我們基督徒也要把上帝的話、華語、文化從小開
始教導，讓他們保存華人的根，以免成為失根的蘭。

導師：鄒立基老師，畢業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獲音樂及教育碩
士。曾擔任香港電台古典音樂節目主持及TVB音樂指導。

＊ 吉他入門，每堂$7，可提供吉他（押金$50）
＊ 兒童才藝發展教室（免費） 逢星期日早上9:30
＊ 健康活動：簡易『自愈力運動』練習
查詢及報名電話：0451 817 877（國語） 0450 752 877（粵語）

地點：活泉社區服務中心 Shop 3, 124-128 Beamish St., Campsie
（由第九街進入）
教會主日崇拜：早上10時正，聚會後備愛宴款待。

聖餐用杯與碟

來自耶路撒冷 每套$100.00
所得赥赥款項奉獻生活月刊刋出版費用
查詢: 陳偉雄 (02)9181 2222
或 0419 816 666
email: colman@lifemonthl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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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個族群的語言和文化是無法切
割的，就以我踏上海外宣教後的語言學習歷
程為例：記得我進入非洲的頭四年，為了要
專心學習幾內亞畢索當地語言，除了天天以
當地語言做溝通外，連讀聖經也不例外，最
後讓自己成為真正的當地人。
四年之後，我初次返台述職，家弟到機
場來接我時，我仍以非洲話來問候和溝通，
好一會兒才轉回國語來談話。家弟說：“你
都變成非洲土人了，忘了國語和台語！”其
實，當下的我，總覺得舌頭不聽使喚，無法
說出想說的話來;但聽得懂人們說的華語。經
過了兩週，我才逐漸正常地使用華語跟人溝
通。然而，在海外宣教多年的我，已經脫離
了原有的華人文化和生活，使自己成為一個
多國文化的人，世界觀也改變了。直到離開
非洲到澳洲這兩年，我開始每天使用英文和
華文來跟人溝通，在不斷地使用雙重文化的
語言後，我的華語才逐漸正常化。若我是回
台灣生活，久而久之，相信也會回到過去在
台灣的我。
從我的例子來看，語言和他所處的生活
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在海外生活久了，都會
受當地國家生活習慣和文化的影響。若是出
生於海外的華人，除了面孔和膚色以外，已
成了外國人。我曾在地鐵以華語跟遇見的華
人打招呼，但她們完全沒有反應！後來我才
明白他們是在澳州土生土長的華人，可能已
經是第三、四代了，他們的言行舉止和思想
觀念簡直與澳洲人無異，所以不能單純地以
華人看待他們。外黃內白，俗稱“香蕉”。

生活月刊 二零一三年九月 第一百四十九期

又舉例來說，我有一個朋友在孩子還小

時就送到澳洲受教育，如今竟很難和她的兒
子溝通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變成澳洲
人了。
另有一個家庭的小孩雖受澳洲教育，
他們仍然會講華語和台語。那是他們在台灣
受過完整的教育後才來澳洲留學，華人的根
沒有被同化所致。我覺得在澳洲的華人已經
越來越多，如何讓這些華人持續保持傳統的
華人文化和語言，是值得身居海外的華人深
思！
以色列人是保持傳統文化和語言最成
功的民族，他們把上帝的話一代一代地傳下
去，正如詩篇78：4，7所說：“我們不將這
些事向他們子孫隱瞞，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
祂的能力，並祂奇妙的作為，述說給後代
聽。”“好叫他們仰望上帝，不忘上帝的作
為，惟要守他的命令。”猶太人很注重他們
的文化傳遞，縱使他們被拆散到各地，仍極
力保存文化和語言的使用。
神創造不同的民族，那些好的文化自
當保存下來，代代相傳。我們基督徒也要把
上帝的話、華語、文化從小開始教導，讓他
們保存華人的根，以免成為失根的蘭。若華
人父母能如此看重華文教育，海外的華文教
育必被發揚。反之，終會讓華文消失，那就
太可惜了！我在澳洲認識的澳洲人都在學華
語，他們認為華語很重要，是將來工作的第
二種語言。我們是華人，更該懂得中華文
化，講華語，不是嗎？或許，未來在澳洲會
有為華人開辦學校的異象，我深深地期待！
作者來自台灣

現居布里斯本

箴言 10:7 義人的紀念被稱讚；惡人的名字必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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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鄺老師

我在學習教中文
一 二 三
我 你 他

玩遊戲，看電影……。學生對學習中文方法，全無概念，倘由學生主導，學
習過程將胡亂堆砌，我是老師，豈能卸責？
我學會向其他同事學習，跟主流課程配合，部份可合併或延展，例如
班主任教Farm，中文課就教牛羊馬；班主任教Gold，中文課就教：淘金潮的
華工。我又嘗試教孩子唱中文歌，跳中國舞，舞獅等演藝活動，加添學習興
趣，又可在周會、文化節演出，增強孩子學習中文的歡樂和信心。我又要學
習新媒體教學，多用電腦、互動板等，這些新科技叫我吃力，但是有好的教
材可供選擇，多花時間亦何妨。
最後，家長是我教學的領導。家長能來校跟我談一談孩子的學習困難，
或偶爾摘寫便條交我，述說孩子近日為何害怕上學，這些都叫我抖擻，不敢
怠慢。家長的意見讓我更明白孩子的學習心態，學習如何教導，甚至修訂個
別教學內容。
面對未來，我深信我會學得更多，好讓孩子開心地學習中文。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雪梨

“老師早！”孩子躬身問好，我連忙回
禮：“同學早上好！”他們用華語跟老師說早
安、再見，既得老師的回禮，又得同學認許，
轉瞬間他們又混在群體中忙自己的遊戲，我欣
然走回教室。另一角落，一位家長不和氣地對
我說：“你是中文老師嗎？我的孩子不想上中
文課，他有太多課外補習，希望在學校多上英
語、數學……在正課來學中文，浪費時間。”
我默然無語。
一九九六年我開始在公立小學教中文，
孩子有來自中國、香港、台灣，東南亞等華人
家庭，十多年後，中文課程雖經修訂，可是孩
子多是土生土長，今天如何在課堂上教孩子肯
講、讀和寫，都叫我心力交瘁。
曾經要孩子默寫詞語，但有半數不及格；
要交家課，亦有過半欠交，理由是回家有太多
家課；要唸一篇文章，不明要旨，馬虎了事。
倘問孩子想怎樣學？他們只會說：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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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華裔子女的華文教育
墨爾本東區華恩堂
誠聘牧師或傳道
本堂會友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活動
會友約25人。應徵者需持正統福音派
信仰，具神學學士或同等學歷並能以流
利國語證道。有三年以上的牧會經驗及
有澳洲永居身份者優先考慮。有負擔者
請將個人資料電郵至occcmem@gmail.
com 或寄至聘牧小組P.O. Box 1147
Box Hill Vic 3128 Australia

美琴飛樂
小提琴，鋼琴，聲樂，樂理
30年教育家，音樂指揮家，耐心，
開發孩子音樂興趣
Tel: 0469 797 675, 0469 561 441 Chris or Ang
Email:debussybee@gmail.com Area:Sydney Inner west, south west

澳洲歸主教會
Australia for Christ Fellowship
主日崇拜 : 星期日下午 1:30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下午 1:30
主日崇拜，同步翻譯客家語和英語
歡迎參加小組聚會，有關時間及地點等詳情
請洽詢：賴秀金牧師 手機：0430 459 896
查詢電話 ：03 9212 8352， 9212 8302  傳真：9764 8011
地址: 1070 Stud Road, Rowville, Melbourne Vic 3178 (Mel 72 J12)  
網址：www.acfchurch.com/chinese 電郵：admin@acfchurch.com

誠聘牧師
澳洲黃金海岸華人基督教會為約一百五十人之獨立
福音派教會,現誠聘牧師,應徵者須具正統神學學位,
並最少兩年牧養華人教會經驗。能操流利華、粵語及
會話程度英語。應徵者請寄履歷包括講道錄音CD及
兩位諮詢人資料至Gold Coa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PO Box 7379, Gold Coast Mail Centre,
Qld 9726, Australia聘牧委員會收。
本會資料可參閱www.gcccc.org.au。
聯絡電郵: recruit@gccc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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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兒子不能用中文交流但能背台詞
說來慚愧，因為怕孩子在學校英語跟不上，
在家沒堅持用中文和孩子對話，我家的兩個孩子
在澳洲土生土長了廿多年, 上了十年的周六中文
都不能用中文交流。
小時候曾陪著、迫著他們上週末中文班，
鬧得很不愉快。大的讀完十年的課程但只會讀拼
音，不會運用也不會認字。我有限的拼音卻是向
他學的。
大兒子演過好幾場中文話劇但只靠死背，不
知道自己說些什麼，但中國童話故事卻懂得好幾
個。

小兒子認為不能學以致用而停學
小兒子上了幾年課，壓力大又覺得到處都是
西方文化。在人群中又不能學以致用。看著孩子
每週都是哭喪著臉，我實在不忍心，就同意他停
學。
我和其他家長在孩子週日讀的小學爭取到將
中文列入外語學習課程表裡，但孩子卻選日文作
外語選科。他愛看電視日本卡通，裝扮成日本卡
通的髮形。房中貼滿了日本卡通俊男美女和卡通
英雄的畫。在外頭吃的是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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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多年的壽司得到的禮卷讓他換來一駕輪

子能對摺, 可以用背包背著走的腳踏車，可惜用
了一次，在朋友家門外就被偷走了。從此就少吃
壽司，日語也靠邊站了。
出人意料之外小兒子長大後，去中國做了
八個月的電腦技工，他的中文竟然馬虎能應付過
去。

基督徒朋友教孩子中文有心得
我的朋友，林琳是個基督徒，在家教導孩子
清楚知道，學中文是為主而學，在家中堅持用中
文和孩子交流，告訴孩子學好中文可以向十多億
中國人傳福音，是合神心意的，給孩子一個使命
感和迫切感去學好中文。
孩子講英語向父母交待或有所要求時，作
父母的都異口同聲，同心合意的說對不起，聽不
懂，請用中文說一遍。
夫婦倆常為孩子的學習禱告，並教導孩子向
天父上帝禱告，求主幫助突破學習中文的局限。
在家中放有中文字幕的福音和詩歌碟片。把一些
中文字和聖經故事串起來為孩子們講故事。
願大家男女老少為下一代以及天父上帝的使
命，都能認真學習和看待華文教育，中華文化把
悔改的福音，主耶穌十架的救贖傳遍天下。
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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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經濟的興起，全球掀起中國熱。
為了跟中國打交道、做生意，西方國家爭相推廣
華語。澳洲早於九十年代計劃推動中文教學，不
惜開放移民配額，優先接納港、台註冊中文教師
移居澳洲。從此，本地除中學開設“中國語文”
外，不少華裔社團也開辦中文班，招收華人子弟
或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人就讀。其課程水平較
高，而教學方法也多沿襲傳統華校模式。教材、
師資也多來自港、台。初期多教授正體字，按學
生的語言背景分別以國、粵語教學。後來，跟從
官方標準採用簡體字、漢語拼音者漸多。
對本地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澳洲人，無論是
否華裔或會否說華語，到上述的周末中文學校學
中文，大多不能適應。有的不會說，有的連聽講
都不行，根本無從入手，惟有望門輕嘆。會說話
了，甚至已有相當根底的，不少是在家長威逼利
誘下勉為其難進入課堂，對老師照本宣科的傳統
教授模式感到厭煩，總覺得學中文艱辛乏味。不
少因此半途而廢，更多的是學無寸進，浪費光
陰。最壞的是擾亂課堂秩序，害己害人。
傳統教學模式，側重灌輸，少有啟發。也因
課程緊密，氣氛緊張而難以發展興趣。我在香港
教中學中文十多年，對被譏為“填鴨式教育”的
傳統模式感觸良多：在強迫教育下，大部份學生
的學習動機低，勉強應付過去的，大多只有“記
問之學”，缺乏語文修養。深度（指正確理解及

