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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親愛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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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計劃。請為我的身心靈及當中的一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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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們對生活月刊長期的支持，我
們特別重視您對我們的意見，亦懇切期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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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冷靜地解決困難，建立積極和堅毅的心
態，好讓他們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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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你們來信賜教。

本期主題：親子關係

最近數位月刊的資深同工因為家庭、
工作、居留、疾病、教會事奉等原因相離
開，在此衷心感謝他們過往為著福音廣傳的
忠心事奉，求神帶領他們的前路，讓他們在
生活上一切順利，並在適當的時間再次投入
月刊事工，繼續與我們一同事奉。
最後，我也想藉此機會跟您分享我們
的異象。除了出版生活月刊外，我們尚有其
他事工，包括支持各地宣教，出版福音書
籍，兒童事工，贊助神學生和老師，贈送聖
經和書籍給少數民族事工等。近日月刊接到
不同地區的福音性刋物的查詢，並商討合作
事宜。求神賜我們智慧，讓我們依祂的心意
一起擴展神的國度。除此以外，求神讓我們
作個好管家，懂得如何善用祂所賜的資源。
感謝神帶領月刋在五月便踏進第十四
年，我們見證到全是恩典。求衪感動更多適
合的弟兄姊妹能作傳承的工作，帶傾月刊走
進未來十年的異象。
會是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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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走進社區生活圈

在家居與職場以外，您關心過地方嗎？參與過社區活動嗎？在華人社
團裡能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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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再婚家庭

隨著現代社會離婚率的增加，再婚家庭也有增無減，再婚家庭在當今
社會並不被看好，再婚後的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較錯綜複雜，如何經營
再婚家庭，以及如何處理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值得我們去探討。

7

6月1日

異國婚姻

澳洲為一個多文化，多民族國家，究竟如何面對異族婚姻特別在澳洲
長大的華人。

鐵與健康 呂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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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惠來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的基礎，只有家庭
的和諧，才能有社會的和諧。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子
關系？下列是我之淺見。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之我見
通常來說，下列五項是良好親子關係的要
素：
(1) 正面教養方式。提供孩子正面的教養和
建議，幫助孩子具有自信心；並重視孩子的專
長勝於孩子的短處。
(2)彼此互相尊重。父母尊重孩子所思、所
言、所行的，會願意花時間和他們相處。如，
找機會和孩子有一對一相處的時間。認真傾聽
孩子的看法。盡可能常常肯定孩子。
(3)多為孩子著想。孩子充滿活力，他們有
時會情緒化，有時候很難伺候、很難相處。當
孩子知道自己這種行為能被接受時，父母和孩
子的關係就可以是一種喜樂的經驗。
(4)正確的平衡。成功的父母常在這幾方面
能做到正確的平衡：如管教與容忍；權威與友
誼；有趣與嚴肅的相處；敦促孩子與放手讓孩
子去；堅持原則與保有彈性；堅持立場與輕鬆
以對。
(5)正面教育多鼓勵。正面教育幫助孩子從
錯誤中學習，注重鼓勵，允許孩子探索自己的
才能與長處，並且相信每個孩子都有能力達成
自己的潛在能力。這是所謂用“激勵”的方法
來鼓勵孩子。家長愈能用鼓勵而不是操縱的方
法，他們和孩子的關係就愈穩固。
建立一種能激勵孩子的關係代表：如:盡可
能著重孩子的長處。明白孩子的短處，但把重
點放在能完全讓孩子發揮所長的方式上。對孩
子的成功抱著樂觀的想法，而且提供孩子所需
要的支持。允許孩子犯錯，並從錯誤中學習。
不管孩子在校成績如何，肯定孩子做人的價
值。
很多移民的華人家長習慣將子女教育統統
外包(把自己子女的教育交給那些有教育才能的

人)，從而失去培養親子關系的機會。有人提醒
基督徒父母切勿跟風效法，敢於承擔教育下一
代的責任，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盼望
基督徒家長深刻反省，努力多花時間和心思學
習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傳遞後裔符合聖經價
值的人生觀。
合宜的教養，我們總是可以在聖經中得到
很好的啟示與教導。父母想要孩子有良好的情
緒管理能力，（作）父母使孩子不做會讓父母
傷心的事，如此雙向的愛使得親子之間得以建
立一生受用不盡的親密關係。
《聖經》中使徒保羅也很重視人與人之間
的和睦關系，他在以弗所書5:22-6:9講到三層
人際關系：夫妻關系、親子關系、主僕關系。
在教養的路上，因著孩子在不同階段中
生理與心理不同的發展與需求，或者因著孩子
的個別差異，父母教養的方式與策略會有所不
同，不過其中許多的原則卻是不變的，例如對
待孩子需要堅定而不需兇惡、對於孩子的需求
能合宜地尊重而不放任等。諸如此類親子親密
關係經營的秘訣，我們總是可以在聖經中得到
很好的啟示與教導。例如，世界的知識告訴我
們身教比言教重要，父母要孩子做到的事，總
要盡量力求先自己以身作則，看看聖經，豈不
就告訴我們：「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馬可福音7:12)」。
當現在教養很強調情商（EQ）又稱情緒智
力，是近年來心理學家們提出的與智力和智商
相對應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人在情緒、情感、
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以往認為，一
個人能否在一生中取得成就，智力水準是第一
重要的，即智商越高，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
大。但現在心理學家們普遍認為，情商水準的
高低對一個人能否取得成功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作用，有時其作用甚至要超過智力水準。
那麼，到底什麼是情商的重要性呢？這裡
告訴我們，父母想要孩子有良好的情緒管理能
力，作父母的就需要先做好自己情緒的管理，
其實在情緒的管理上，聖經中早有對父母很好
的提醒：“你們個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
各書1:19-20)。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
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箴言19:11)。不輕易
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箴
言14:29)。”
做父母的要在生活上、學習上、工作上等
各方面關懷子女，平時要多與他們談心，問長
問短，盡量幫助解決些實際困難。在管教兒女
不合宜的行為時，同樣的一句話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來說，父母可以選擇對事不對人，而非對
人不對事，因為不同的切入點與用心會帶來全
然不同的果效。像類似如此的親子溝通藝術，
聖經也提醒我們“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
果在銀網子裡(箴言25:11)。”
近年來大家所關注的品格教育，在聖經中
也有很好的教導—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而當父母在教養兒女時樂意常以聖靈
所結的果子來提醒自己，什麼是為人父母合宜
與不合宜的角色與行為。再者，心理學上所強
調孩子成長過程所需要、很重要的“安全感”
與“信任感”，父母又該如何給予呢？我深信
聖經中所說的“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
把懼怕除去(約一4:18)”是很重要的一個著力
點。因為雖然父母管教兒女的角色與責任是必
要的、重要的。但是父母的權威並不是來自於
讓孩子害怕、驚嚇，而是來自於“愛”。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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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睿齊

以孩為鏡正父母言行
以孩為鏡正父母言行
俗話說，父母是孩子的榜樣，孩子是父母的鏡子。父母作為孩子的第一任教
師，做人的第一個楷模，我們的言行常常在孩子的身上得到再現。家庭環境的
優劣，家長素質的高低，對我們孩子的成長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有抽樣統計
的結果表明，七成以上的父母並不真正懂得如何教育子女。

孩子生下之後心理狀況如一張白紙，家長的
心理素質、教養方式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
孩子的心理髮展方向。有些家長總是說孩子這不
好那不好，殊不知許多問題都是由於家長的病態
心理造成的。
讀初一的小星是一名性格比較內向的孩子。
他上小學三年級時，缺乏信任、互相懷疑對方有
外遇的父母離異。他與母親生活，每周到父親處
住一天。但是，每次到父親處，父親都會問他，
你媽最近有沒有出去？有沒有男的來家裡，或者
來電話？你媽的穿著打扮有什麼變化？等諸如此
類的問題。等回到家裡，他母親又會問他類似的
問題。在父親那裡時，這位當爸爸的還不斷責怪
他的媽媽和外公外婆，認為離婚是他們造成的。
由於內向，小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父母所提
的問題。後來，每次一到週末要去他爸爸那里之
前，他就心神不定，非常焦慮。上了初一，由於
心理壓力太大，他給母親留下一份遺書，準備自
殺，幸被母親及時發現。他母親意識到他存在很
嚴重的心理問題後，將他帶到了心理諮詢門診。
現代心理學發現，如果一個人有了心理疾
病，很可能是他的家庭在運作過程中出了問題，
只有對這個已經”生病”的家庭進行治療，才能
解除病人的心理疾病。
小亮上幼兒園大班，但每天早晨他都大哭大
鬧，堅決不肯去上學。他的身上經常青一塊紫一
塊，可”虐待”他的人正是他自己。
小亮的父母均為公務員，雙方都要應付激烈
的工作競爭，父親是本地人，朋友多，應酬多，
母親是外地人，喜歡去酒吧，愛跳舞，他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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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圈子里活動，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很少，
還經常為誰該在家陪孩子爭吵不休，這些事情也
逐漸影響到夫妻的感情，他們要離婚。
小亮的父母一起帶孩子看心理醫生。
經過耐心地交談，小亮告訴心理醫生，父母
很少一起帶他出去，在家裡經常吵架，他覺得他
們在一起不快樂。
當時，孩子不想去上學，這對夫婦的第一
反應是問題出在學校，可經多次與學校聯繫，找
不到校方的理由。心理醫生問小亮，你希望做什
麼？小亮說，我想要爸爸媽媽和我一起玩，我不
想他們單個和我在一起。
其實，小亮父母正在發生的“戰爭”，與
他不願上學有很大關系，而且他還用自殘這種特
殊的方式試圖幫助父母，小亮發現，當自己病
了、受傷了，父母都會放下各自的矛盾，以孩子
為第一位，表現出一種親密的關系，一起為孩子
考慮，一起商量事情，一起跟孩子吃飯，這時，
爭執少了，意見容易達成一致。也就是說，只有
在小亮病態的情況下，家才像個家，小亮弄傷自
己，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來維持父母的關系。
心理醫生告訴這對父母，孩子不去上學、弄
傷自己，只是表面現象，反映的是家庭的內在問
題，孩子以障礙的方式在幫助父母，維持家的完
整性。
父母對孩子最重要的心理關懷是愛，因為愛
是生命中最好的養料，哪怕這只是一勺清水，它
都能使生命之樹茁壯成長。也許那樹是那樣的平
凡，不顯眼；也許那樹是如此的瘦小，甚至還有