文／劉盛泉

運用的能力）和廣度（指攝獵和欣賞的範圍）都
不敢恭維。
來到澳洲，也曾在周末中文學校任教，更
發覺傳統的中文教學方法弊多利少。對非華語背
景的老外或ABC（澳生華裔）既不適合，更不管
用，非改革不可！課程設計宜生活化，注重實用
和趣味；教學活動形式更要多姿多采，機動靈
活，可結合圖、工、音、體因才（材）施教。華
裔家長作用大，不妨及早籌謀在家以母語(漢語
系)交談，營造語言環境，使新生代通曉母語。
還須藉故推介傳統優良的生活文化，多提及文化
故事。最理想的是計劃每年都回國旅遊、訪問。
所謂“耳濡目染”、“薰浸刺提”，效果必顯。
最近，應邀教小孩粵語會話。對像是滿口流
利英語的小女孩，移民的第三代。生母是英裔，
因而缺少粵語環境。祖母試多用粵語溝通，引導
用粵語交談，仍無法接受而產生抗拒情緒。於
是，設計以圖畫、遊戲帶動學習，且安排年輕女
教師領導唱遊，隨機引入粵語會話。從單詞到短
語，由少到多。雖然一星期只一次，但已初見成
效，可引以為慰！這仍有賴於女孩父母的支持、
祖母的努力和協助，目標一致，才能成功。於
是，寫下這些個人經驗，拋磚引玉，望有助於此
間華語教學，作育多一些華語人才。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雪梨

Private Elocution Lessons
Make your voice of importance.Essential for improving business and personal relations.For 1-1 private tuition or groups of
up to three. In your home – or the office at Strathfield
Cost: $50 1-1, $70 for 2 persons, $90 for 3 persons

Dr Matthew Del Nevo Booking: 0405 528 869

雪梨宣道基督教會
崇拜時間：星期日下午3點30分
社團晚飯、電影：
      每月第三週六晚：6:30分至9:15分
康樂活動：每月第一週六晚：7:15分至9:15分
      太平紳士（公證簽名服務）
聚會地點：296 Hamilton Rd,
      Fairfield, NSW 2165
查詢：林牧師 (02)89013392 / 0426812789

啟明駕校
Blacktown,Castle Hill, Silverwater

1

Website:auto driving.com.au
Tel: (02)8212 5500

中文教學在澳洲
箴言 1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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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女
魅力
安全防衛專業服務
專業持牌19年,批發,設計,安裝,維修各類安防設
備,全球監控,專業警報,對講等。
展廳: Unit 78, 89-97 Jones St, Ultimo
www.ausecom.com.au * 最佳服務是我們的追求! *

24小時熱線: (02) 9212 1888

Email:Sydneyelectrical@hotmail.com

自古梅蘭竹菊就被文人墨客視為“花
中四君子”，不吝筆墨對其優良品格進行讚
美，剪雪裁冰之梅，空谷幽香之蘭，高風亮
節之竹，凌寒綻開之菊，“四君子”因其本
身習性而被賦予不同的人格魅力。
梅蘭竹菊被謙謙君子們視為知音，那些
鬱鬱不得志的文人更是在它們身上寄託自己
的精神追求。那些男人身上的美好情懷在“
四君子”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如果把“四
君子”比作女人，擁有如此美好品格的女人
會讓所有男人痴迷神往。
梅是堅韌果敢的女人。凌寒獨自開之梅
花，迎著冰雪綻放，梅雖輸雪三分白，雪卻
輸梅一段香。如梅花般堅韌果然的女人，在
面對任何挫折與困難，都保持一份泰然與冷
靜，承受任何困難與打擊，不妥協不屈服，
時時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堅韌果然的女人
總會保持自己的風度，如一朵凌寒梅花美麗
綻放。
蘭是淡雅恬靜的女人。色淡香清之深

佳美廚櫃 特價地板

專業設計各種風格廚櫃，入牆櫃Shop
Fitting 德國名牌配件，澳洲板材，水
電一站式服務。承接高難度樓梯，特價
各種澳洲地板，進口地板，竹地板，復
合板，金剛板。免費報價，七年保用。

展廳:49 Karrabah Road, Auburn 請預約。
Lic: 238789C

0469 599 575 /02 9646 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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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幽蘭，不與群芳爭艷，卻有自己獨特之風
姿。如蘭花般的女人，不張揚、不炫耀，雖
不艷麗，但靜靜散發著淡淡的馨香。如蘭花
般的女人，淡薄名利，更注重內心的真實與
感受，追求自由的空間，精神世界無比豐富
而充盈，舉手投足間都充滿著高貴與典雅。
菊是熱情洋溢的女人。金秋綻放之菊，
百花凋謝之時，在蕭瑟中洋溢著生機與活
力。如菊般的女人內心總是充滿了對生活的
熱情，熱愛生活，心存夢想，熱情洋溢，邁
著昂揚的步伐去追求屬於自己的燦爛生活。
竹是清雅高格的女人。修長挺拔之竹，
一身傲骨與世無爭。如竹般女人，超塵脫
俗，品格高潔，獨立自主，不會把男人作為
依賴，對權勢更是敬而遠之。如竹般的女
人，寧靜致遠，修身正德，時刻懷有自省之
心，提高自己的品味與修養。
梅蘭竹菊女人花，賢淑典雅展芳華。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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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行瀟

春遊揚州瘦西湖

值此仲春，我們舍友四人一同去了一趟揚
州春遊。韓雅是揚州人，她繪聲繪色地介紹揚
州的生活廣場等等，她說能帶我們去幾個好地
方。
到了揚州，我們卻選擇了去瘦西湖。因
為，這座文化古城可去遊玩觀光的地方太多，
不是我們短暫一遊所能夠飽覽的：春秋時代的
運河，漢代廣陵王的墓地，隋代迷宮，唐城遺
址，宋元的普哈丁墓等等，都足以見證這座古
城人文歷史底蘊的豐厚。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太白的千古佳句無疑也給揚州這座名邑增添了
一份詩意與榮光。揚州之春，似乎已經可從李
白詩中煙柳和瓊花的燦爛隱約感受到。
當我們來到瘦西湖，但見人山人海，就
這麼一塊遊覽勝地，卻雲集了多少大江南北的
遊客啊，熱鬧處，人們走起來簡直要“摩肩擦
踵”，但擁擠並沒有掩蓋瘦西湖的芳容，狹長
的湖面，明清時期古色古香的樓、台、亭、閣
錯落有致地點綴其間，長堤上春柳搖曳，婀娜
多姿，岸邊的綠是一派充滿生命力的綠，襯托
得片片嫣紅的瓊花更加艷麗奪目，春風徐來，
有陣陣芬芳沁人心脾。
瘦西湖的園藝就在我們談笑風生的漫步
中一覽無餘，我們沿湖過綠楊村、紅園，再跨
大虹橋至徐園、釣魚台，一路走走停停，並不
覺得累，也許是十里長湖的美景和它別具一格

的園林藝術陶冶了我們，給我無盡的獵奇與興
奮。
說起瘦西湖的鴿子一點也不瘦，倒胖得
像隻鴨，肚子大如茶壺，走起路來一搖一擺，
悠然自得。有點怪的是，它們居然對生人沒有
怯意，面對陌生遊人如親朋好友，倘若你一駐
足，它不驚不飛，還會慢慢地靠近你，好像曉
得你是要給它們餵食似的。路過的遊客十有六
七都會停下腳步，買個10元3包的飼料來滿足鴿
子們的慾望，餵完了鴿子，合過影，才依依不
捨地離去。我性情所致，也餵了一群白鴿。它
們間或飛起，卻都飛不高，飛不到十米就要戀
地而降，或許它們不僅僅愛上了這裡的食物，
也喜歡上了我們這些遊人。瘦西湖遊人如織，
數以萬計，至少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要給鴿子餵
食，這也許是鴿子跟人交上朋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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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禱告會(國、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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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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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晚上
7:00
每周三 10-11:30am

遊覽瘦西湖，一路漫步一路景，她所幻
化出無窮的天然之趣，和著這裡豐富的園林文
化，令我們流連忘返。多處經過匠心獨具重新
修建的園林建築，更顯魅力，使瘦西湖變得更
加嫵媚多姿。只見有人蕩舟湖上，看得我心迷
神馳，漾起心中的新奇感，也想泛舟，我們卻
不知從哪裡上船。

歡迎參加小組聚會，有關時間及地點等詳情，請洽詢:
堂主任: 姚正魁牧師 手機: 0438 382 008
英語堂牧者: Pastor Alan Best 手機:0414 887 198
查詢電話: 謝麥靜嫻姊妹 02 9785 2377; 0433 025 973
實習傳道: 蔡權澤傳道 手機: 0414 864 555

自古以來，瘦西湖一直能以她風光旖旎
的景色吸引四方賓客，環湖漫步，百聞不如一
見，眼見為實，這趟我們真不虛此行。

星期日晚上 6:00-8:00PM 歡迎與會

作者現居中國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Auburn堂
主日國語崇拜
Church of Christ
地址: 90A Auburn Rd., Auburn
教會網站: www.padstowchinesec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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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竹