生活月刊 二零一四年四月 第一百五十六期

點枯萎，但只要有這養料的澆灌，它就能長得樹
繁葉茂，甚至長成參天大樹。而如果忽視孩子的
心理關懷，愛的粗糙，愛的錯位，那對孩子的傷
害也是預想不到的。
男孩小剛在小學讀五年級時，同村的一名女
同學小紅和他一樣遷到了鄰村的小學讀書，而且
他們又同在一個班級，所以在上學放學時，他們
經常結伴而行，在遭到同學欺負時他們也能夠互
相幫助。也許是因為小紅的漂亮，加上男孩自己
的早熟，小剛開始暗戀起她來，每當見不到她的
時候就若有所失，做作業時也是三心二意。在課
堂上時，又會經常走神，許多時候還會裝著無意
的樣子朝她的背影望去。
同學發現了他們的秘密，告訴了老師，老師
又告訴了小剛的父母。在小小的山村小孩子早戀
可是見不得人的事，父母又氣又羞，不問青紅皂
白狠狠將小剛揍了一頓，還警告他以後繼續這樣
就打斷他的腿，並將他在柴禾間關了一天一夜，
直到小剛保證“痛改前非”才獲釋放。這件“風
流韻事”很快就在小村和學校傳播開來，這對於
小剛的羞辱就如同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剝光了衣服
遊行示威一般，讓他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無地自
容，以至於最後因為經常逃學致使成績一塌糊塗
而又轉學留級。
經受瞭如此這般的打擊後，開始復讀的小剛
便發下毒誓：絕不和女同學來往，就連說話都不
行!就這樣，在整個中學階段，他幾乎沒有和女
同學說過話。在青春期的小剛，也暗自傾慕過幾
位女生，只是當他又回想起小學的“事件”時，
他就會對自己說這樣的心理是種罪惡。在如此

箴言 8:19 我的果實勝過黃金，強如精金；我的出產超乎高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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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般的心理壓抑下，在中學階段小剛學習倒是
沒有受到什麼外來的干擾，但是他的心理障礙
卻越來越重了。比如在他看到別的男女同學正
常交往時，小剛就會感到莫名的反感；而當有
的女生和他講話時，他就會面紅耳赤、手腳無
措，頭腦裡一片空白。女同學背後都議論他是
弱智，這使得小剛在女性面前更抬不起頭來，
自卑極了。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小剛上大學和就業工
作，現在，小剛快三十了，還是單身一個，而
且從未和女孩子談過戀愛，關鍵是他和異性交
往時也總是擔心著自己會不會被對方被他人嘲
笑，會不會再次遭受某種傷害。每每感覺到自
己的這種過於敏感的心理，他就會想起十幾年
前的那場打擊。當時，在心理遭受傷害後又沒
有得到父母老師及時的救助，以至讓他走向了
一個極端。
我們看到，十多年前在小學發生的事件
特別是父母對他的粗暴處理對小剛的心靈傷害
影響至今。父母對孩子的心理關懷切切不可忽
視！
有位家長把一個七歲孩子所有的課餘時間
都安排了各種各樣的訓練課程，鋼琴、繪畫、
英語、書法、下棋、作文等等，結果孩子由於
過於緊張造成抽動-穢語綜合徵。
家長的過分挑剔、完美主義造成孩子許多
心理障礙。家長對孩子寫作業要求甚多，孩子
寫一筆要反复描，擦了寫，寫了擦，結果動作
拖拉，有時考試都寫不完，嚴重的還會造成強
迫行為。
家長的緊張焦慮情緒會傳給孩子。有的孩
子從小體弱多病，家長非常擔憂，經常煩躁不
安、絮絮叨叨，對孩子過分關注，結果孩子變

得敏感多疑、自卑、退縮、神經質。
家長對孩子總是否定，讓孩子失去自信
心。家長總希望孩子要表現得和自己小時候一
樣好，甚至更好，稍有一點缺點就大加指責，
把打罵當成家常便飯。有個5歲的孩子經常發
脾氣，做事沒有長性，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
說媽媽總是責罵他什麼都做不好，從沒有表
揚，所以想發脾氣。
其實，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那
樣的問題，家長要容忍孩子有缺點，耐心等待
孩子成長。
有些母親述說自己的孩子膽子小沒有“出
場”。首先要問家長，你是不是膽子小？如果
你自己平時在公共場合都膽小，那肯定很難教
你的孩子膽大。
當前我們的家教中最缺乏的就是“父母比
孩子先做到”的那種意識與自我要求。因為父
母是孩子精神成長的引路人，要想孩子的精神
健壯，我們父母自己的精神必須首先健壯！
有些父母對孩子存在問題，光知道一味指
責甚至打罵，而從不查找自己的原因，這十分
不好。父母往往是孩子形成問題的最大癥結所
在，當你看到孩子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想想自
己哪裡做錯了沒有？要改變孩子，首先要改變
自己；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孩子的問題也會迎
刃而解。自己解決不了，可以找教育專家和心
理醫生幫助分析和矯正。面對孩子，家長必須
重新做人。可以說素質教育出自高素質父母之
手，問題孩子都是問題家長的產物。所以，為
了孩子，父母要先進行自我教育，做一個合格
的家長。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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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米路

愛偷笑的爸爸
全職家庭主婦， 專責照顧兩個活潑好動的女兒，身兼
保姆、司機、補習老師、鋼琴老師……原本溫柔爾雅，當
了母親後說話聲浪越來越大，逐漸成為家中的教官。

爸媽自修課
做父母確是一門功課，沒有天生就懂這
回事，不管你是新手還是老手，讓我們虛心學
習，做孩子一生的好老師、好朋友。
大女兒上了中學，開始要求更多的個人
空間。原本跟妹妹共睡一個房間相安無事，放
學後一起做功課，睡覺前一起說笑話，滿溫馨
的。但是，姐姐踏入了青春期，就有許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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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想讓妹妹看到，於是房間裡出現了楚河漢
界，偶有越線，兩姐妹就會爭吵不停。這時候，
丈夫就會說：「你們現在有自己的書桌和書櫃，
兩個人分享一個房間，已經要偷笑啦！我小時
候，要跟四個兄弟姐妹擠在一個房間，做功課都
是開摺枱做的。有自己的書桌，可是我自小夢寐
以求的事呀！」
小女兒每個星期一放學回家，都會抱怨當天
的午飯不夠飽。 「搞甚麼『無綠不歡星期一』
呢？每個星期一都要吃素菜，我都吃不飽！」因
為她是個徹頭徹尾的「食肉獸」。這時候，丈夫
又會說：「你有午飯吃已經要偷笑啦！你知不知
道許多貧窮地區的小學生，午飯時間都要餓著肚
子，因為他們每天只有一餐的糧食。」
電視上播放著有關醫學美容的節目，講述有
人為了延遲自己出現老態的時間，又或對自己五
官的長相不滿意，千方百計接受整形外科手術，
或註射美容藥物企圖返老還童。孩子的爸爸看到
了，很激動地說：「唉！四肢健全、頭腦清醒不
就偷笑了？有些人生來就有身體上的缺陷，或遭
受意外以致殘障，還不是勇敢面對自己，努力生
活嗎？」
就是這樣，兩個女兒每逢聽到爸爸的話，
就會問他：「爸爸，為甚麼你不可以光明正大地
笑，而要偷偷地笑呢？」
她們的話讓我想起聖經中因上帝的應許而「
偷笑」的撒拉。創世記十八章記載，撒拉聽到上
帝要讓她生一個兒子時，心裡竊笑，因為她覺得
自己年事已高，怎能再懷孕生子呢？然而上帝對
她說：「在我豈有難成的事嗎？」上帝這句話，
就成為我們今天的信徒在面臨巨大危機，自以為

生活月刊 二零一四年四月 第一百五十六期

無路可走時的一大鼓勵和定心丸。
可是，撒拉的「偷笑」是因為上帝的應許
實在太不可想像，叫她難以置信，跟丈夫的「偷
笑」又有點不同。丈夫的偷笑是因為想到比自己
不幸的人，再想想自己已經擁有的，覺得值得感
恩，所以暗自慶幸。丈夫還解釋說：「其實，平
常我們覺得平凡不已的東西，例如生活空間、一
日三餐、健康的身體，都是上帝的恩賜。不要等
到解決了一些大問題，或順利通過自己沒把握的
考驗，才懂得感謝上帝的保守；其實我們生命中
最普通的擁有也不是必然的，凡事要懂得感恩才
行。」
妹妹這時候說：「我明白了，爸爸之所以不
光明正大的笑，而是要偷笑，是不想我們自滿或
驕傲，或會傷害到在某方面缺乏的人。在我們感
恩的時候，也要顧及別人的感受。」聽著她的牽
強解釋，我們全家都笑了。
在目前凡事都講求競爭的社會裡，要教導小
孩子感恩一點也不容易，即使是單純如學校的環
境，老師和家長都在有意無意間向小孩子灌輸「
爭第一」的心態，那些表現稍遜或是表現普通的
孩子，很快就學會抱怨。我曾經跟剛參加完鋼琴
比賽的女兒說：「數十個人的比賽只有冠、亞、
季軍各一名，那麼其他參加者的努力難道都會被
人忘記了嗎？都不值得讚賞嗎？」然後，丈夫又
加上一句：「你有機會學鋼琴，又有機會參加比
賽且順利完成，不已值得感恩，不已經要偷笑了
嗎？」
兩個女兒異口同聲地說：「愛偷笑的爸爸又
來了！」
本文獲蒙允許 轉載自《天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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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ca,你要聽媽媽的！”
2012年6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六，早晨九點我要去教會參加
關於敬拜讚美的培訓，忽然想到Vicky有三節畫
畫課要在周六補上，今天正好是個機會，於是
我敲響了Vicky的門。

“媽媽，不是你的錯。”
……
等到小組活動結束，收拾完客廳廚房，已
經快十一點了。覺得有必要找Vicky聊一聊，於
是我又來到了Vicky的臥室。

“Vicky，我覺得今天你應該去畫畫班補一
次課，現在是八點十五，如果你現在就起床，
我可以開車把你送到畫畫班去。”

“Vicky，你從今天這件事兒學到了什
麼？”

“好的。”Vicky睜開了朦朧的睡眼。

“應該聽媽媽的話，生氣的時候要禱告，
不應該摔東西。”

八點三十五，我又到Vicky的臥室，她居然
還在被窩裡。
“Vicky，我要走了，你自己坐公車去畫畫
班吧。”
“噢————，我不想坐bus去畫畫班。”

“噢，你說的很對。”
“我今天早上都想過了，我一看手機
壞了，就趴在床上大哭，我邊哭邊說：‘I
should listen to mum.’Bianca還給我拿紙巾
擦眼淚。”

“那你就在五分鐘內起床。”

“真的？”

五分鐘後，我又來到Vicky的臥室，她才開
始穿衣服，頭沒梳，臉沒洗。

正說著，Bianca進來了。
“Bianca，你來講講今天早上的事兒。”

“對不起，Vicky，我要走了，否則我要遲
到了。”
“我今天可以不去畫畫嗎？”
“可以，但什麼時候再去，你自己決定，
我不再提醒你了。”
……
“而且，我以後不會再送你去。”臨出
門，我又回頭加了一句賭氣的話。 （這是一句
不該說的話）
……
晚上我們家有教會的家庭小組活動，大家
正在一起唱歌的時候，Vicky站在一邊，靜靜地
等著，好像有什麼事兒要跟我說。

“我？”Bianca好像不太願意講。
“今天早上，媽媽進來叫Vicky的時候，我
半睡半醒，後來媽媽說她要走了的時候，我就
全醒了，媽媽走了以後，Vicky就把她的手機摔
到地上，又跳起來用腳踩上去，我還以為是一
個鐵罐子，就沒有管她。”
“後來她發現她把手機踩壞了，就倒在床
上，用被子蒙著頭，哇哇大哭，邊哭邊說：‘I
should listen to mum. I should listen to
mum……’（我應該聽媽媽的，我應該聽媽媽
的）說了不下二十遍，還說：‘Bianca，you
should listen to mum.’（Bianca，你要聽媽
媽的）然後我把紙巾遞給她，因為我不想讓她
把眼淚弄到我的被子上。”
“再後來呢？”

“Vicky，有事兒嗎？”
“媽媽，我今天發脾氣，我跳起來踩到我
的手機上，把手機弄壞了。”
“不能用了嗎？”
“開不了機了。”她怯怯地回答。
“真抱歉，我今天早上不該惹你生氣。”
我說。

“再後來，我給Vicky說，她可能可以用
姐姐Carrie的舊手機。我就去媽媽的臥室找，
沒有找到，Vicky又跟我一起去找，我們才找到
了。”
說著說著，Carrie又進來了，於是故事又
被從頭敘述了一遍。

箴言 8:20 我在公義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Vicky，你怎麼能拿自己的手機出氣呢？

你應該去看心理醫生，去學一下‘怒氣的管
理’。”在一個診所打零工的她真的比我們知
道的多。
“嗨，網上有一個錄像，是講一個孩子的
遊戲被他媽媽刪掉以後，他發脾氣的樣子，是
這個孩子的弟弟偷偷錄下的。”Carrie說。
於是我們打開Vicky的電腦，一起上網看了
那段錄像，那個男孩可比Vicky瘋狂多了，把自
己關在臥室，又叫又跳，脫光了自己的衣服，
只穿個內褲，把床單扯下來包住自己的頭，還
把鞋從櫃子裡拿出來敲自己的頭，真的是“氣
瘋了”，更可憐的是還被自己的弟弟偷偷錄下
來放在了網上，只是，他沒有砸他的手機。
“來，我們做個禱告就睡覺吧。”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賜給我三個天使
般的女兒，她們是我從你那裡得到的最好的禮
物，謝謝你讓Vicky在今天發生的這件事上學到
了她該學的功課，你說過，‘人有見識就不輕
易發怒。’求你讓我們更有智慧處理自己的怒
氣，讓我們更加明白愛是恆久忍耐的道理，也
讓我們這個家充滿你的愛，禱告是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的，阿門！”
“媽媽，我一聽你說‘三個天使般的女
兒’，我就忍不住笑了。因為我腦子中就想起
Vicky摔手機、踩手機的畫面。”
“不管怎樣，你們都是我的天使。”
離開Vicky的臥室的時候，同她擁抱說晚
安：“I love you, mum.”
“I love you too, no matter what you
smashed.”（我也愛你，不管你砸了什麼。）
“No matter what you smashed?”（“不
管你砸了什麼？！”）Carrie在一旁質疑。
是的，我的孩子們，我愛你們，不管你們
做了什麼。
後記：手機事件已經過去了半年多
了，Vicky乖乖地用著她姐姐的舊手機，以前我
們還常常為用什麼款式的手機而討論爭執，現
在什麼也不用說了，在手機事件上，Vicky徹底
降服了。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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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B大任務》說起
童心同行
要聽得懂孩子的話，除了明白如今的「潮」語；更要讓我們那顆
早給年月洗刷得發白的童心鮮活起來。

我自結婚那天便當上家庭主婦，育有兩名
性格南轅北轍的兒子。喜歡不停進步，不停學習
新事物，老是覺得時間不夠用。對小孩子愛心滿
瀉，現為主日學校長。
前些時電視台有一輯娛樂節目名叫《小B大
任務》，是轉載日本一間電視台製作的親子節
目，每集邀請日本一些年輕父母，讓孩子透過完
成一些任務，訓練他們獨立自信、負責任、面對
考驗和解難的能力。節目中每次都由媽媽或爸爸
吩咐只有幾歲（約3-5歲左右）的小孩，沒有大
人陪同，要自己獨個兒又或是兩姊弟妺去上街，
拍攝他們完成幾項看來不簡單的任務。
例如要步行幾個街口去商店幫忙買東西、
買午餐、買麵粉和雞蛋等回家做蛋糕；到叔叔家
去送食物、買心愛的糖果回家吃、到郵局寄信等
等，當然這些任務都是平日跟媽媽一起做過的。
在安全情況下，每次路程最少要完成二至三項任
務，要考考他們的表達能力、記性和應變力，還
有辨認方向、找零錢，有時又要面對上斜路、過
馬路等挑戰。
電視台攝製隊沿途秘密拍攝整個過程，最可
愛的片段是當孩子遇到難題，例如要拿的東西太
多太重（看他們會不會懂得化整為零）、路途遙
遠、太累、遺忘了任務、有時會姊弟不咬弦，甚
至不小心跌倒等，加上電視台風趣的旁白，每次
令在旁觀看的觀眾覺得既肉緊又有趣。

8

最難得的是那些日本媽媽，總是用溫柔的
話語去鼓勵孩子，要他們堅持完成任務，哪管孩
子在嚎哭、投訴、要放棄，父母仍舊沒有心軟，
也沒有用物質引誘的方法，只不斷地說些鼓勵的
話，要求他們務必完成任務。
每次完成任務，回到家門前媽媽都來個深情
擁抱，有時還流下感動的眼淚。作為觀眾的我，
心裡實在佩服那些媽媽的勇氣和堅持，所謂恨鐵
不成鋼，要訓練孩子有堅忍能力，遇困難不會退
縮，父母有時得硬著心腸。聽說日本小孩冬天下
雪上學，也要穿短褲校服，（就是要訓練他們的
堅忍能力。)
當然這只是個電視節目，或許跟現實的情況
會有出入，日本與香港環境可能又有些不同，但
這也可作為香港的父母一個啟示，讓小小年紀的
孩子面對少許困難和考驗，不失為鍛煉孩子成長
的一項重要訓練。
人生總會有失敗跌倒的時候，我們的孩子在
成長過程中可以勇敢地去面對嗎？
有人說香港的孩子都是被寵壞的一群，香
港的家庭大都只生一兩個小孩，每個孩子都有父
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疼惜，甚或有傭工
打點一切，所謂萬般寵愛在一身。我曾經見過有
些孩子不用自己拿食物，只要張開嘴巴，總會有
人在旁將食物往嘴裡送，公主病、王子病由此養
成。
有的說，這麼小年紀懂些甚麼呢？我則相
信中國人「三歲定八十」的說法，趁年幼好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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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自己的孩子，使他走當行的路。記得我小時
候，約七八歲左右，當時香港一般的家庭因經濟
需要，父母都要出外工作，恰巧哥哥姊姊都是下
午班學生，唯獨我是上午班，下午不但要自己獨
個兒在家中（當時還沒有不准獨留兒童在家的法
例），自己熱午飯來吃、自己做功課，午後還得
要走過幾條街去接就讀幼稚園的小弟弟回家，每
天如是地過了好一段日子。那些年，大的照顧小
的都是理所當然，因此自小便懂得為人設想。
我想自己的性格比較獨立、不依賴，都是從
那時建立起來的。儘管香港的環境跟那時候已大
大不同，時代也轉變了，香港現代的父母最緊張
就是兒女的學業，知識技巧固然重要，但心態培
養更不容忽視。
許多人說香港的年輕人「IQ爆燈，EQ零分」
，而孩子的情緒智商，就得我們作為父母的自
小親自去苦心經營，從小便給孩子負些責任，除
了要學會管理自己，也要學習服務別人，比如幫
忙拿菜、幫忙摺衣服、抹台、洗蔬果、到大廈信
箱取信件、讓座給老人家等等的小任務。訓練孩
子有服務精神，學習解難能力和樂觀面對困難，
比學到多點英文，考到多少級鋼琴可能來得更重
要。
兒女是上帝賜的產業，我們作為父母，作為
託管人，要教導他們如何正確地面對挑戰，如何
冷靜地解決困難，建立積極和堅毅的心態，好讓
他們一生受用！
本文獲蒙允許 轉載自《天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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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良旭

聘請
The Per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Western Australia is
seeking a pastor from an evangelical background to shepherd our
English congregations.