蒼涼古意的～萬里長城
常聽人家說“不到長城非好漢”，第二次
來到北京終於在兩個兒子的鼓勵下，母子三人選
擇了一個無人聲鼎沸的清晨，由小兒子在北京的
私人司機吳師傅帶領，一路經過了淳樸的“懷柔
區”，來到了“軍都山”的“慕田峪長城”。去
年來北京我一直沒勇氣上長城，並非因一甲子的
年齡無法走長城，而是怕見到長城會令我勾起那
憂傷的歷史，怕走在長城當年那些含淚拋家棄子
的悲情故事會一幕幕飄出在自己的眼前，怕自己
會情不自禁為那些歷史的犧牲者哭出聲來，雖然
長城代表著護衛國土的雄壯威武，但它的背後卻
隱藏著許許多多的“悲” 。
帶著一片近景情怯的心情上了長城，走在這
巍峨的城牆，望出去不見盡頭的長城，那種蒼涼
的古意四面襲來，心中便無緣無故的傷感起來，
想起當時那三百多萬被強徵來的的男丁，用著最
原始的鑿子和磨出血的雙手，在無人的山野敲打
出這條令世人難以置信的“萬裡長城”。看著一
塊塊的城磚彷彿仍聽到當年的敲打聲，這時真讓
我了解什麼叫做“懾人心魄”了。
站在長城上，四野蒼茫，我無語癡立，雖
然當天的氣候美得讓人感恩上帝的賜福，天空像
一張毫無瑕疵的藍箋平舖在我頭上，但空氣中卻
沁進幾份涼意，一種無形的悲涼在胸臆間上下搖
晃，望著牆邊淒涼的白玉蘭，聽著那低晃愴絕的
風聲，彷彿在提醒後人對已故的歷史多留一分回
顧。
一路扶牆而行，我不敢在任何角落多停頓片
刻，因為往下看，漫山遍野，心頭就不知怎的亂
撞起來，心中更泛起一種想法，就是跳下去，真
想下去慰問那些當年強忍骨肉離別之苦，為了國
家築一道防禦外患的城牆而捐軀的壯丁們，想著
心裡酸的像可以擰出一把水。防禦外患的長城建
成了，但它用多少人的眼淚和著泥土做成一塊塊
10

築牆的磚，流了多少人的血和汗將巨大的石頭及
山嶺敲擊成一條舉世無雙令中國人驕傲的長城。
望著無際的長城，我想起的是當時的民間
故事裡的“孟姜女”如何歷盡千辛萬苦為新婚丈
夫送寒衣，來到長城卻聞丈夫已逝，在撕心之痛
下，她的絕望終於在她三天三夜放聲大哭中，哭
倒了長城八百里，於枯骨堆裡找到了丈夫的屍
體。想像的是，當時傾國的哭泣聲就為那三百多
萬母親心痛的兒子，妻子想念的丈夫，兒女依靠
的父親。他們在午夜悲惻不己的禱告也成為呼叫
親人歸來的哀戚歌曲，如《北京一夜》中的一段
歌詞：
人說北方的狼族，會在寒風起站在城門外，
穿著腐銹的鐵衣，呼喚城門外，眼中含著
淚，喔⋯⋯
我已等待了千年，為何城門還不開？喔⋯⋯
我已等待了千年，為何良人不回來？ ⋯⋯
我真的不敢繼續想下去，我怕我的感情不能
再支持下去，我的心胸像要裂開的感覺，我非常
清醒地咀嚼自己的每一分疼痛而且承受它。不知
不覺中自己竟然哭出聲來，此刻的我真的無法高
舉當年秦王的雄心，更不想知道用兩千多年，犧
牲三百多萬人築這長城真正的軍事意義在哪裡？
只想告訴為築這長城而犧牲生命的奉獻者及家屬
知道兩千多年之後仍有人為著這痛苦的歷史和他
們同泣同哭。
走回程中從自己充滿淚水的雙眼看著腳下
走的是我們的老祖宗用血肉舖成的一條象徵中國
的萬裡長城，這長城更代表了中國人的精神，它
像徵著保護中國的堅不可摧的意志。一路走回著
我不敢抬頭，我的心要向那千千萬萬築這城的老
祖宗們獻上我的一份敬意。我更不想停止自己的
淚水，我向“主”禱告：如果我掉下來的眼淚能
夠洗去過去那些憂傷的靈魂，求“主”讓我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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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孟姜女”的淚水。我禱告“主”：讓我有
豐富的安慰話語來為那些犧牲奉獻者禱告，我哀
求“主”讓那三百多萬個孤寒的靈魂能安息在長
城之下。
走回到下山的地方，回頭看著長城，肩膀
如負重擔，一股責任感在心頭，一股莫名其妙對
中國的感傷，歷史不能再重演，文化不能繼續流
失，因為歷史文化是我們的老祖宗用血汗和眼淚
串起來的。
回到山下更有一股依依不捨的心，長城的那
份蒼涼古意仍很強烈地彌漫在我心中，司機和兩
個兒子藉故左右想轉移我對長城歷史的憂傷，但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麼方法能停止我眼中的涙水，
在回程的車內我向著我們的上帝禱告：
主啊，我滿心感激你讓我在一甲子之後仍有
機會來愛中國，愛這個稱為祖國的地方，我感謝
你讓我充滿愛來愛中國，愛中國過去的苦難，將
中國過去的苦難歷史變成我的責任來愛中國。
主啊，我求你祝福及保守中國，如同保守你
所創造的宇宙一般，求主你保守中國的每一寸土
地都能成為見證“主”的地方。
主啊，求你賜福保守中國的億萬同胞，他們
是從幾千年來種種苦難中延續下來的中國人，保
守他們不淪為尊榮喪盡的民族。保守中國歷史文
化不被咒詛，並吸取歷史中的痛苦教訓成為中國
人的堅固力量，猶如那條永遠屹立在那裡的萬裡
長城。
“拯救我們的神啊，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
允我們；你本是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依靠
的。祂即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諸山……住
在地極的人，因你的神蹟懼怕；你使日出日落之
地都歡呼。”（詩篇六十五：5～8）
作者來自台灣 現居墨爾本

箴言 10: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走彎曲道的，必致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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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踝關節扭傷

◎ 文/呂敢

踝關節扭傷又稱“踝縫傷筋”，是全身關節扭傷中最常見的一種傷筋病症。症狀表
現為踝關節周圍腫脹、疼痛、行走障礙、皮下瘀斑等。人們生活、工作中經常會遇到的
問題，一般多出現在運動的時候，會導致踝關節疼痛以及限制其活動。下面來作簡要介
紹，以便有針對性的進行預防，保護我們的踝關節健康。

踝關節損傷的原因
踝關節損傷主要是在生理機能及心理上準備不足情況下，在運動或
由從高處墜落，或在不平的路面上行走、跳躍，或下樓梯時踩空等，使足
踝突然翻轉所致。其他多種情況時因運動準備不足而造成踝關節肌肉、關
節、韌帶的損傷。還可因肌肉猛烈收縮，也可造成踝關節肌肉、韌帶組織
拉傷、關節錯位及其局部骨裂和骨折。還可因身體處於疲勞狀態，致使運
動者或走路時注意力不集中導致損傷出現。
所以在進行運動訓練前要做好各種準備，訓練時要集中精神，防止由
於失誤導致踝關節損傷的發生，總之要預防踝關節損傷的發生。
在青少年健美操運動訓練中，運動設備及其場地準備不足，訓練計劃
不健全，動作靈活性和自我保護意識不強，缺乏科學鍛煉身體的方法等。
因此運動前對場地設施要進行檢查，使之符合安全要求，還應加強運動員
的自我保護意識，注重踝關節的訓練，發揮其運動能力和應變能力，以增
強踝關節抗損傷的能力，避免踝關節損傷。
當青少年健美操運動員做高難度動作時，踝關節承受過度負荷，極易
引起損傷。由此可見，加強踝關節薄弱環節的功能訓練是預防踝關節的基
礎。

在患者主動做踝關節屈、伸、旋轉活動時，助手在踝關節上施加一
定強度的阻力，以提高踝關節功能訓練的效果。訓練中的抗阻力度要逐
漸加大，方向要有變化，強度和量要注意循序漸進，慢慢增加，以不引
起踝關節腫脹或突然疼痛加重為宜。
當症狀好轉後，應進行適當的力量練習，以使癒合的韌帶重新恢
復彈性和完全恢復功能。功能鍛煉是後期治療中很關鍵的一環，傷病未
痊癒時，切忌匆忙中斷，因為這樣很容易轉為陳舊性韌帶損傷，長期積
累後還會出現粘連、增生、鈣化、關節韌帶鬆弛等並發症，給患者帶來
長期的痛苦。踝關節扭傷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痛苦，更是影響著正常活
動，因此大家一定多加註意，避免踝關節扭傷的發生，一旦發生了踝關
節扭傷就要及時進行處理，同時做好康復鍛煉，避免運動過度，爭取早
日康復。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悉尼

針灸按摩治療，疼痛剋星

踝關節長時間處於過度緊張狀態，當腳承受不正常持久性和重複性
練習，以及不能適應某些高難度動作的訓練時，踝關節容易發生過度性損
傷。

踝關節扭傷的康復注意要點
踝關節扭傷是一種最常見的運動損傷，也是關節扭傷中發病率最高
的一種，輕者因過度牽拉使周圍韌帶部分損傷，嚴重者可引起韌帶完全斷
裂，甚至外踝撕脫性骨折、軟骨面損傷等傷病。

◎ 日本遠絡療法，消除肢體各種疼痛
◎ 不插針、不吃藥、不觸摸患處，
   刺激兩點，疼痛不見
◎ 台灣反射區疼痛療法，瞬間消痛

踝關節扭傷時，應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 放鬆肌肉，改善循環，促進免疫

1、應該馬上休息，停止運動，不要讓受傷的關節再負重了;

◎ 激發自癒能力，找回健康身體

2、趕快找冰塊冰敷，沒有冰塊找冰棍，或其它冰凍的東西也可。冰
敷可以幫助減少疼痛和腫脹，每次冰敷15到20分鐘。如果開始一兩天疼痛
和腫脹明顯，可以每天冰敷3-4次。
3、冰敷結束後，局部用棉花、繃帶加壓包紮，這樣可以減少出血、
淤血。繃帶的鬆緊度要適中，以感覺到有壓力但又不會讓末端發麻或缺血
為宜。
4、把患肢抬高，目的是減少腫脹，促進血液回流。隨後，要到醫院
就診。同時，踝關節扭傷後，也是需要進行功能鍛煉的。
如果踝關節扭傷後，沒有韌帶完全性斷裂，沒有撕脫骨折，腫脹疼痛
減輕後，就應該及早進行功能鍛煉。早期功能鍛煉需採用被動方法，如在
關節活動範圍內做被動屈伸、旋轉、牽拉。如結合按摩效果更好，這樣可
以較好地減輕和松解粘連;後期功能鍛煉以主動進行關節的屈伸、旋轉功
能活動為主。
踝關節的被動伸展性抗阻功能訓練方法，在預防踝關節的運動創傷、
提高踝關節的運動能力方面提供了一種新的訓練方法，在實踐中有效。具
體方法如下：

傳統中醫師
前台灣及雪梨UTS、
紐卡素大學中藥系講師主持
雪梨大學女物理治療師
按摩、推拿、針灸等
醫療保險回扣

請先電話預約

(02) 9153 5008
0404 085 688

生命元能健康產品醫務所
Vital Energetic Pty Ltd
218 Belmore Road South,
Riverwood NSW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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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譚顯輝