Applicant must:
• hold a theological degree from a recognised theological seminary;
• have five years or more shepherding experiences;
• be under 45 years of age;
• be fluent in English and
• preferably ordained.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submit a copy of your curriculum vitae
along with a covering letter including full contact details of at
least two referees, one of whom must be your latest / current
employer and email to pccc@iinet.net.au.
Alternately, please send to:

四環？五環！
2014年索契冬奧會的開幕式上，出現了令
人尷尬和遺憾的一幕：奧運五環標誌只綻放出
四環，另一朵雪絨花卻始終綻放不起來。儘管
奧運會開幕式上，各種節目異彩紛呈，展現出
俄羅斯古老的燦爛文化和文明，但是，這種小
小的失誤，令人十分遺憾。
十幾天緊張、激烈的比賽終於結束了。
閉幕式上，那個開幕式上五環標誌只綻放出四
環，另一朵雪花始終綻放不起來的四環標誌又
呈現在人們眼前。就在人們驚訝地目瞪口呆之
際，只見那朵在開幕式上因失誤綻放不起來的
雪絨花，此時正慢慢地綻放開來，終於五個奧
運環相互扣在一起了。
看到這詼諧的糾錯一幕，人們不禁為俄羅
斯人幽默的性格所感染，另一方面，又為俄羅
斯人勇於糾錯，敢於擔當所欽佩。
五環開放出四環，是一種失誤。從某種角
度上講，像這種大型體育賽事，哪怕只有一點
小小的失誤也是一種遺憾。但是，索契冬奧會
組委會卻敢於糾錯，這種糾錯的勇氣和決心，
令人感動。
索契冬奧會閉幕已很長時間了，許多精彩
場面已漸漸淡忘、模糊了，但是，閉幕式上，
那四環終於綻放出五環一幕，卻在人們腦海裡
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在人們心裡留下了
綿綿不絕的回味和思考。
2014年3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
則更正聲明。聲明中解釋道，1853年1月20

Elder Mabel Hui
Chairperson,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Per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46 Flmborough Street, Doubleview,
WA 6018 Australia

日《紐約時報》將《為奴十二年》中的主角所
羅門-諾瑟普的名字在標題中寫成“Northrup”
，而文章中則是“Northrop”。對於當年這個
小小的錯誤，誰也沒有發現，這個小小的錯
誤，已成為了歷史。
沒想到，2014年，一名作者在查閱《紐約
時報》檔案中發現了這一錯誤，並向《紐約時
報》反映了這一問題。《紐約時報》查閱後，
發現了這一錯誤，於是特在報紙上刊登了更正
聲明。160年前造成這一小小錯誤，當年的編
輯、校對、總編早已作古，不再需要承擔任何
責任了，就是當年的讀者也早已雲駕西鶴了。
對於當年這一小小的錯誤，早已成為歷史，如
果不說，誰也不會指責。可是，如今的《紐約
時報》發現了當年這一錯誤後，立刻在報紙上
作了更正聲明，才讓大家知道了當年那個小小
的錯誤。
這則更正聲明，不僅沒有貶低《紐約時
報》的信譽，反而更加贏得了讀者的信賴和讚
譽。160多年過去了，滄海桑田，時序更迭。
《紐約時報》從印刷，到編排、校對、編審、
發行，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為
讀者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糧，講究信譽，視質量
為生命，卻一直沒有變。
糾錯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勇氣。敢於直
面錯誤，對於錯誤，不迴避、不搪塞，知錯就
改，是一種底氣。我們不怕錯誤，怕的是在錯
誤面前，失去擔責的勇氣和品德。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church and an application package,
please visit: http://www.pc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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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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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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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牧者: 薛從愛傳道 手機: 0402 481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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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Auburn堂
主日國語崇拜
星期日晚上 6:00-8:00PM 歡迎與會
Church of Christ
地址: 90A Auburn Rd., Auburn
教會網站: www.padstowchinesecong.org

作者現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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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嘉禧

多說造就學生的話
記得《聖經》上講：要多說造
就人的話。回首十幾年來從事教書
育人的工作，曾無數次的批評學
生，也曾無數次的表揚學生。批評
的時候自己胸中的怒火在燃燒，表
揚的時候和學生一起心情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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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邊也有這樣的親人朋友，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但總喜歡批評、責備、貶低和喋喋不
休地教導別人，久而久之，給別人的心理造成負
面消極的影響，讓人敬而遠之。他們讓我反省，
作為老師，我自己是否經常犯類似的錯誤，一句
話可以造就人，也可以傷害人，要三思而說，口
下留德。學習好、紀律好的學生人見人愛，調皮
搗蛋的學生身上也有閃光點，需要發掘和鼓勵。
我讀書時是很好的學生，成績好，表現
乖，經過這麼多年的打拼，如今人到中年，生活
和事業普普通通，而我的一些同學，當年學習成
績一般或很差，如今事業上卻風生水起，讓人刮
目相看。“天生我材必有用”，對於學習上表現
一般或比較差的學生，作為老師，我們要試著發
現他們身上的長處，多鼓勵、多表揚，幫他們樹
立自信心。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弟弟的兩位老師。弟弟
小時候天資聰穎，但脾氣暴躁，愛打架惹事，我
們小時候是在農村長大的，上小學了才回到城
裡讀書，弟弟的第一位城裡班主任很瞧不起農
村人，只要弟弟和班裡同學鬧矛盾，不分青紅皂
白，挨罵的、錯的總是弟弟，初來乍到的農村孩
子受盡了老師和同學的欺負，一直壓抑心中的不
滿。
到了初中，新的環境，弟弟決心重新做
人，不再任人欺負，於是誰再欺負他，他就用拳
頭說話，在同學中樹立了“威信”，老師和父母
對他很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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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三，換了一位慈祥、樸實的老教師
做他的班主任，這位老師姓潘，潘老師覺得弟弟
雖然調皮搗蛋，但為人很仗義，人緣好，也很機
靈，就讓他做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勞
動委員”，平時打掃衛生、冬天下雪，讓他帶領
大家掃雪，還給了他很多鼓勵，說他“具備領導
才能，又很聰明”，從此弟弟改頭換面，學習上
知道努力了，也不和別人打架了，為此我們全家
都感激潘老師。
後來弟弟讀了高中，在高中做了三年的班
長，還被評為市級優秀學生幹部。畢業後每每端
午節，他都會給潘老師送粽子，潘老師搬新家，
他拿出全部的零用錢買了一盞檯燈送給潘老師，
感謝潘老師為他的生命帶來了光明。
再後來弟弟參加工作，在一家大型國企做
了一個小領導，但是世界也很小，當年最看不起
他的老師的兒子被分配到在弟弟手下工作，老師
的兒子很老實，身體還有些殘疾，弟弟回憶起當
年的不愉快，心中仍然憤憤不平，我們都勸弟弟
不可以欺負老實人，別人可以不仁，我們不可以
不義，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做人要寬容、大
度，弟弟才釋懷。
老師很感激弟弟沒有給她的兒子“穿小
鞋”，到廠里當眾表揚弟弟“從小就聰明、仗
義，是她最好的學生”。如果這句遲到的讚美能
早點講，該多好！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雪梨

箴言 8:21 使愛我的，承受貨財，並充滿他們的府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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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ris Yip

贈好友

是什麼吸引你看這篇文章？你是否
正準備與另一半攜手邁向人生新的一
頁？在現今很多人已不相信婚姻制度的
今天，你仍選擇與心愛的人共諧連理，
很難得，恭喜您！

澳洲墨市迎好友，
秋風送爽已久候。
無須匆匆入家門，
坐街小館同敘舊。
趙兄本是羊城人，
家在珠江河南居。
你我同飲珠江水，
各懷理想漂洋去。

為甚麼要做
你們是否正疲於奔命地選婚紗禮服、
發請帖、訂蛋糕、攝影、佈置禮堂、安排婚
筵酒席......等？凡此種種皆是缺一不可，
但你們是否真的有信心「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 既然你們願意花很多時間在婚禮的那
一天，你是否想過你可以為一生的婚姻作好
準備呢？
婚姻好像一對戀人各自帶著一幅藍圖，
共同創建一棟美麗的房子，當中充滿了挑戰
性，地基越蓋得穩固，房子越能抵擋暴風雪
的侵襲！你們是否正蓋著這樣的房子？相信
婚前輔導能幫助你們共同攜手建立一幢穩妥
的房子，助你們共創美滿的人生路！
婚前輔導是透過六至八節的心理輔導，
輔導員幫助準婚人仕，在婚前更深認識自己
和配偶，準備好進入婚姻。當中會透過心理
測驗，讓兩人了解：
(1)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
(2)調整個人空間及親蜜度；
(3)對婚姻的期望；
(4)了解性格上的差異；
(5)丈夫妻子角色的期望；
(6)姻親關係的探討；
(7)家務分配；
(8)對金錢、時間和社交的協調；
(9)生兒育女及做父母的期望；

婚前輔導?
(10)處理壓力及情緒；
(11)衝突處理；
(12)性生活和家庭計劃及
(13)宗教信仰的協調等。
在輔導的過程中，會學習溝通和接納互
相的差異。研究顯示，婚前解決關係中的問
題比婚後更為有效。
婚前輔導是用一個客觀的評估，去幫
助準新人了解自己進入婚姻的動機及需要，
是否已充份預備好進入婚姻，不少人從婚前
輔導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益處，以更大的信心
邁向婚姻之路。而輔導後亦可能有不同的結
果，例如有些情侶因發現彼此想法有很大的
落差，或一些之前沒有發現的問題而決定延
後婚禮，先去解決這些問題；有些甚至會取
消婚禮，再想清楚是否適合進入這段結婚。
研究顯示，曾接受婚前輔導的夫婦比沒有的
離婚率較低。
有趣的是，現今有許多愛護子女的父
母，願意為子女支付婚前輔導的費用，這的
確是個好主意，也可能是父母幫助子女建立
穩固婚姻所送出最好的禮物。而有一些教
會，亦會要求準新人先完成婚前輔導，才幫
助他們進行婚禮。可見婚前輔導現今也普遍
被接受，亦有不少機構提供這類服務。

異國教會遇老鄉，
主內相識成知己。
靠主完備熟心志，
解盡身邊疑難事。
早年信主於家鄉，
熱心侍奉虔誠人，
後為移民去從商，
難到聖殿敬拜神。
慈愛父神恩深厚，
朝夕祈禱樂悠悠，
牢記誓約毋忘懷，
全家移民得報酬。
屬靈光景今如何？
耶穌恩惠時時數，
天糧活水日日領，
莫被世俗事網羅。
神光保守歲月長，
信主家庭幸福祥。
賢兄娶得賢內助，
願君心堅信更強。
上主真言共勉之，
為君獻首友情詩。
思念之情誰最多？
同鄉老友汝心知。
謝保羅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
澳洲墨爾本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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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梅光達的足
支行的門前，矗立一座梅光達的半身銅像，銅像基座為花崗岩石，高2米左
右，梅光達頭像立在基座上，目光矍鑠，凝視前方，銅像的一側用英文鐫
刻著“Mei QuongTart（1850-1903）”的銅牌匾，另一側鑲嵌著中文的“
華裔先賢梅光達先生”的銅牌匾。這座建於1998年的銅像，是由華人社團
捐資興建的，表達了人們對梅光達的永久的懷念。
佇立銅像前，浮想聯翩，他傳奇高尚的人生躍然紙上：梅光達1850
年出生於廣東臺山市端芬鎮，九歲時隨叔父遠赴重洋，到澳大利亞的阿拉
頓礦區，後被辛普森夫婦收為養子，從此開始了他傳奇的人生。他聰明智
慧，勤奮自學，很快開始嶄露經商才幹。
1871年他21歲時加入了澳藉，成為澳大利亞第一位華人澳籍公民。

◎艾士菲梅光達銅像

一個響亮的名字梅光達(Mei
在澳大利亞廣為傳頌。

1882年，梅光達的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礦場和商業都得
到飛速發展。他一方面開設進口商行和百貨公司，從事中澳貿易，源源不
斷地從中國輸入絲綢和茶葉，他是第一個將澳大利亞羊毛出口到中國的商
人；另一方面開設茶屋、酒樓，傳播中國飲食文化。梅光達熱心公益，樂
善好施，向學校、教會、慈善機構捐款。他積極周旋於澳大利亞政府與華
人社團之間，並向當時的清政府反映華僑的問題，籲請清政府在澳設領事

QuongTart)，他的傳奇高尚的人生

翻開澳大利亞這個多元化的移民國家的歷史，梅光達的名字閃耀
其中，他的傳奇生平被刊載入澳大利亞百科叢書和澳大利亞傳奇字典
上。他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有卓越成就的華人先驅，是中澳經濟和文
化間架設橋樑最早的著名華裔名人，對澳大利亞經濟發展、中澳商貿
往來和友好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他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
支持婦女參政，推動立法反對澳大利亞對華鴉片貿易，積極開展護橋
活動。他不但贏得了澳大利亞華人的尊敬，也贏得了澳大利亞人的尊
敬。澳大利亞著名詩人亨利‧柏克斯寫詩稱頌道：“啊！梅光達，／
慷慨正直，／你是，／世界上心靈最高尚的人／充滿愛心與仁慈。／
你用一顆燃燒著愛的心，／去溫暖無依無靠的生靈。”
在我踏訪的梅光達蹤跡中，深深感到雖然隨著歲月流逝，許多
有紀念意義的建築早已被現代化的建築所代替，但人們沒有忘記梅光
達，有關他的紀念物陸續出現，這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梅光達當年從商
和投入社會活動，有“小上海”之稱的艾士菲（Ashifield）。在離
艾士菲火車站一箭之遙的大力士街（Hercules street），聯邦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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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士菲按居原貌擺放的“光達家立居”客廳

藝文天地
月
刊

足跡
◎ 梅光達照片

◎ 艾士菲“光達家立居”外貌

◎ 梅光達第一次辦茶屋的國王大街137號

館，保護華僑利益，提出護僑建議，為反對種族
歧視盡心盡力。梅光達實際上成了清廷代表，被
清政府賞予五品、四品軍功等頭銜。他1859年至
1903年的44年間，三次回國考察商務，並多次會
見清庭官員，反映保護僑胞的意見，促進中澳經
貿和友好往來。
走過艾士菲喧鬧的市中心，向南而去，在
幽靜的亞瑟第街（Arthur Street）48號，有一
座中西建築風格相結合的建築物，亭亭玉立在翠
樹豔花之中，這裡便是以梅光達的名字命名的“
光達家立居”老人文化保健中心。門前有一塊用
中文鐫刻的紀念牌，牌上用中文寫著“家立居在
1989年至1903年期間，家立居‘Callop House’
曾經是梅光達先生在艾士菲的居所”。梅先生出
生在中國，是一位知名的商人。當時，梅先生住
在雪梨，他開辦了幾間時尚，又廣受歡迎的茶
莊。他成為一位富有的商人。今日，這個紀念碑
是為梅先生而立的。紀念他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為雪梨華社群做出許多良好的貢獻，“
我曾兩次到這裡訪問，感受頗深。推開中
式紅漆大門，入門便是客廳，客廳裡按照當年梅
光達家居的原貌擺設，寬敞明亮，前邊的牆上兩
邊分別掛著梅光達和夫人瑪格麗特•史格勒的照
片。廳內一側擺放著中國彩色人物畫屏風，另一
側是古色古香的紅木傢俱，廳中間兩側擺放著棕
紅色的沙發，靠窗的一邊牆上掛著一個老式鐘
錶。客廳外的走廊兩側牆壁上，掛著梅光達不同

時期的照片。
我沿著梅光達創業的蹤跡，去尋覓他當年的
風采。梅光達在從商和廣交友中，最主要是開設
茶屋，“光達號”是他的茶屋的中文木製牌匾，
至今保存著。我漫步在國王街（King Street）
，駐足137號樓前，這裡是當年梅光達開設的第
一間“光達號”茶屋的地方。梅光達開設茶屋之
事，流傳著許多美談。
19世紀末悉尼幾乎沒有社會女性聚會的地
方，於是他產生了開茶屋的想法。他的連鎖茶屋
品位高雅，剛出現就成為當地女性熱門場所。他
很快創立了一種獨具異國情調的茶屋社交文化。
他的茶屋及茶業店不斷擴大，當時被譽為“茶葉
王囯”。
1898年，他的連鎖店“精英茶屋”開張時，
時任悉尼市長親自主持開張儀式。
梅光達最輝煌的創業和頻繁社交的地方，
是在悉尼市中心市政廳北面的喬冶街（George
Street）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Queen Victoria
Building）。這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圓頂羅馬風格
建築，門前廣場上有一尊維多利亞女王銅雕塑，
這座建於1898年的典雅的大廈，是悉尼當時最豪
華最雄偉的建築物，曾是梅光達事業輝煌興旺發
達的地方。梅光達是在這座大廈建成的次年作為
當時悉尼最富有的商人之一，租了大廈的第15室
開設茶室，1902年他先後租下第56室開設茶室，

第69至76室改裝成寬敞優雅豪華的“伊利特大
廳”，專門用於盛大的宴會、舞會、聯歡會、音
樂會和各種會議。梅光達成了這座大廈的靈魂，
尤其是“伊利特大廳”成了悉尼最重要的社交中
心。大廈的第78室是梅光達的辦公室。梅光達在
這裡開茶屋，廣交朋友，事業豐碩。1902年12月
19日，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遭到一名暴徒的襲
擊而重傷，後於1903年7月26日結束了他傳奇高
尚的一生。今天，當我來到這裡時，雖然梅光達
當年的茶屋和伊利特大廳，已門庭改換，但這裡
依舊認記著梅光達的輝煌足跡，駐足這裡的茶屋
和大廳，讓人浮想聯翩，往事情長。
人們沒有忘記梅光達，2004年在他逝世100
週年紀念日之時，澳大利亞各地舉辦了一系列紀
念活動，在當年他開茶屋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三
樓，舉辦“不平凡的人，悉尼的光達：公民、商
人及慈善家”的展覽，在悉尼動力博物館召開國
際學術研討會。
梅光達是不朽的，他將永遠被人們所懷念。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薄記令你頭痛嗎? 我們可以幫你
MYOB, GST & BAS, Payroll + 還有更多
今天就聯絡Thomas Chau 周先生電話:0423 493 981
預定你的第一次 免費 業務評估
First Class Accounts Bank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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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值千金
美容服務
$40 每次-包括深層清潔，面部按摩等。可上門
服務（限悉尼西區）另誠聘美容生意合作者。
聯繫人JENNY 電話 0470 118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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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澳珀斯(Perth)圣公会聘请

助理牧師/青年傳道人
The Anglican Parish in
West Perth is a thriving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Anglican Church
reaching out to Australians and migrants from
East Asia.

“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純粹最可憐的
孤獨；沒有友誼則這個世界不過是一片片荒
野。”思想家培根這樣說。歌手陳亦迅的歌裡
這樣唱道：“孤單要人命”，是啊，友誼對於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很重要的。有了好朋友，我
們就可以與好友分享生命中的快樂；有了好朋
友，好朋友也就會分擔我們人生中的痛苦。友
誼給予我們美好的情操。
春秋時期有位出色的音樂家俞伯牙，他
精於彈琴，據說他彈琴連吃草的馬也會抬頭傾
聽。而當時最懂伯牙琴技之妙的莫過於鍾子
期。伯牙用琴表現高山情懷，子期聽後說：“
善哉，峨峨兮若泰山。”用琴聲表現流水的情
調時，他聽後說：“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後來，子期因病逝世，伯牙就悲痛欲絕地摔破
了琴，扯斷了弦，發誓終生不再彈琴。子期是
伯牙生命中的知己，伯牙的做法的確是有些走
極端。但是這同樣表現了在伯牙心裡，珍貴的
友誼是比愛好更重要，媲美生命。所以說，友
誼值千金。

We are seeking to appoint an assistant pastor cum
youth worker who is Bible based and Christ-centred.
Australian citizens or PR visa holders who read and
speak Chinese may apply.
To express your interest, please send a brief summary of your bio-data, your faith journey, training
and ministry experience to Rev Jacob Ng by email
at wperth@gmail.com or by post to PO Box 1289,
WA 6872.

基督教 “彩虹人生”
福音節目
由郭銘恩每週三晚上八時，週四下午二時
半在2ac華人電臺與你共渡福音好時光。郭
銘恩於1999年獲澳洲浸信會神學院教牧學
學位，自二千年起在教會服事，並從2009
年創立“彩虹人生”福音節目至今。如欲
支持此福音事工請電: 0427 260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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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人
之相識，貴在相
知；人之相知，
貴在知心。”
心靈是個奇妙

的東西。友誼能夠起到滋養心靈的作用。在人
生中，友誼好比可口的奶茶，能夠讓人舒心。
阿拉伯傳說中有兩個朋友在沙漠中旅行。
一天他們吵架了，一人還給了另一個一記耳
光。被打的覺得受辱，一言不語，在沙子上寫
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們
繼續向前走，一直到了沃野，被打巴掌的那位
差點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來。他拿了一把
小劍在石頭上寫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
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問道：“為什麼你寫
的地方不同呢？”那人笑著回答說：“當被一
個朋友傷害時，要把它寫在一個容易忘記的地
方，風會負責去掉它；相反，如果被幫助，我
們要把它寫在心裡的深處，在那裡，任何風都
不能抹去它。”
對於別人的恩情，要牢記在心中，對於別
人對不起自己的地方，要漸漸忘記。因為，人
們只有感恩生活，感恩於友誼，才會幸福。
在人生中，如果有了好友，人們的情感
就會變得崇高起來；好友的一句問候，一聲叮
嚀，都會像咖啡一樣，溫暖著我們的心頭，讓
我們有喜悅感。友誼值千金，渴望友誼，渴望
幸福。
作者現居中國

藝文天地
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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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嘉陵