有關海外華文教育
一些觀念上的探討
――與相關人士商榷
◎ 傳說中的巴別塔

先從聖經故事說起
聖經舊約創世記記載了一件遠古極有趣的
事：就是在挪亞洪水時代以後，人類想造一座城
和一座通天的巴別塔，好傳揚自己的名以免分散
全地；上帝發現了他們有這麼一個想凌駕在神創
造之上的作為，便下去阻止了他們，在那裡變亂
了人類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使眾人
分散在全地。因此到今天，我們就看到了天下萬
國有數不清的語言，而我們華夏之民竟成為天下
人口最眾多的族群，華語也成了天下最多人經常
日用講說的語言。（註：英語雖通行全球，每天
日常講說的人口基數絕對沒有華語大。）

華文漢字源遠流長
從世界人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沒有那一
種古文字可以存活，能像華文一樣遠從夏商周三
代遞嬗演變至今卻歷久而彌新。（註：依據可信
的考古出土證據，舊約希伯來文晚於甲骨文近千
年。）
新世紀伊始的頭十年，考古學上的重大發
現，首先就是在黃河文明西段的寧夏中衛大麥地
發現的岩畫中，找到了新石器時代以來可辨識具
有象形、會意、指事的圖形文字約有一千五百
字，年代可上推至洪水後的夏代，早過殷商的
甲骨文至少一千年；其中有個叫《天象》的複式
字，顯示一人在左向上方天際雲柱舉手舞蹈祈
求，另一人在右跪地向雲柱敬畏禱告，右下角一
犬作望天側首狀，生動描述出先民敬天畏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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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生活。其次就是在黃河文明東段的龍山文化群
中，發現了大量的骨刻文，其年代鑑定距今約
3300-4600年間，介於五帝至唐虞夏商之間，也
可明顯尋出它和甲骨文間的發展脈絡。
當殷商時代，甲骨文已發展出成熟型態的文
字系統，憑此優勢，遂奠定了中國古文化核心的
商文化，商朝因此從新石器時代的古國‘萬邦’
中脫穎而出，也逐步收納凝聚各萬邦的文化，發
展成為後日中國文化的龐大體系；據現代文字學
家對先秦文字的研究，當時中國並未見另一不同
的文字系統，文字的大一統極早已經出現了。
到了西周取商而代之，經歷文、武、周公、
成、康的勵精圖治，建立以親緣網絡編織起道
德禮儀的封建王國體制，大篆（籀文）較繁複的
結構，乃文字發展的必然進程。周人總結商覆亡
的歷史，其中‘天命’觀念的提出，肯定並強調
超越力量（亦即上天）對人間秩序監臨裁判的權
力，要求統治者承受天命就必須符合上天的道德
要求，此乃中華文化劃時代之大事，朝向具有普
世意義的超越力量轉化，所以後來孔孟據此型塑
了中國思想體系的核心。
經過春秋戰國群雄鼎立的爭逐，封建王國
崩壞了，秦漢‘天下國家’的帝國體制建立了；
所謂‘書同文’，不過是帝王借重知識分子像李
斯之流，將大篆簡化為小篆，進行了文字標準化
的工作而已；漢代的隸書，是另一次文字標準化
的工作，漢字逐漸成型，筆劃更加簡化，字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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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方正，字體更加統一，在方便平民百姓克服學
習的困難上，極具意義。至於魏晉通行至今的楷
書，只有書寫體勢上的些微變化，順應毛筆的普
遍使用，字型上的波、折、點、鈎更加藝術優美
了，亦將文化內涵帶入生活每一個層面，連入侵
外族都被此優勢文化所同化。來到上世紀中期，
中國大陸推行簡體字，和國家領導人強烈的工農
兵意識不無關係，著眼點也是放在方便普羅大眾
學習，掃除文盲，普及教育。
總結華文演進史：遠古定居黃河東西段南北
兩岸高地的先民，從信仰生活和記事的需要，逐
步創設了文字；殷商發展為成熟的漢字系統，藉
文字的統一收納凝聚了眾邦文化，為後日中華文
化奠基；周代社會敬天畏天禮儀祭祀上的慎重，
普世‘天命’觀念的提出，文字繁複化了，型塑
了中華文化思想；秦漢‘天下國家’體制的建
立，華文漢字普及定型起來，文化溥澤四海，無
遠弗屆；魏晉以降，文字隨毛筆的普遍使用，實
用性深入生活各個層面，藝術性也大增，文化內
涵益加豐沛，入侵外族無不被此優勢軟實力所同
化；上世紀中期以後的文字簡化運動，於掃除文
盲、普及教育上頗有貢獻。

告同胞：以華文自豪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樂於敬告海外華族同
胞，我們應該以民族自有的華文自豪。理由如
下：
1.它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國甲骨文、埃及

主題分享
月
刊
紙草文字、巴比倫泥版文字、印度梵文）中，唯
一仍然倖存且傳承更新不已的活文字，必然有其
極大的穩定性和優越性。
2.它是以字形（靠眼見識別visual）為主導
的語文，和拼音文字以字根（靠口讀念誦oral）
為主導的語文不同，可以容納不同的語音、方言
和鄉談，適應地域語音的流變，連外邦韓、日、
越等國都將漢字採入其語文系統中。
3.偏旁所具有會意、形聲的功能，以及漢
字組字成詞的結合性，盡顯其造字、造詞的創造
性，易於將外來語和新觀念加以融入創新。
4.遠自殷商形成的文字大一統，凝聚了萬
邦萬族，融合出中原文化，並進而同化入侵的
外族，文字型塑文化所彰顯出來強大的軟實力，
對民族的融合，熔鑄出當今中華民族此一民族認
同，功不可沒，‘中華’此一概念是具有極強大
的文字和文化要素的，血緣反在其次。
5.鴉片戰爭以來，華夏大地備受外敵侵擾，
國族命脈危在旦夕，民族自信空前低落，華人遠
涉重洋亦屢受歧視欺侮，惟靠華文教育以維繫民
族之認同，堅守祖先寶貴文化之遺產以傳子孫；
當今局面已有所扭轉，我們這一代後裔豈不該重
新認識我族文字之可貴，發掘固有文化之精髓，
再造輝煌？

問家長：學不學中文
移民第一代剛從故國遷來，鮮有不識中文、
不通華語者，第二代、第三代又如何呢？學習先
祖固有語文，傳承固有文化，明確身份認定，堅
定民族認同，有無必要？
遠從十九世紀淘金潮以迄二戰結束前，當時
前來澳洲的那幾代的華人移民，在長遠‘白澳政
策’的排外風潮下，從來不曾懷疑身份認定和民
族認同的重要性，華人社區語文自成一格。二戰
後頭三十年的華人移民，年輕時或許致力於融入
澳洲社會，對身份民族屬性並不在意，那時顯然
華文教育也極其匱乏；然而如今年長都七八十開
外了，旅居澳洲即使五六十年，也無不察覺澳洲
人始終將自己視為另類的亞洲人，自己也開始發
掘所擁有的華人身份，主客觀上想甩也甩不開，
難免開始懷念中華語文和文化了。至於近一二十
來年新到的移民，在異地熬過苦日子，巴不得下
一代盡快在澳洲社會嶄露頭角，迅速往上爬，不
必像自己受苦，因此從小學就開始全力栽培孩子
讀書考試，好贏過別人，把送孩子學中文當成是
浪費時間的家長就不乏其人了，難免為了促使孩
子進資優班、進精英中學、考高考都來不及了，

認為要他們學中文沒有用。
如今澳洲主流教育開始開設中文課程的學校
逐年增多，社區民族語言學校的中文班早就遍地
開花了，當然樂於送孩子學中文的家長並不在少
數，然而興趣缺缺或極快退場的華裔家長卻也逐
年增長，怎會如此呢？不是學好中華語文也可以
有助於孩子將來尋工的機會嗎？基於華人身份和
民族的認同，為什麼那麼快就讓下一代放棄了自
己的語文和文化呢？這是怎樣一個心態呢？各位
華裔家長，或許您無須回答上述問題，但不妨自
思自問，求個理解。

致老師：我教些什麼
海外華文教育，教授漢字漢語，眾所皆知；
至於教學的細部內容，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有
體會，大家在專業的領域裡也各有本事來發揮，
十八般武藝各擅勝場；這裡想說的，關乎一些觀
念上的突破，好融入教學中。
1.漢字系統，和拼音文字截然有別，關鍵在
於對字形的眼見目睹，我讓學生在識字辨形上所
下的工夫，足不足夠呢？
2.華文教育不僅是一套語文教學，也是一種
文化認知，作為專業的從業人員，我這方面的覺
知度如何呢？
3.教授中華語文，同時教授在中華文化框架
裡的一套價值觀念，其道德倫理觀和西方的主流
價值觀念並不盡相同，我有所堅持嗎？
4.不同的語文系統，帶出不同的思維方式；
譬如西方側重分析盡理，東方側重綜合盡性；又
如英文強調字義準確，中文偏向模糊概念；我理
解的程度如何呢？
5.如果我是一個對外漢語（教授非華裔人士
中文）的教師，我讓外國人認識中華文化，應該
不是僅止於淺碟式地知道什麼中國功夫、飲茶、
陰陽風水、麻將這一類的東西，我對固有文化中
深厚的底蘊，譬如儒釋道在中國人生活及思想上
的巨大影響，在教學裡曾引介帶出嗎？

給專家：談教學設計
言簡而意賅，僅下面幾點，就教於大方：
1.長久以來，大量留美從事語言學專業在彼
邦高等教育學府研究的專家，在漢語教學領域進
行上層結構的開發，用西方語言學的那一套分析
漢語，彷彿牛頭對馬嘴；然而我們在古漢語、中
古漢語及現代漢語的流變上，有所深入研究、下
過功夫，整理出一套成果嗎？

2.傳統文字、聲韻、訓詁在漢字漢語的研
究上曾佔據極重的份量，我們可曾將其轉化為
現代觀念，好幫助現代人認識漢字漢語系統的
獨特性？
3.這是一個對外漢語教學崛起的時代，我
們可曾開發出一套簡易普世通行（面對不同種
族、國家均管用）的教材教法（真正落實在實
務上）？
4.針對在本地澳洲教育當局（譬如紐省的
教考局Board of Studies）裡工作的專家們，建
議請別把中文課程綱要搞得太難了，而高考試
題又以考倒學生為能事，如果大家都沒興趣學
中文了，又如何達到推廣中文教學的目的呢？

用以色列人的故事作結
以色列人曾亡國超過兩千餘年，流散世界
各地，希伯來語幾乎完全失傳，為了維繫宗教
信仰和民族認同，便於閱讀舊約聖經，僅剩希
伯來文（文字）代代相傳不已。
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位立陶宛猶
太青年耶胡達致力於復活希伯來語，當成是民
族生存面臨的重大問題，才有今天以色列復
國後，滅亡兩千餘年的希伯來語再次人為地重
生。我們華文漢字作為世界唯一碩果僅存的古
文字且是歷久而彌新的活文字，民族繁衍也蒙
上帝祝福遍滿全地，蔚為大國，我們思想以色
列人復活希伯來語的故事，兩相對照，他們給
我們有怎樣的啟示呢？願海外華文教育興盛不
已，華文漢語永不流失。
作者來自台灣 現居雪梨

~

雪梨單位出租

~

帶傢俬1,2,3睡房.長,短期皆可,但最少7晚.
查詢請電0433 418 187 Polly,
polly@y7mail.com. 詳細資料及可供應日期.