我的
準洋女婿
◎ 巡邏途中的警官彼得（右）和他的同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家大肉肉（浙人
對寶貝女兒的呢稱，音：Niu3 Niun4)芳齡28，
成親的吉日選在今年11月4日，肉肉說因為那是
個墨爾本跑馬節長周末的星期天，親朋好友比較
容易湊齊，而且週日結婚，教堂的收費也比周六
低些。結婚的對象，也就是我那準女婿，名叫彼
得，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澳洲草根後代。
據說祖先來自英國鄉下。父母親都曾是打
理農場的好手。彼得從小就在墨市郊外那片廣闊
天地裡摸爬滾打，練就一付好身架。這後生雖然
沒有讀過多少書，但為人倒也精明，知道自己的
前途只要有靠自己搞定，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
上。
中學畢業一年後就發奮努力入選警校。經
過一段嚴格的訓練後，彼得便正式持牌上崗了。
俗話說：人靠衣服，馬靠鞍，彼得那乾練的身材
再配上那套威武的澳洲警服，那叫一個英俊、瀟
灑，真是酷斃了！
從此後墨爾本的的大街小巷裡就多了一名帥
哥巡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肉肉和彼得這對異
族俊男、靚妹就在墨市這大街小巷上的某一個酒
吧間裡相遇、相識了。最初我猜想這段情緣充其
量不過是個小小漣漪、曇花一顯罷了，因為雙方
的差異確有天壤之別，誰成想，老天作美，倆人
你來我往的，越看越對眼，後來，我那寶貝千金
就發誓非彼得莫嫁了。我雖然百思不得其解，無
奈女大不由娘，久而久之也就只好聽其自然了。
自打有了彼得這個準女婿後，警察捉小偷
的故事倒是聽了不少。話說有一回，彼得和我家

格的考試，榜上有名，明年年初將重返警校，
接受為期數月的偵探課程培訓。結業後就將正
式步入維省探警的行列了。我們相信彼得一
定會不負眾望，成為一名象福爾摩斯一樣的出
色的偵探，繼續為保衛社區和民眾的安全做貢
獻。同時，我們也翹首期待著聽到更多關於警
察捉小偷、偵探破奇案的精彩故事。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堪培拉

寶貝肉肉閒來逛街購物，經過市中心的一家名牌
內衣店，見一時髦女子從店中急走出門，順手牽
羊把門口貨架上掛著的幾條內褲塞進上衣裡面。
說也巧，這天該那盜衣賊倒霉，她的動作雖然敏
捷，卻難以逃過人民警察那雙雪亮的眼睛。彼得
立即前去告知店主，但當時店裡只有一名店員，
實在抽不開身。彼得聽後二話沒說，馬上轉身追
趕那正想鑽入人群、逃之夭夭的美女小偷。只見
彼得攔住盜賊，亮出警牌，喝道：我是警察，你
剛才的不軌行為我都看見了。我現在不當班，但
我這就叫當班的同事們過來帶你去局子裡走一
趟，在他們趕到之前，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和我一
起回到你剛才行盜的商店門前等候。誰知這女子
不但不痛痛快快地認錯、服法，反倒抵賴、拒
捕。結果自然是被彼得毫不留情的摁在地上，不
得翻身。
不過在交手的過程中，彼得內心暗自嘀咕：
想不到這溫文爾雅一小女子，居然有不輸鬚眉之
力氣，稱之為‘女中豪傑’該不為過？！過往的
行人最初還誤以為是帥哥、美眉鬧彆扭鬧到街上
來了，再看看又像是壯漢當街欺負無辜弱女子，
有些不明真相的旁觀者把握不定，乾脆按兵不
動，靜觀事態發展，隨時打算來個英雄救美甚麼
的。
彼得被人誤會，並不在意，也不解釋。直等
到警察到場後，這一切才算真相大白。
再後來，彼得聽審案的同事們說那個身手不
凡的女子果真不是等閒之輩。“她”原來是個他
（即：變性人）。乖乖！彼得這才恍然大悟，怪
不得那個“她”渾身都是腱子肉呢。
當女兒跟我絮叨完這故事的時候，我似乎對
寶貝女兒欽定的、我們未來的乘龍快婿有了更深
一層的了解：他並不完全像我先前所認定的那樣
只是一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澳憨，他更是個
浩然正氣，敬業、愛民、見義勇為的好青年。

誠聘全職牧者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Wesley Mission, Australia, is
currently seeking a full time senior minister to serve primaril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Sydney area.
The Senior Minister is to provide spiritual and pastoral
leadership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and to lead the congregation in broad based evangelism to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This includes
• Providing spiritual leadership through examples, preaching/teaching
• Working with the elder council in establish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vision of the congregation
• Equipping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various works of
ministry,
• Lead the Elders in caring for the needs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 Through the shepherding of the peopl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Directors of Mission and Wesley Mission
council leaders.
If you feel this position may be your calling and want
to find out more in details of job description, qualific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please email ChineseElderCouncil@wesleymission.org.au or contact Hannah on
email hannah.zheng@wesleymission.org.au

後來，女兒又興奮地告訴我說：彼得經過嚴

箴言 8:22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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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者請函寄詳細履歷及諮詢人資料至：
PO Box 146 Concord NSW 2137聘牧委員會
收 smchui5644@hotmail.com
Tel. (02)9743 3219

主日崇拜: 星期日下午1:30 同步翻譯英語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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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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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基地產
樓房買賣
物業管理
Kent 吳恩泉 0410 718 263
kent@kentng.com.au
Ronda 吳女士 0416 286 985
ronda@kentng.com.au
P O BOX K989 HAYMARKET NSW 1240

雪梨華澳浸信會展信堂
誠聘牧者/主任牧師
華澳浸信會展信堂誠聘一位具至少有三年牧
會經驗的牧者。申請人須操流利廣東話及英
語，能說普通話更佳。本會有五堂崇拜:兩
堂粵語、兩堂英語和一堂國語。每主日約有
420會眾參加崇拜。受聘牧者的職務會因應
申請人的經驗來釐定。申請人至少需要牧養
兩堂粵語會眾和支援國語堂的事工。若申請
人具有足夠的牧會經驗，他可能受聘為主任
牧師，負責牧養五堂的會眾。
申請人的職責包括在講壇和查經班中傳講及
教導神的話語、牧養、提供意見給教會不同
的事工及負責教會行政工作。
申請人請用電郵recruit@cabc-t.org.au與教會
秘書Pak San Tam (譚伯新）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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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華人福音教會為約80人之獨立福音
派華人教會，現誠聘牧者一名，應徵者
須具神學學位，能操粵語及英語。

澳洲歸主教會

見證如雲

我生長在一個中等家庭，家庭成員有很
多：祖父母、叔叔、姑姐，同住在一個屋簷
下。是不是有些奇怪，為什麼成員當中缺少了
最重要的成員，父母呢？原因是他們在我很小
的時候已經離婚，具體的時間自己腦海都無印
象。母親離婚後再嫁移民美國，父親是不太顧
家的人，自己在外居住，一年見不到兩次，也
說不上十句話。我大部份時間都由祖父母照
顧，因他們年紀大，沒精力管教，而且他們也
不能提供物質需要。
我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當然是感受不到
愛，而內心又很想得到愛，自然就出外找尋。
在外很容易就找到一班所謂知己，當時覺得他
們很明白自己，很支持自己，大部份時間都和
他們一起玩。當時常顧著玩，學業成績就很
差，不想讀書，到中三時就停學，在停學期間
每日都和朋友一起，過了不久就加入黑社會。
當時覺得很威風，可以一班人去欺負別人，又
無需工作，可以玩樂，日子正如出埃及記32章
6節的記載，和以色列人一樣“坐下吃喝，起
來玩耍”。但要過以上生活是需要金錢的，起
初別人會請，後來要自己出一份，當自己正為
金錢煩惱時，就被在黑社會的大佬利用，教我
去賣白粉，賣白粉是一項很容易賺錢的勾當，
同時又覺得被大佬賞識很光榮，就在這情況下
就踏上了犯法的道路。
神的說話是真實的：“惡人的道，好像
幽暗，自己不知因甚麼跌倒”(箴言四：19)，
踏上這條犯法的路是惡夢的開始，開始賣白粉
時的確是賺了不少錢，解決了金錢煩惱，但是
我的生活更是敗壞。賭錢、色情樣樣都嗜，在
1981年更被引誘吸食白粉，自知吸白粉是不好
的，會上癮，但自信心過大以為能夠控制白
粉，結果反而被白粉控制，不能自拔。
當被毒品控的時候，會做一些自己不想
做的事，例如：傷害家人的心、整個人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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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盡

大變、變得多疑、不信人、人際關係差、連和
黑社會大佬關係也不好，自然到後來白粉都沒
得賣、沒收入但又每天都需要錢來吸毒，唯有
去偷、呃、騙……偷百貨公司、超市、呃家人
去戒、騙別人錢……俗語說：“上得山多終遇
虎”，終於在一次偷竊超市中被捕，亦開始
我的監獄生涯，也開始令我進入一個大循環
裏面，吸毒---坐監---戒毒---吸毒，跳不出
來，很痛苦。深知道吸毒會毀滅自己，無奈試
過很多方法去戒，都不成功。戒完出來，很短
的時間內又會重吸，非常痛苦，痛苦到想結束
自己的生命，試過上天台想跳下來，但又沒有
勇氣去跳，當時覺得很失敗，連死都不敢。
在1991年結婚，太太是朋友介紹認識的，
那時我在醫院戒毒完畢，外表與別人無異，所
以太太不知道我是吸毒者。婚後，又再重吸但
暪著太太，到最後也暪不住被她發現了，太太
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吸毒者，她鼓勵我去
戒，但可惜每一次都失敗，又再次跌入罪惡循
環裏面，當時的心態就正如保羅所說：“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馬
書七：18) 感謝神，到了自己認為沒盼望，家
人也絕望的時候，神的拯救就開始，有一句
話，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在2000年5月我因犯偷竊罪，被帶上法
庭，法官判守行為，條件是要戒毒，這次能守
行為，其實根本是神蹟，因為當時我是一個積
犯，根本無資格守行為，當感化官第一次見我
時，也重申，我是不能守行為的，但第二次會
面時，他對我講：“不知甚麼原因，我這次好
想給你試下，不過一定要入褔音戒毒所。”當
時為了不用坐監，立刻答應，這樣我就入了晨
曦會，現在回想當然是神感動感化官令我認識
衪。起初在晨曦島時，仍然抱著不信的心，因
自幼跟隨祖父母拜偶像，認為耶穌只是西方人
的玩意，不關自己事，在島裏只是有日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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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志麟

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希望盡快恢復身體，盡快可以離開，但很感謝
神的恩典，神不單是要拯救我，還要我遇見
衪，認識衪和經歷衪。
入島2個月後，心裏非常想念太太和女
兒，但因吸毒已和她們有一年沒見，沒聯絡，
村內弟兄鼓勵我寫信給她們，我寫了但沒收
到回覆，心情很低落，一方面擔心她們是不是
有事，另一方面憂慮是不是太太不想回信，思
想很亂又不能做什麼，到最後在一個晚上跪在
床上作了人生中第一次的祈禱，我向神說：“
如你是真神，就讓我能知道家裏的消息，我就
相信你。”當時都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態度，到
了第二天下午，神奇妙作為展開，同工叫我入
寫字樓，問我是不是有太太，因早前有一位女
士到教會辦事處自稱是我太太找我，還留下一
封信給我，早前同工是觀察我的狀況適不適宜
收信，現在認為我情況穩定，所以決定給我這
封信，在信中得知原來太太找了我很久，但不
知我去了何處，後來在我住的地方發現晨曦會