生活月刋刊徵求
雪梨地區派送義工
Volunteers wanted
每月笫一星期從印刷廠送往北岸 (North
Shore)大約3小時
自備車輛,可提供少數車馬費。

有意者聯絡劉嘉慧姊妹
0433 133 725 或 ekwl@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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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比爾．瓦特森 & 薇爾瑪．瓦特森

與神通電之 愛的行動

英、數、理、化
補習Y3-12.英文、寫作、數學(2,3,4u)、化學、
物理，一對一或小班，有資深老師，保質，有中
日文和家庭作業輔導，可上門

電:0432 373 437

墨爾本信望愛堂
誠聘中文部牧者
本教會為獨立福音派中型華人教會，有粵語、
華語及多元文化事工。現誠聘中文部牧者，負責粵語
及華語事工。應徵者須持福音派信仰，具神學學士或
同等學歷，能操會話程度粵語、華語及英語，其中粵
語或華語必須流利。有五年牧會經驗及有澳洲永久居
留身份者優先考慮。應徵者請將個人資料及履歷電郵
至 pastoralsearch@cccv.org.au 或郵寄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Victoria, 67-71 Springvale Road, Nunawading,
VIC 3131. 本會資料可參閱 www.cccv.org.au

諾亞音樂學校(悉尼)
原中央院校科班教師執教

音樂普及教室
（一）鋼琴啟蒙
共12堂課 ，每堂$7 *滿5人開課
週一,三,四,五：上午9:45-10:45
週六晚: 7.00-- 8.00 （提供練琴房，樂器）

（二）架子鼓入門
共12堂課，每堂$10 *滿5人開課
週一,三,四,五：11.00 -12.00
週六晚: 5.00 - 6.00 （提供練琴房，樂器）

當警察出現在張秀虹的家門前時，她舒適
的世界立刻被瓦解。她的丈夫和孩子在一場意
外中雙雙喪命。張秀虹受保障的世界從來不曾
被任何類似的情形動搖。突然之間，她便得自
己獨自生活了。
張秀虹感到混亂和憤怒。第二天她家來
了一個訪客。隔壁家鄰居金杜竟捧著一碗麵站
在她的門口。“秀虹”，她說道：“我在想你
會不會想要吃點東西。”
聖靈已經賜給神每一個兒女特殊的才能、
恩賜和天份(羅馬書12:6-9)。你可以藉著你所
喜歡的事──例如幫助、鼓勵、給予、或對他
人仁慈。神將幫助你藉著你的行動，通過他賜
給你的恩賜事奉他，為他作見證。他把這些賜
給你是因為他要藉著你祝福其他人。

繼續來信靠

（亖三）單簧管入門班
共12堂，每堂$10
週一,三,四,五,下午1:00pm-2:00pm

（四）幼兒音樂啟蒙，學前教育班
包括：架子鼓，鋼琴，樂理，中文，算數，
唱歌。共12堂，每堂$13
逢週六：10am-11:00am 11:30am-12:30am
*（滿5人開課）4-6歲

地址：10 Cumberland Rd Auburn ( crn of Normanby Rd)
電話：0426 699 774

魔鬼的目的是：
用問題來使你分心: 他將試圖使你專注於
周遭的事物，使你失去喜樂與平安，不能和其
他人分享神的愛。
毀滅你的見證:他將令其他人虧待你，或
者說出邪惡的話，使你混亂、憤怒、氣餒，甚
至不跟隨耶穌。聖經上說，你要因耶穌而受的
逼迫而喜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馬太福音5:11-12)。
當你面臨挑戰或逼迫時，專心仰賴神的
道，而不是你周遭的事物或你的感覺。聖經上
說，你當信靠神的時候，神便能夠通過你周
遭的事物來成全他在你生命中的計劃。(箴言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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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遇上任何問題，把它告訴耶穌。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
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
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流的人必和
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帖撒
羅尼加前書4:16-17)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
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馬太福
音16:27)
不要停止讀聖經，因為它擁有許多其他我們
未在這本書裡分享的美妙真理。
若你有任何關於與神建立關係的問題，歡迎
你踴躍來函。電郵地址:daodao@voice.com.au
歡迎瀏覽國際之聲廣播電台網頁的網上廣播
節目。(www.voice.com.au或www.sheng.com.au)
進入我們的網頁，然後點擊中國國旗標誌。
你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把一個動畫演示寄給他們，
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與神的個人關係。
本文獲蒙允許，轉載自
《與神通電》一書，全文完

見證如雲
月
刊

黃金海岸釣魚

◎ 文/陳美鑾

經歷神拯救
我受洗成為基督徒已經二十多年，初信時信心很堅定，天天讀聖
經禱告並且在教會中服侍，在主的愛中過著非常喜樂愉快的生活，天
天感受受到上帝的愛和恩典，不論在事業上，家庭裡都蒙上帝的照顧
和祝福滿滿。
不過當人在順境中，漸漸地就把上帝的恩典給忘了，起初的愛
心和信心也慢慢地冷淡，於是在過去的四年中我們的生活遇到很多難
題，信心和靈命非常軟弱，沒有抓住主的允許，反而用自己的方法去
解決問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苦了自己。
上帝非常愛我，當我處在苦難絕望中衪沒有撇下我，反以神蹟奇
事來堅固我的信心，就如以下神蹟足夠顯明上帝的旨意並衪的大能。
來到昆士蘭州旅遊的人若不到黃金海岸就不算到過昆士蘭。當太
陽西斜的時候，那潔白的沙灘反映在夕陽中，就如一片黃金而得名，
釣魚是一項高尚的娛樂，可以使人陶醉在自然界之中，更經歷到上帝
創造的美麗。就在這個時候，若不是上帝的拯救，就鬧出人命來。
2010年10月1日我約了住在布里斯本的家姐和姐夫來黃金海岸釣
魚，當晚正好是月圓，海面夜景非常漂亮。我們到黃金海岸一起去釣
魚的有八人，加上家姐和姐夫共十人，其中八人都穿著釣魚特裝就是
防濕連鞋褲，只有兩位年輕弟兄沒有穿特裝。十人在海灘上排成一字
形，站在我右邊有五位弟兄兩位姐妹包括家姐，兩位年輕弟兄站在我
左手邊離大家比較遠。天氣開始變化，風浪很大，都沒有人釣到魚。
因浪太大兩位年輕弟兄衣服都濕了要先回去。
剩下八人還是很有耐心地繼續釣魚，我是第一個釣到魚。雖然那
條魚並不很大但也足夠令我興奮，我大聲報告釣到魚了！家姐高興看
到蠻大條的，她就換位站到我左手邊去，但不知為什麼她走到離我比
較遠的地方去釣。過不久陳媽媽也走過來要跟我聊天，真巧陳媽媽一
到我旁邊，身旁的伊伯伯也正在拉魚，而且好像是大魚會拉線亂跑，
陳媽媽叫我也收竿免得被伊伯伯的線勾到，剛開始收竿我無意中向家
姐的方向看一下，唉呀! 這一看不得了！只見家姐被海浪打到水里，
爬起來了又再跌倒，我來不及收線拿住魚竿就跑過去，邊跑邊喊二姐,
到了就往海裡衝過去抓住家姐的手，想把她救上來，可是沒那麼簡
單，因為她穿的釣魚褲己裝滿了水，感覺非常重，一個浪來又把她拉
回去了，我眼睛跟著那一大團深綠色在海浪中滾動的家姐，感覺又害
怕又心痛不知怎麼救法，目送海浪又把家姐推回岸邊，心中希望家姐
能乘機爬起來，但毫無能力的家姐也沒辦法起來，而我行動也不比海
浪快。眼看家姐又要被浪拉回水里，心裡急壞了，看了海浪把家姐卷
回去的路，我決定用兩腳張開站著擋路，希望能把家姐擋住，但是人
算不如天(上帝)算，原來當晚的浪是斜浪，我又眼睜睜地目送家姐被
捲到深水去。
箴言 10:10 以眼傳神的，使人憂患；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如果當晚的海浪是直卷回去的話，家姐就會碰到我的大腿。以
她當時的重量足足能把我推翻兩腳朝天，而當時我穿的釣魚褲沒有進
水，所以一身輕，怒浪一沖很容易就把我捲到海裡去了，感謝上帝的
眷顧。
既然計劃己失敗我只好跟蹤家姐的身影而追，沒想到我這一追就
進到很深處，海水己到我胸部，感覺兩隻腳輕浮失去平衡，下到這麼
深的海裡，必死無疑！在這個極其危險的時刻，上帝不誤時也不誤事,
用慈聲對我說：“釣竿往下插！”我使勁把釣竿往下插，逃脫危險要
緊，我嚇得全身發抖很吃力地往後退到岸邊上。
這個時候陳媽媽也到來，我們倆又下去救家姐;但是無論我們怎
麼用力也拉不動，浪不停地衝過來，我們差點也被浪沖倒，我們只好
站到岸上來禱告，家姐已經被浪推到干沙灘上，也不能起來，只見她
兩隻手拼命地抓住沙灘，我心都碎了，家姐用細弱的聲音叫我把釣竿
伸過去給她抓住，以為這樣就能把她拉上來，我下去幾步要把釣竿給
她抓住，忽然想起釣竿是兩節的只要用力一拉就分開了，想到這樣腳
步又退回岸邊，（後來聽家姐說：她看到我們已放棄救她了，以為我
連釣竿也捨不得借她用）那時她完全絕望了。事情發生在我們沒有想
到也沒有看清楚之前，突然間一個巨浪把家姐從沙灘推到岸上來，上
帝救人不靠人手，衪是無所不能的主，全能的神，主終於把姐姐救起
來，脫離險境，進入平安。
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開始，在山窮水盡疑無路時，上帝就把柳暗
花明又一村展露在我們的面前，感謝主！讚美主的偉大與誠實，衪絕
不拋棄我們，他是我們的大牧者，我們就毫無懼怕與欠缺。
作者來自柬埔寨 現居黃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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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杭靜宜