給我的收據，才知我在晨曦會。她們原來搬了
屋，根本沒收過我的信。
當我看完信後很開心，再仔細一想心裏
覺得好震撼，不早不遲，就在我向神求完，我
就收到消息，真奇妙，但我是一個剛硬多疑的
人，向自己解釋這可能巧合，但真是感謝神再
讓我經歷第二次神蹟，到最後我向神說：“我
信，如再不信就是盲了。”就正如基甸一樣，
當我立志相信時，我內心覺得好平安，我向神
認罪，願意悔改，內心覺得好喜樂，知道一切
可以重頭開始，知道神再給自己一次機會，日
後我開始看聖經，祈禱，留心聽同工教導，這
樣生命也開始不同，價值觀也不同，願意去幫
弟兄工作，脾氣也變得溫柔，懂得站在別人立
場去思想，弟兄看在眼裏覺得好奇怪，因為以
前的我是自私的人，為何會不同呢？他們問
我，我回答：“因為我信了耶穌。”
真的，原來耶穌可以改變人，如經上說：“

黃志麟個人資料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17)神
不單是改變我也改變我的家，我和太太，女兒
關係變得很親密。到我畢業時，我感受到神對
我的託付，就是要我延續褔音戒毒聖工的服
事，去幫助吸毒的人，我向教會表示希望留下
學習，好感謝神，多謝教會留下我，給我訓
練，到2002年5月正式成為同工，在訓練期間
也遇上挫折，心裏也曾經掙扎，但神都加添信
心，讓這些挫折成為試煉，讓我可以成長，在
同工時間也遇上困難，神的恩就在困難裏顯得
豐盛，願神繼續使用我，我願意盡心、盡性、
盡力、盡意，愛主我的神(申命記6：5) 亦願意
回頭堅固弟兄。
2006年初，我因為想更能認識神及看到自
己在聖經知識上的缺乏，於是報讀中華神學院
晚間神學課程，好好裝備自己，以至更能有效
地事奉及服事過來人。
作者現居香港

香港晨曦島福音戒毒中心
* 雪梨聚會

※ 播道會活石堂主日學聯合聚會

黃志麟，45歲，已婚，有2個女兒，分別
為13歲及1歲半，妻女均現居於廣州。其他家
庭成員多定居於美國。26歲開始食白粉，高
峰期每天花$600吸毒﹔曾接受過無宗教的自
願性戒毒服務數次，不果。
入島前因高買被捕，由感化官轉介入，在
2000年5月15日入晨曦島接受福音戒毒，完成
18個月康復療程後，2002年5月1日成為本會
的輔導幹事。

5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30 粵/國語
5-7 CASTLE HILL ROAD,
WEST PENNANT HILLS
電話: 9980 5201
國/粵語崇拜主日上午9:30
英語崇拜主日上午11:30

※ 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5月12日(星期一)金齡之家上午11時，粵語
5月14日(星期三)祈禱會晚上8時粵語
1 RESERVE ROAD
WEST R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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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恩嬰

精力充沛的秘訣
西墨爾本新社區浸信會恩典堂
Western New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昨傍晚，與一位患病的姐妹通了電話，她狀況還好。為她介紹了一女中醫在Eastwood。
這位姐妹很佩服我並坦承地問我為什麼我會有那麼充沛的精力。

英語English
Sunday Morning Service:10:15am

越南語Vietnamese
Sunday Morning Service: 10:00am

粵語主講(華語傳譯)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1:30-3pm

聯絡：中文部會牧：楊南飛牧師(Philip)
電話:(03)8390 1925 手提: 0401 010 366
電郵: duongphi68@gmail.com
地址:Cnr. Larkspur Drive & Protea Cres, St. Albans, Vic 3021
Po Box 123 St. Albans (Melway 26 C4)

我的答復是：“每天親近神，聽祂的話，不斷感恩。神是賜我力量的來源，我是祂的管
道。所以我應該把祂給我的恩典輸出去一一幫助有需要的人。另外，事情得分輕重緩急來做，
這樣，才會在許多要處理的事前，做到從容不迫。”
要不斷感恩，其中有二要點：一、不與別人比。我們都是單身女人，獨自撫養著孩子，如
與健全的家庭比，只會徒增煩惱，和自己過不去。為已有的感恩；不是神的恩典，我們什麼都
不是。二、善於去發現有些單身母親身上的閃光點，作為鼓勵自己的啟示。
如，鳳嬌.曉翠,她們除顧好自己的家庭外，還常常幫助、關懷別人，家訪呀、在電話中問
侯呀等等。所以她們活的輕鬆自在，沒煩惱。

針灸按摩治療，疼痛剋星

我認識一位別教會的姐妹，她丈夫從發現癌症到歸天才七個月。她
從一個養尊處優，從不會為油鹽醬醋、家庭生計操心的家庭主婦忽然一
下跌到要獨立撫養不到十歲的女兒的生活底谷，困難可想而知。
感謝神，靠著救主賜的力量，她從飛來橫禍的苦難中站起來，女
兒學習成績常常在年級中名列前茅；一句英文都說不順溜的她，居然在
她居家附近的幼兒園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憑在中國的幼教證書）
更可貴的是：她常常主動地去幫助周圍的人，以口傳道、以身證道。當
她聽我說起，姜利群姐妹去河南孤兒院宣教後，生活本不富裕的她，買
了好多食品托利群姐妹帶給孤兒院的孩子。知我最近週六要讀書，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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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鬆肌肉，改善循環，促進免疫

澳洲區台福基督教會

◎ 激發自癒能力，找回健康身體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墨爾本台福

5 Havelock St.
Burwood, VIC
週日10:30am 台/英語聚會
2:30pm 華語聚會
洪牧師(03)9889 8236
網址:www.efcmel.org

傳統中醫師
女物理治療師
按摩、推拿、針灸等
醫療保險回扣

雪梨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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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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Horsley Ave.
Willoughby, NSW
週日9:15am英語聚會
周日11:am華語崇拜
陳牧師 0450 688 190
網址:www.efcsydney.org

睦鄰台福

17 Deane St.
Burwood, NSW
週日 10:00am 華語聚會
許牧師 0414 521 514
網址:www.efcburwood.org

歡迎參加

愛平台福

2 George St.
Epping, NSW
週日10:00am華語聚會
柯牧師 0414 011 194
網址:www.efcepping.org

東雪梨台福

829 Anzac Pde.
Maroubra, NSW
週六10:00am 華語聚會
邵傳道 0416 221 668
網址:www.efcm.org.au

羅以台福

124 Nemies Rd.
Runcorn, QLD
週日 2:00pm 華語聚會
邱牧師 (07)3272-4105
網址: www.efchurchrohi.org

聖山台福

42a Hill Road,
West Pennant Hills, NSW
周日2:00pm 華語聚會
林傳道0431696644
Facebook: EFC Hills

法到Flemington水
果市場買便宜水果
時，她常常會勻些
水果給我。這樣的
姐妹，怎麼會精力
不充沛呢？ ！又
怎麼會煩惱呢？！
套用一句她的口頭
語“我要活出神的
色彩來！”
期盼我精力
充沛的來源和屬靈
體會能給大家點啟
發，尤其是還處在
煩惱、焦慮的人。
以馬內利！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箴言 8:23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見證如雲
月
刊
◎

愛

文/蒙 恩收集整理

Email:Sydneyelectrical@hotmail.com

獻
奉
的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書13:4-8）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
121:8）
2006年春節期間，我隨趙松岩傳道去安徽
壽縣農村，參加7個教會的短宣，主題是“重
生”。趙傳道一天2次講道，我在講道後做見
證，晚上還有團契活動，內容很豐富。短宣的8
天中，我分享到不少生命的見證。尤其在探訪畢
如華姐妹的家時，讓我看到愛的力量。
畢 如 華 姐 妹 告 訴 我 們 在 他 們 家 發 生 的 事
情：
“丈夫兄姐4個，他最窮，又老實本分。兄
姐們都買了車做運輸生意，丈夫用家裡的一輛四
輪車替小老闆拉電線桿賺辛苦錢。每次運貨時，
總想多裝幾根，希望付出多一點勞動力，可以多
拿到一點錢。有一次因超重翻車，電線桿壓斷
了他的腰椎，從此癱瘓，至今17年。我的心一下
子掉到冰點，整個人麻木了，我傷心地哭乾了眼
淚。兩個孩子怎麼辦？這個家沒有了主要勞動力
怎麼辦？醫藥費怎麼辦？生活總得過下去呀！”
兄姐們來勸我，說：“像他這樣的人是沒
有指望了還不如讓他死了算了。你還年輕，可以
重新嫁人嘛！”我說：“他健康時是我丈夫，現
在癱瘓了，還是我丈夫，我怎麼可以丟下不管
呢？我是一個基督徒，應該要有愛心。”兄姐們
就沒趣地走了。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也為祂
顧念你們。”（彼得前書5:7）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
相稱。”（以弗所書4:1）
“自從丈夫癱瘓之後，教會的同工同道們
熱心幫助，切切代禱，給予很大的安慰。在基督
愛的激勵下，我走出悲觀的陰影，將重擔交給
主。17年來，靠著神所賜的力量和信靠神的信

“彩虹人生”
基督教福音節目

心，我無怨無悔地服侍丈夫，每天重複的為他的
吃喝拉撒忙碌，心裡充滿平安和喜樂。神給我健
康的身體，使我從來都不覺累，感謝主！因著我
對丈夫的愛，也調整了丈夫的心態。丈夫總感到
對不起我，天天守著他，要替他擦身、換衣、翻
身，不停地為他操勞，他心裡實在不願意連累
我，曾經幾次想割脈自殺，都被我勸住了。後來
他被我年復一年的細心服侍感動了，終於接受主
耶穌作自己的救主，在病床上受了禮，成為我的
弟兄，我們更親密了，因為服侍弟兄就是服侍
主。”
這時，弟兄開口說話：“如果沒有她，我
一天也活不了。一年365天，天天要為我揩身，
不這樣做，我的人就會臭掉。為了時刻照顧我，
每天都睡在一張床上，只有神的愛在她裡面，才
會對我這麼好！”說著，他止不住留下淚來。
畢如華姐妹說：“我好感謝神，17年來，
我從來沒有感到累過，我覺得這都是應盡的本
分，做得甘心樂意，做得歡喜快樂，神的恩典夠
我用。”她又講到兄姐們欺負殘廢的弟弟，把村
里分給造房的土地拿走了，譏笑她沒有兒子，
要了土地有什麼用？畢如華姐妹沒有怨言，她
說：“有了主耶穌就足夠了！因為教會給了我溫
暖，也給了我力量。如果沒有教會，我早就失望
了。”