囑2012年11月20日早晨空腹到醫院接受手術。實在感謝神，在等待
期間我左眼仍然保持著有“光感”。

隨著年齡日益老邁，視力嚴重下降。常言道：“人老先從眼睛老，
看不見的多，看得見的少。”我已在2004年割除了右眼白內障。當年是
83歲。術後未能達到理想。因此左眼就沒有繼續接受手術。
近幾年來，右眼視力也退步，左眼視力嚴重下降。某日，我用手
遮住右眼，測試左眼視力，使我大吃一驚，除了有光感，什麼也看不見
了。即到驗光處，經驗光師驗光：右眼看到視力表上三分之一排。但左
眼一片模糊，他說，左眼進入盲的範圍了。就即刻寫了推薦信，要我持
信速去眼科醫院掛急診號就醫。我到了眼科醫院，經值班醫生檢查，說
道：“左眼白內障形成已多年，遮蔽了視線。目前左眼失明原因就在
此。割除白內障是必須的，割除後可以恢復視力。如果割除後仍失明，
那就是眼底有病變了。現在眼底情況，被白內障擋住檢查不出，是否立
即手術，要請示上級醫師----專家鑑定，經過專家鑑定結果，與值班醫
生意見相同，不主張立即手術，必須排隊等候，因排隊等候者有數千人
之多。專家又告訴我，因我年邁，白內障厚，又堅硬，就要切口大，勢
必流血會多。那麼手術時間要長，比常人多一倍。常人半小時結束，而
我就需一個小時。接著又說，手術難度大，要我慎重考慮……。”
自從我退休之後，每天定時閱讀《聖經》與屬靈書籍。來澳洲後，
每期《生活月刊》也是我喜愛閱讀的刊物。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
的光。我怎能離開祂。神的話又是靈，又是生命，是我生命的糧，不能
斷絕。所以我憑著信心對專家說：“我願排隊等候手術，因我要看見，
我要看書。”之後，專家就允許我排隊，等候手術。在等待的日子中，
女兒為我打長途電話到國內的朋友(如今是眼科專家)，向她請教有關問
題。當她知悉我的病史後就說：所幸左眼尚有光感，如無光感，手術成
功率幾乎沒有，當趁著有光感動手術為首要。關於現今的新方法稱為“
超聲乳化法”適用於初期的年輕患者。老年晚期患者應當採用傳統的老
方法，安全。新法不宜用……。等待了四個月，眼科醫院寄來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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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定時間到了眼科醫院，真等到中午才見到為我主刀的青
年女醫生，她匆匆來到我面前翻了下病歷，沒有幾分鐘又匆匆而
去。下午1時50分，我被抬入手術室。主刀醫生2時開始施行手術。
進行手術時刻是一點也不能動的。我懷著能恢復視力的美好盼望，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主耶穌我安靜地躺著，堅持著，忍耐著，心中
不住地祈禱著。想著此時此刻有許多教會的眾弟兄姐妹都在為我禱
告呢！使我得到莫大安慰。度過一分一秒都感到長久，又困難。巴
不得這一個小時快過去。1小時已過去了，手術還沒有結束，只好
耐心再堅持等候，忍著咽喉發癢要咳嗽的困難，忍住要解小便的艱
難，不料主刀醫生又用了1小時的時間，仍然未完成手術。我默禱
著：求全能的神感動她快請示上級醫生吧！在最後的時刻上級醫生
眼科專家上了手術台，他用了較短的時刻完成了手術，使我在手術
中及時脫險。感謝讚美主，手術共進行了2個半小時，超過預計的1
倍半。再說，女兒守在手術室門外，1小時到了，未見我出來，焦
急萬分。她不但擔心我眼睛的危險，更擔心我心臟、肺腑、血壓等
有病變，而出現生命危險。她擔心、焦急的程度，不言而喻。
出了手術室，老專家見到女兒對她說，鏡片未能放在一般正常
位置(眼後房)，只好放在眼前房位置。切口大，縫了幾針，囑次日
復診。次日復診出現眼壓過高，視力模糊，一片霧狀。老專家心情
沉重，就對他下級主刀醫生說了一番指責的話。最後只聽到主刀醫
生說到：“I am sorry”。
在苦難中想到聖經上的話，“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
然不語。”(詩39：9)。神是無所不能的，只要我篤信不疑，切切
呼求神就能黑暗變光明；呼求神千萬不要使我眼瞎，我要看見，我
要看書。我要讀神的話，是蒙主喜悅的。老專家給我治療，滴降眼
壓藥，激素，抗菌素等。經過一周治療，眼壓恢復正常了，激素仍
舊用。兩個月後，試著停止滴激素，但停後又眼炎紅腫疼痛。專家
說，今後會出現時好時壞的現象。激素須長期使用。在治療階段要
保護眼睛，不宜使之疲乏。感謝主，使我能看點書、寫字了。
如今已經半年多了，仍在點滴激素，還不敢多看書，不敢多寫
字。我真感謝主，沒使我眼瞎，眼底也沒有病變，沒有出現黃斑；
雖然這次手術使我吃了許多苦，但我知道神仍愛我，永不丟棄我。
聖經上說：“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真到你們年老，
我仍這樣，直到發白……我已造作也必保抱，也必拯救。”(以賽
亞書46：3-4)。聖經上又有話，是鞭策我的話：“我受苦是與我有
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篇119：71)。
作者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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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點到10點的
“孩子，8點到了，到自己的書房裡去吧！”父親看了看牆上的掛種，對
我輕輕地說了句。聽了這句話，我歡快地答應了句，然後轉身向書房走去，
剛才大家還在客廳裡說笑，頓時變得一片安靜。
父親這句話我太熟悉了，從上學起，每天晚上到了8點的時候，父親都會
對我說出這句話。晚上8點到10點，是我學習的時間，這是父親對我的安排，
每到了這一時間，幾乎是雷打不動，不會改變。其間，父親有時會輕輕地走
進書房，在我的書桌上放上一碗蓮子湯或者一碗蛋羹，輕輕地說上一句：“
乘熱喝了吧。”說完，又輕輕地退出書房；有時父親進入書房，輕輕地叮囑
一句：“天涼了，把衣服披上吧，小心著涼了；”有時他輕輕地走進書房，
為我換上一塊電蚊香片……
有時我走出書房，看到父親一個人坐在客廳的沙發里捧著一本書在靜
靜地看著。看到我出來，父親抬起頭來，向我笑了笑，然後又低下頭去看著
書。家裡很靜，只有燈光在靜靜地亮著。這種生活，我早已習以為常，晚上8
點到10點開始讀書、學習，已成為我生活的一種習慣。就是在高考結束後那
幾天，我也是這種習慣。

父愛

◎

文/李良旭

到自己書房裡去吧？’”我正要解釋，父親忽然鬧了個大紅臉，說
道：“不好意思，我以為又回到了從前。”
妻子還是疑惑不解，我將妻子拉進房間，輕輕地對妻子說起從小
父親就對我要求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是學習時間。妻子聽了，眼睛突然
濕潤了，她喃喃地說道：“你有一個多麼慈祥的父愛啊，晚上8點到10
點的堅持，使你有了一個堅強的人生，這個人生，傾注了你父親多麼
深厚的關心和愛護。”
有一天，母親對我說了這麼一件事：那天晚上，你父親突然不
舒服，血壓升高。我要打電話給你，讓你過來幫忙把他送到醫院去。
你父親看了看牆上掛鐘的時間，說了句，不要麻煩孩子了，現在正是
他學習時間，不能打擾他。我聽了，心裡突然湧出一縷酸澀，輕輕地
說了句：“爸爸也真是的，這個時候了，牽掛的還是兒子的學習時
間……”說罷，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作者現居中國

父親文化不高，但他很愛學習，他一直有堅持買書、看書、記筆記的習
慣。也許是長期堅持自學，父親會寫出一手好文章，就是走上領導崗位，他
的講話稿也都是自己親自動筆，從不要秘書代勞。父親說：“言為心聲，自
己寫出來的東西，才會有思想、有見解。”父親寫的東西，有的還在報刊上
發表過，這多歸功於他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的學習。
父親也許是深有體會，他開始十分關注我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的學習安
排，他從不輕易讓我浪費掉這兩個小時的學習。他常說：“孩子，每天你利
用好這兩個小時，多讀點書、多學點東西，也許不能給你帶來什麼，但長期
堅持下去，你的人生也許正悄悄地發生著改變，它改變你的閱歷、改變你的
膽量、改變處事不驚的心胸，甚至看到另一番人生的景緻。”
我被父親一番生動的描述所震撼。沒想到，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的堅持，
會給自己帶來這麼一番風花雪月的人生。那年，我下崗了，父親得知情況
後，並沒有表示過多的慌亂和無措，只是輕輕地問了我一句：“現在還在堅
持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的學習嗎？”我心情有些鬱悶地說道：“在呢！”說
罷，淚水在眼眶裡打轉。父親聽了，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這我就放心
了，堅持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的學習，就是一種強大和無畏。”父親的話，讓
我一下子變得清澈、亮麗起來，我感到了來自父親給予的一種信心和力量。
在每晚8點到10點的時間裡，燈光下，在讀書、學習中，我似乎漸漸地找到了
自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和動力。
很快，我憑著自己會機械設計、維修的這一特長，在一家民營企業找到
了一份工作。在實際工作中，老闆看到我工作能力很強，很快提拔我為生產
科科長，工資翻倍。雖然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無論工作多麼辛苦和
勞累，我始終沒有放棄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的學習。我感受到了來自父親的一
種力量。
成家後，我將父親接過來小住。剛來的那天晚上，父親下意識地看了看
牆上的掛鐘，對我輕輕地說道：“孩子，8點到了，到自己書房裡去吧！”
妻子聽到了，她疑惑地望著父親，然後對我說道：“什麼’8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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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陸國城

“常回家看看”是什麼意思？
中國自7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規和規範
性文件開始實施。其中包括老年人權益保障。就
是讓子女按照法律常回家看看父母。
我想起了有一首歌，它的歌詞是：“找點
空閒找點時間，領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帶上笑容
帶上祝福，陪同愛人常回家看看，媽媽準備了一
些嘮叨，爸爸張羅了一桌好飯，生活的煩惱跟媽
媽說說，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談談，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多麼溫馨，多麼讓人感到喜樂的社

牙醫診所出讓
診所位於雪梨內西區(Inner West)，交通
方便，對面巴士及火車站，鄰近免費停車場。
區內華人聚居並有大型商場，華人超巿，商
店等。
診所成立33年，包括兩間醫療室，一切牙
科設備，工作室製作牙托，假牙等。
兩層樓房物業租售勻可商議。
擁有長期客戶，現任牙醫退休，成交後可
暫留一段時期協助交接。
歡迎來電洽商
電話：

(02)9798 7851
(英、粵、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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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諧，家庭的溫暖，是人們美好的憧憬！中國
新法律草案中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
分開居住的贍養人，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
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
休假的權利”。從這個規定中，我們也看到了21
世紀人與人之間一種不正常的關係。這就是子女
沒有履行做子女的義務。孔子曰：“父母在，不
遠遊，遊必有方”（論語‧里仁）的“方”字，
是方向的方，這裡是指一定的地方。亦即你去東
西南北必須讓父母知道。實際上這句話的整個意
思是：當父母雙親還健在的時候，不要外出。實
在非要外出不可的話，你將要去的地點也要讓父
母知道。當今的子女有多少能做到這一點呢？但
是，我們也要看到目前社會的經濟變革，千千萬
萬的子女跟隨浪潮，都離開父母到外地打工。現
在有人從不知罪進而發展犯罪，所以就有“老年
人權益保障法”的出台。

衣足食。再看看老人家，天寒地凍，住在小窩棚
裡，四面透著寒風，遭受風吹雨打，吃著殘茶剩
飯。做為兒女於心何忍？
常回家看看，孝是中華傳統文化提倡的行
為，天下的善事,以孝順為最善。一個人有沒有
做到孝順，要看他內心是不是想孝順,而不是看
他怎麼做的。否則的話，如果非要讓父母吃好穿
好，才算孝子，那窮得揭不開鍋的人家就沒有孝
子嗎? 兒女的行為不應該違背父母、家裡的長輩
以及先人的心意，是一種穩定倫常關係的表現。

孝順指為回報父母的養育，而對父母權威的
肯定，從而遵從父母的指點和命令，按照父母的
意願行事。《弟子規》中說：“父母呼應勿緩父
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意思就
是說：在家中，父母叫喚我們時，應該一聽到就
立刻回答。父母有事要我們去做，要趕快行動，
不要藉故拖延。父母要我們學好而教導我們時，
必須恭敬。我們犯錯了，父母責備我們，應當順
我們回顧五千年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民
從並且承擔過失，不可忤逆他們，讓他們傷心。
族的和諧，社會的發展，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
常回家看看，目前世人的道德品質墮落到令
是：“百善孝為先”常存孝心，則天下凡不可為
者，皆不忍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孝經有云: 人心痛的境地。難道僅僅是“老年人權益保障”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立 的問題嗎？非也！過去，曾有《養老機構管理辦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聖 法》，《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等，但是仍然
經中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出現歧視、侮辱、虐待或遺棄老年人以及其他侵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以弗所書6:2,3)。 犯老年人合法權益行為，人的道德品質修養，並
不是依靠一二部法律可以解決的，要提高人的道
然而，現實又如何呢？請看：
德品質修養，就是信耶穌，耶穌基督就是愛。我
之一，媒體曝光了一位97歲老人涉嫌被兒子
們有許多人拒絕耶穌基督，主要原因是罪惡在心
遺棄在深圳某小區後，經警告，其兒子薛某曾向
靈中埋藏太深，所以處處表現各式各樣，令人髮
警方承諾會照顧好母親。但是，有人發現老人一
指的罪惡行為。
直被反鎖在屋裡，吃飯也不正常。尤其是薛某下
我們也要理解子女在社會變革中，他們生
班看到記者後，還惡狠狠擰了一下老人的臉，又
活來之不易，也不能一味埋怨他們，神提醒我
用力將她推倒在床上。
們：“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
之二，一個農家小院內，住著一位已經九十
親的法則(或作指教)。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
歲的老太太，離窩棚不到100米，卻矗立著老太
冠、你項上的金鍊。”（箴言1:8-9）。
女兒家的兩層小樓。父母含辛茹苦把兒養育，到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阿得雷德
老卻無人恩養，數九寒天，母親住窩棚，含辛茹
作者保留版權
苦養育的四個女兒和兩個兒子，住著小洋樓，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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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希望的門
本文標題是宇宙光今年二月出版的一本書的
名字。是大衛．赫斯牧師自述他患了絕症，幾度
瀕臨死亡，最後痊癒的經歷。
他得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一種非常
危險的癌症。醫生雖然給予化療，但不抱任何希
望。在最後一輪化療後，又發生盲腸破裂出血，
但不能開刀，以致醫生束手的絕境，神卻奇妙的
醫治了他。六個月後他痊癒回家，回到牧師的崗
位上，因他的親身經歷見證了神的作為，使得教
會中許多人也經歷了神的醫治，希望之門開啟，
神蹟奇事陸續地發生。
讀完這本三十二開不到兩百頁的書，引起我
幾點省思。

有病就醫抑或求神
聖經出埃及記15章26節：“……我──耶
和華是醫治你的。”申命記32章39節：“……我
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損傷，我也醫治，……”
以賽亞書53章5節：“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
治”。類似這種神能醫治的經文甚多。牧師熟悉
聖經，但他們有了病仍然要找醫生診治，並非直
接求神醫治。是不是他們懷疑聖經的應許，或是
不信神的醫治大能？
講到這點，是因為有一種觀念，就是有病時
不必找醫生，直接憑信心求神醫治便可。他們以
為找醫生就是對神沒有信心。結果有的人原可醫
治的病，被延誤到病情惡化不治，令人扼腕。醫
術與醫藥都是神所賜的，是神為人預備的醫治方
法。人有病不就醫而期盼神另以超自然的方式予
以醫治，是辜負了神的恩典，也是限制了神的作
為。
有一則與此有關的笑話。某人在河中淺灘
釣魚，忽然上游洪流爆發，瞬間水深及膝。岸
邊有人見狀拋出繩索要某人拉住走回，但他不
要，說已經禱告相信神會救他。稍頃水勢上升及
腹，一救生艇駛來要拉他上船，但他也不要，說
神會救他。不久水深過胸，一架直升機垂下救生
索要吊他上來，但他仍不接受，堅持神會救他。
未幾滅頂喪命，來到神面前，問神何以不救他。
神說：“我不是三次派人救你嗎，你為甚麼不要
呢？”這個笑話想係虛構，但他以為神的拯救必
是超自然的，是太自以為是了。

◎

自然這並非說有病能就醫，就不需神的恩
典，不需求神透過醫生的手治癒我們的病。赫斯
牧師說得好：“我常感到不解，為甚麼我們遇到
事情，很少會向上帝求助。聖經……告訴我們上
帝會垂聽我們的請求，我們……不該傻傻地想靠
著自信而活。”就醫與祈求神恩是並行不悖的。

神的話語勝過恐懼
赫斯牧師在自述中毫不掩飾他的恐懼。最初
在診所聽醫生說他患了絕症，出來到停車場時，
忍不住對著夜空大叫：“我嚇死了！”以後在化
療中途，有一次半夜三點醒來，感到精疲力竭，
心靈軟弱，於是恐懼襲來：想到如果他死了，家
人會多孤單。第三輪化療後盲腸破裂，醫生宣告
無救時，再度心生恐懼。但每次恐懼來襲時，聖
經的話語或詩歌就湧上心頭，使他能夠勝過恐
懼。他說他在經歷一場屬靈的爭戰；他說：“當
我益加默想神的話語，神就更多地以祂的平安充
滿我的心。”
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功課。肉體的病痛常常
也是一場心靈的戰爭。病痛帶來懼怕，懼怕招致
不安，而不安更加重了病痛。但聖經的話語是我
們爭戰的力量。我們平時讀經如果能思想並記憶
重要的金句，這時就是我們爭戰的武器。赫斯牧
師說：“主耶穌醫治了我的身體，但祂更讓我的
心靈得到了自由。”

不求答案只求同在
赫斯牧師病癒後也談到一個敏感話題：“我
被醫治了，可是有些人沒有。”他的朋友禱告得
極其堅定、敬虔與火熱，但他們的祈求沒有得到
滿足，最後希望破碎，於是問：“為什麼會這
樣？”對此問題赫斯牧師並沒有答案。這個問題
可能存在於許多信徒中間，得不到解釋，因而對
神的公平產生疑問，甚至信仰破滅。我有一位朋
友就是如此，夫妻都是虔敬的基督徒。朋友不幸
罹患了鼻咽癌，妻子照顧他，陪他治療。但妻子
忽然得了感冒，不數日竟然辭世。朋友慌恐之餘
對神極為不滿，憤而離開教會。
但赫斯牧師說：“我不認為我們在世上需
得到一切想知道的答案，因為有些答案要到了天
堂才知道。雖然我們需要得到解釋，但我們更需
要的是上帝的同在。”傷痛中的信徒未必聽得進

文/白培英

去。但神或解釋或不解釋，主權在祂。約伯遭遇
極大苦難，神並未向他說明原因，祇指出造物的
奇妙非約伯所能理解，約伯便啞口無語。
“不論我們得到多少個解釋，也比不上祂
一個同在的安慰。只要我們擁抱祂，我們心靈最
深切的渴望就能得到滿足、醫治與安慰。”赫斯
牧師的結論值得我們重視。約瑟遭難後是神的同
在，而非神的解釋，使他升至高位，繁衍了以色
列民族。
病痛患難來時，神的同在比答案更重要。
作者現居台灣
本文獲蒙允許 轉載自《光譜》

...正在尋找一位
牧師或傳道
Milsons Point 雪梨華人基督教會（CCC）
是在雪梨其中一間歷史悠久的中型無宗派教會。
目前 CCC 每主日有五堂崇拜，包括英語（2堂），國語，
粵語及雙語。目前我們的教牧團有7位傳道與牧師。

我們正在尋求一位國語/英語牧師 (傳道)
參與我們快速成長的事工。
成功申請人必須：
* 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 持有一間認可的神學院或聖經學院的文憑
* 充分了解海外華人文化及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
* 能夠說流利的普通話和英語
* 能夠領導，講道，牧養，鼓勵和裝備教會的成員。
* 能夠在一個團隊裡與各年齡層的成員工作。
如需進一步查詢，請聯繫王道隆牧師（主任牧師）
電話：0419013477 或發送電子郵件於
psc@cccmilsonspoint.org。所有的申請將被嚴格保密。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3 年 8 月 31 日
履歷請至: psc@cccmilsonspoint.org
教會網址: www.cccmilsonspoint.org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羅馬書10:9)

周傑輝國際公証律師行
周傑輝移民律師行 (No.0101659)

Keith Chow & Co. Notary Public and Lawyers
1303 / 370 Pitt Street, Sydney
228 / 813 Pacific Hwy, Chatswood
Tel: 9261 3031 Email: keith@keithchow.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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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良旭

你胸口裝的“心”太多了
身體近來感到很疲乏，渾身沒勁，一直打不起精神來。有人介紹
了一位老中醫，說老中醫醫術很高超，許多疑難雜症都能治好，叫我
也去瞧一瞧。於是我去看了這位老中醫。
老中醫80多歲的樣子，面色紅潤，身子骨很硬朗。老先生聽了我
的敘述，然後讓我將左手伸出來，他將兩根手指搭在我的脈搏上，用

心靜靜地聽著。
我看到，老先生的眉頭漸漸緊鎖起來，臉色很凝重。看到老先生
的臉部表情，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壞了，一定身染重疾
了，不然老先生臉色不會這麼難看的。
過了好一會兒，老先生才將他的手指從我的脈搏上移開來，輕輕地
嘆了一口氣。我惴惴不安地問道：“老先生，我得了什麼病，情況嚴重
嗎？”
老先生皺著眉頭，兩眼緊緊地盯著我的眼睛，那兩道目光，像利
箭，直刺我心中，看的我心怦怦直跳。老先生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說
道：“你胸口裝的‘心’太多了，這些心，攪得你心律大亂，電解質混
亂，所以感到精神不振，渾身沒勁。”
我聽了，不禁啞然失笑道：“您說什麼呢？我這胸口只裝了一顆
心，怎麼能說我胸口裡裝了許多心？”
老先生面色一下子嚴肅起來，他以一種不容置疑地語氣說道：“不，
你胸口裡裝了許多心。”
我吃驚地問道：“什麼心？”
老先生說：“這些心有灰心、痛心、寒心、傷心、揪心、花心、狠
心、粗心、變心、黑心、貪心……你胸口裡裝了這麼多的心，能不心律
大亂，電解質混亂，精神萎靡嗎？”
老先生的話，讓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弱弱地問道：“那我該怎麼辦
呢？”
老先生說：“我給你開個方子，你只要照著這上面要求去做，過一
段時間，你就會輕裝上路，自然而然會感到心曠神怡，春和景明了。不
過，必須要長期堅持去做，否則還會復發。”
老先生將方子開好後，對我說道：“回家去看，按照上面的去做，
如果沒有療效，過一段時間再來。”
我將信將疑地接過方子，感到這方子沉甸甸的。
剛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開這處方單子。只見上面寫道：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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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愛心。

解質混亂，精神不振，渾身沒勁嗎？”

我哭笑不得，這是什麼方子？老先生又沒
有給我開藥啊！

我激動地走上前去，輕輕地擁住妻子，
輕輕地說到：“讓我們一起努力，將那些多餘
的心通通扔掉，只留一顆愛心，愛家庭、愛親
朋、愛社會，讓自己的心靈變得清澈、亮麗起
來。”

我將老中醫開的處方單拿給妻子看，並將
就醫的經過講給了她聽。她的目光久久停留在
處方單上，忽然她拍手說道：“這處方單開得
太好啦！這上面處方，不僅適合治療你，也適
合治療我，我也有你這種症狀，胸口裝了太多
的心。”
我驚訝地望著妻子，沒想到妻子的胸口也
裝了太多的心，和我的症狀一樣。
妻子淚光婆娑地對我說：“有時候我們
之所以覺得活得很累很苦很焦慮，其實並不是
這個社會太複雜，也不是人心不古，而是自己
心裡的慾望太多，以至於讓自己胸口裡裝了太
多的心，這些心在自己胸口裡掙扎、傾軋、衝
撞，長期以往，能不讓自己活得心律大亂，電

妻子輕輕拍打著我的後背，喃喃地說
道：“愛心，真的永遠是心靈裡最溫暖的甜
蜜。它插著美麗的翅膀，飛翔在塵世間，化作
和風細雨，在人間開出最美麗的花兒，奼紫嫣
紅。”
“只留一顆愛心”這個處方，不僅治好了
我的病，也治好了妻子的病。這顆心，讓我們
的心中溢滿了溫暖和甜蜜，生活變得妖嬈和明
媚起來。
作者現居中國

髮城美容中心
特修眉型設計男女髮型
Catherine Yat

易卿
Shop 1/181 Burwood Road
Burwood NSW 2134

電話: 0411 128 628
(02) 9715 5588
上帝關愛你的身體和靈魂，
就是你的頭髮也被祂數過了。

◎

箴言 10:12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作者鄭錫霖 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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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時間如同愛生命
川端康成說：“荒廢時間等於荒廢生命。”生命是可貴的，我們人人都熱愛自己的生
命，那麼，我們就不能夠隨隨便便地荒廢了自己的時間，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對於每一個小
時，每一天，都充分細緻地對待，用在自己的理想上，事業上，這才是正確的道路。

墨爾本新生命宣道堂

誠聘牧師
應徵者須神學畢業，具五年以上牧會經驗、成熟主
動、了解中國文化背景、熱心與從中國和其他地區來的
僑胞傳福音、重團隊精神、門徒培訓、關顧及開拓福音
工作，具流暢普通話兼英語溝通為佳。請繕履歷聘牧小
組收（只供招聘用）。
New Life Evangelical Church
19-23 Holland Road, Blackburn South VIC. 3130
或電 (613）9877-9588 (Tue-Fri)  
Email : newlife@nlec.org.au  www.nlec.org.au
Lilian Ching 姊妹查詢

誠聘牧者
北區雪梨華人基督教會，現誠聘全職牧者一名
專責牧養粵語會眾。應徵者需具有神學學位，
持福音派信仰能操流利粵語及英語。有意者請
附履歷及講道錄音帶乙盒寄往：
Pastor Searching Committee
Northern Distric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ydney
41 Boundary Road North Epping NSW 2121 Australia

唐代詩人賈島這樣勉勵自己：“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清代康熙皇帝的座右銘
是：“無一日不寫字，無一日不讀書。”畫家齊白石的條幅是：“不教一日閒過。”音樂家
貝多芬的信條是：“無日不動筆。”美國創造工程學家奧斯本的座右銘是：“日行一創。”
這些有成就的大家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在生命的每一個單位，每一天裡都要求自己要有所創
造，有所成績。於是，每天這樣做好了，對於我們的生命而言，便也就是優質的人生。
關漢卿說：“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少年時代，青春時代是人生中最為寶貴的時
代，愛因斯坦在26歲時就發表了享有世界聲譽的論文。青春時代被毛澤東主席表達為人生中
正午的太陽。由此可見青春的重要性。在這個青春里，我們在展示我們青春的美的同時，也
要有所創造，努力地工作。因為青春是最適合創造的年齡段。
愛因斯坦從不無端浪費時間。無論在他年輕的時候，還是年老的時候，他都十分珍惜時
間，把精力集中在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上。有一次，幾個物理學家想讓愛因斯坦休息一會，約
他去看戲。愛因斯坦頭也沒抬，說：“我沒有功夫去看戲。”朋友們苦苦相勸。愛因斯坦語
重心長地說：“等你們活到60歲的時候，就會珍惜由你們支配的每一個鐘頭。”對於每一個
小時，愛因斯坦都把它當作最為重要的時間段。正是有了這樣的精神，他才能做出比別人大
得多的成績。
時間是生命的單位，每天早早地起床，把時間用於自己熱愛的，自己想真心對待的事業
上，有所創造，有所發明，有所
進步。這就是理想的人生。

查詢：朱光華牧師  電話：(02)9869 1772
電郵：admin@ndccc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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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應該如何投票？

澳洲的聯邦大選將即將來臨。從聖經的教導來看，投票選舉出維護基
督教原則的領導人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和義務。肯定的，神在掌控世界
一切，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促進祂的旨意方面，我們什麼都不做。主耶穌
教導我們禱告時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聖經吩咐
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求（提摩太前書2:1-4）。對於政治和領導方
面，在聖經中有證據顯示，上帝很多時候不滿我們選擇的領導人（何西阿
書8:4）。
明顯的，在世界上罪惡無處不在，而地球上許多的痛苦是因由無神主
義者的領導(箴言28:12)。聖經給基督徒的指示是，除非是違背神的命令，
服從合法的權柄是應當的(徒5:27-29，羅馬書13:1-7)。作為重生的信徒，
我們應該努力選擇會讓造物主管理和引領的領袖(撒上12:13-25)。聖經給
我們的生活、家庭、婚姻或信仰有清楚的原則和命令，因此，我們不應該
支持那些違反這些命令或原則的候選人或提案（箴言14:34）。
基督徒投票應該先通過祈禱、學習應用神的話語和審閱各政黨的宣言
才作出智慧的選擇。世界上有許多迫害基督徒的國家。在這些國家，基督
徒在沒有能力改變政府的統治下而受苦。由於這些政權憎恨他們的信仰並
且禁止他們發言，基督徒在水深火熱中冒死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生活在澳洲的基督徒是很有福的。我們有權利評論並選舉我們的政
府，也不需要害怕自己或家庭受逼迫。可惜的是，有人覺得自己的一票太
微小，而不利用他們的權利去投票或不理會他們選出的是誰。在這世代，
有不少人想要把基督的名字和信息從社區趕出去；選舉是保障和維護敬虔
政府的機會。不利用這機會，意味著我們情願讓那些貶低基督名字者以他
們的生活方式加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們選出或解除一個領導人，將會很深
遠地影響我們的自由。他們可以選擇保護。

我們有崇拜和傳福音的權利，或者讓他們限制我們的權利。他們
可以帶領我們的國家走向公義的道路或引我們走向道德的災難。投票
時，不要被個人的人格魅力迷惑了，重要的是，你必須知道綠黨、工
黨和自由黨在道德倫理問題上的立場。
例如，政黨如何看同性戀為合法婚姻？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站
起來，為今年國家的大選禱告並履行公民的責任。在這裡不能探討各
政黨和其領袖所持守的道德倫理立場，例如：貧困、司法、生命、兒
童和青年教育、婚姻與家庭、生態環境、基督教信仰等，若你參閱這
個基督教網站會得益匪淺。http://www.australiavotes.org/policies/
(編者按：信徒應注意各政黨的宣言，道德倫理問題上的立場，據
調查下列為基督徒參與的政黨：AUSTRALIAN CHRISTIANS, CHRISTIAN DEMOCRAT (CDP), FAMILY FIRST, 這些政黨支持：* 家庭關係價
值觀 * 學校保留教導聖經 * 反對同性結婚，安樂死，墮胎等。詳情可參
閱http://www.christianvalues.org.au/index.php/check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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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ALE SYDNEY
3 Lyons Road, Drummoyne

※ 4 - 5 bedrooms - main with verandah
※ Separate study, sun room, offices.
※ Large formal dining room, family room and
living room
※ Extra bathroom area and storage/workshop
※ Main family bathroom and extra WC in laundry
※ Excellent off street parking-Double and
single garage, parking for 5 cars.
※ Period features - fireplaces, high patterned
ceilings, plasterwork
※ Vast areas of storage space and terraced gardens
※ Stunning, sparkling in ground pool and spa
※ Walk to City ferry, CBD & suburban buses
※ Birkenhead Shopping Centre & cafes
※ Government & private Schools nearby
※ Secured with back to based alarm
※ Air conditioned, gas cooking,heating.

高尚住宅區，高爽地勢，向
北，多用途，適合大家庭，辦
公，附近名校，購物中心，交
通方便，渡輪巴士，離市區6公
里。
Offe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40 years
and situated in an excellent elevated
location on Drummoyne’s sought
after east side. This substantial
multilevel family home on approx
770sqm of land, enjoys dramatic
city and Harbour Bridge views and
has the bonus of two street frontages. Ideal for development or renovation (STCA).

Ideal for home based business, large families, in laws accommodation, etc.

Enquires
Frank,
Laing & Simmons,

Tel. (02) 9719 8211

			
			
		

Tim,
Cobden & Hayson

Tel. (02) 9818 3844

祝福澳洲!!

God bless Australia!!

神必復興澳洲禱告會
讓我們一起同心合意祝福澳洲 為澳洲大選禱告！
地點: Belmore Park, Eddy Ave. Sydney ( 悉尼中央火車站對面)
2013年9月6日(週五) 5pm-9pm
這關乎我們自己切身的大事，是關乎我們的家庭、後代、國家和民生，甚至整個世界的大
事。如果不能親身到來，請在家中與我們一起禱告。

請支持 Christian Democrat (CDP), Australian Christian,
Family First 或自由黨(Liberal)。
不要讓魔鬼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來毀滅我們的國家。
別讓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工黨（Labour）和綠黨（Greens）上台！

主辦: 全球華人基督徒聯合總會www.ilovegod.org.au
澳大利亞十字架國際教會（ACIC） 查詢：一靈 0433 383 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