郭銘恩每週三晚上八時,週四下午二時半在
2ac華人電臺與你共渡福音好時光. 節目內
容包括聖經話語分享,採訪各地牧者, 信徒
生活見証等.
收聽:網上 http//www.2ac.com.au
或用2ac 電臺專綫收音機
如欲支持此福音事工請電. 0427- 260264
(如貴教會有特殊聚會,請將簡單消息發到
rlife26@yahoo.com.au 我們樂於代為宣傳)

誠聘牧者(半職)
北區雪梨華人基督教會，現誠聘半職牧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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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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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睹眼前整齊的床被、幹乾淨淨的弟
兄、紅光滿面的姐妹、孝敬父母的一雙女兒、看
似一個簡單樸素的家，卻滿了基督的愛：妻子愛
的奉獻、女兒愛的孝順、教會愛的關懷、肢體愛
的代禱……。
臨走前，我們所有的人手拉手圍成圈同心
合意開口禱告。每個人都敞開心靈，向主流淚感
恩，主啊，我願負起代禱的責任，求主激勵弟兄
的心，單單仰望你。外面的身體雖然朽壞，但願
裡面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阿們！ 2008.3.8.
作者現居中國
LIFE MONTHLY APRIL 2014 NO.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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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有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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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牧者
位於雪梨西南區的崇真華人基督教會為一
家無宗派教會，分中英文兩堂崇拜，會眾約一
百二十人，欲聘請一名男性全職牧師或傳道負
責牧養中文堂會眾約五十人及帶領中文事工。
應徵者須有認可神學院畢業資格、持正統福音
派信仰、有牧會經驗、操流利國語和英語及擁
有澳洲永久居留權。
有意者請寄履歷致:Chinese Minister
Searching Committee, Chung Che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111-115 Arundel Rd,
Horsley Park, NSW 2175
或電郵:tjiunghaulay@gmail.com
如有查詢，請聯繫黎駿浩執事
電話: 0413 848 739 ◦

一位未信耶穌的朋友問一位信耶穌的
說：“我曾看到一本書，叫古教會血證史，上
面記載基督徒為他們的信仰流血的事，我看到
他們的勇敢就義，心中生出一種感想：這位耶
穌是誰，叫這許多人寧可捨棄性命而不放棄信
仰？信耶穌有什麼好處，竟使這些人這樣堅
定？”
那位信耶穌的說：“朋友！你所問的兩個
問題是極有價值極有思想的，你要明白信耶穌
有什麼好處，必先明白耶穌是誰。這耶穌就是
創造宇宙萬有的上帝之子，他就是上帝，永活
的上帝；他曾降世為人，作世人的救主；為救
贖世人釘在十字架上流了自己的血，捨了自己
的命；死後第三天又復活了；在眾人面前升上
高天，這就是我們所信的耶穌。信耶穌有什麼
好處，實在是一言難盡。
我可以告訴你幾件事情：
第一，他要為我們解決罪和死後的問題。
人生在世，有一件最悲痛的事就是死，無論是
誰也不能逃脫它的權勢；如果人死如燈滅，死
了就完了，死倒是一個結束人生痛苦的好辦
法，無奈人有靈魂，靈魂是永不滅的。人死之
後，靈魂要歸到何處呢？這是死叫人恐怖的原
因，主耶穌來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人為什麼
有死呢？有人說：死是從病來的，死是人生自
然的現象。但聖經上是這樣說：“死從罪來
的”。主耶穌來為人類捨了命，要把我們從死
中贖回來，使我們這必死的身體可以再活過
來；主耶穌說，他再來的時候，要叫一切信他
的人都從死裡復活，信他而還活著的人都要改
變形體，一同被提到天上。因為他自己首先從
死裡復活，作了世人可信的憑據，所以他的話
都是可信的，因此這些已經信了的人寧可捨棄
肉體的性命，也不放棄永遠的生命。
第二，耶穌要賜聖靈住在我們心中，使
我們真正得著所渴慕的良善。聖靈進入我們的
靈里以後，我們的人生就起了很大的改變，他
叫我們心中正直光明，叫我們有向善離惡的能
力；他叫我們心中有仁愛、喜樂、和平、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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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各種的美
德，所以有許多人未信主之前很不好，但信主
之後就改變好了，這就是聖靈和基督生命的能
力使他有這樣的改變。
第三，我們有了上帝，就有了依靠、有
了幫助、有了目標、有了盼望、有了亮光、有
了安慰、有了膽量。我們是走在最正確的道路
中，我們有最幸福的人生；上帝要保護我們，
看顧我們，引導我們，我們也可以隨時禱告
他。
第四，我們要稱為上帝的兒子。作上帝
的兒子是幸福的，將來我們要回到上帝的家中
──天堂。聖經論到天堂：上帝為信之人所預
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
裡未曾想到的。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天上的福
氣我們還未去享受，但今生的幸福我們卻已經
得著了：如今既然是真實地顯明在我們的人生
里，將來的一切也必是真實的；每一位真信耶
穌的人，都有這樣的經歷和盼望。
全知又全愛的真神，早已知道人類會拒
絕、不信祂所定的法則與自然律，也不遵行祂
的話語去生活、為人。結果必然招致許多的痛
苦、失敗，走上滅亡之路。所以祂膏立耶穌基
督作全人類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捨生，以聖潔
無罪的生命，擔當全人類的罪惡；以公義的行
為，擔當世人邪惡的行為；以永恒有功效的寶
血，潔淨世人污穢的良心，除去致人於死的不
信惡行。憑著耶穌基督豐盛的寶血，神賜相信
的人永遠的生命，與神的性情有份，相信神在
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且在聖靈的教導下，能
明白聖經的真理，並藉著與復活的基督同在、
同生活，去遵行父神永遠善良純全的旨意，成
為神與人都喜愛的一個人。因此，神一定要世
人相信耶穌，才能得救。除了耶穌以外，你說
還有哪位聖賢能作你我的救主呢？
朋友！這就是我們堅持信耶穌的理由，因
為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朋友！請你也和
我們一同相信吧！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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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走得遠，你就必須放得下。希望走得遠
而又不願意放下，將促使你的肩膀更加沈重，心靈更
加封閉。落在如斯光景，難怪我們走得不遠。
詩篇131刻畫了一幅如何放得下又走得遠的
圖像。它是其中一首的上行之詩。聖經學者相信
是朝聖者往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的路上所唱的，
或是祭司們在聖殿前拾階而上時歌頌的。對於即
將步入新的一年的我們，它的信息富於啟發性。

1. 放下驕傲自恃 (第1節)
萬事發自內心。當我們的心靈驕傲，我們就
會任由它自我膨脹到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詩人
描述了兩種驕傲的現象：(1) 擁有“自高的眼”
, 是述說一個目中無人的高傲者; (2) 堅持執行
重大和測不透的事，它描述了一個人為了表現，
為了補償，為了證明自己，即使負荷超重也在所
不惜。這些的活動一般都會把我們帶入一個自
私，自戀及疲勞的狀態裡，犧牲了敬虔的生活及
人際關係。
能夠平心靜氣地接納別人的價值以及能力，
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釋放。知道自己的界線也安
於本位，有助於我們準確地拿捏步伐的快慢，責
任的輕重，心情的起伏。

2. 放鬆就能休息 (第2節)
要征服驕傲，我們必須(1)培育平靜安穩的
心以及(2)經歷自我捨棄的操練。 “平靜安穩”
是把粗糙的部分或凹凸不平的路修平。犁平了地
就可以預備播種，等候新生命的萌芽。在上帝裡
面的平靜安穩為我們的生命創造了契機。另一個
征服驕傲的方法則有如嬰孩在斷奶時所要經歷的
捨棄。在斷奶的過程中，嬰孩經歷了撒嬌及吵鬧

過程後，終於接受了斷奶的事實，安睡在母親的
懷中享受真正的憩息。
大衛王是本詩篇的作者。他多年透過戰事
來鞏固王朝，擴張國度版圖，因此深深明白何謂
緊張和壓力。他何嘗不渴望有安息呢？我們今日
的生活也相去不遠，坐立不安的心情是今天的寫
照，在職場如是，在教會亦如是。在神裡面的知
足和安息能釋放我們進入神豐盛的生命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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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放心就有盼望 (第3節)
如果沒有盼望，我們就會抓緊任何我們以
為可以帶來希望的東西，卻經常抓錯了。大衛王
鼓勵我們必須把盼望放在耶和華的身上，並等候
他。
“等候”是今天社會失落的珍寶。這時代熏
陶著我們，推動我們非得汲汲營營，把握時機一
而再地創新高，以期直攀高峰。當然，不論是在
時間、承諾、關注或是生活上，我們無法忽視全
球化所帶來的激烈競爭。但是，借著神的聖言所
設定的界線，千錘百鍊的價值觀，以及所提供的
屬靈資源，我們可以在主裡面懷著滿滿的盼望過
著幸福人生。
在這新的一年，學習放下你的懼怕和緊張，
傷害和羞辱，失敗及成就，憤怒及苦毒，來重新
經歷一個喜樂年年，平靜安穩，充滿期盼的生
活。新年快樂！
陳世協博士 新加坡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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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翰福音11:25)

◎

文/陳世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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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下

走得遠

箴言 8:24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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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刊編輯部收集整理

讚美詩源考集
榮耀大君王 O Worship the King 又譯：敬拜大君王
作詞者：格蘭特1834年（Robert Grant, 1779-1838）
作曲者：邁克爾•海頓1770年（Johann M. Haydn）

齊當俯伏拜，榮耀大君王！
主權能慈愛，須同心頌揚！
主亙古如盾牌，護我免災害，
榮光罩若宮闈，頌聲環如帶。

人舌何能述，我主關切心，
主使風吹拂，主使光生明；
主使高山泉源，下注遍平壤，
使甘霖時雨，潤澤各地方。

主權能慈愛，我等當頌讚！
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我主若發義怒，雷雲當車乘，
狂風追逐暴雨，主在其中行。

我原是微塵，懦弱無力量，
專心依靠主，必能獲健康，
因主慈愛覆育，永遠無變更！
至尊造化主宰，我救主大君。

在宗教改革初期，教會崇拜儀式，一律只許唱詩篇或聖經章句，
並無樂譜，全憑指揮領唱。在英國形成了自創一格的“蘇格蘭詩篇”
（Scottish Psalter）。 1553-58年間，英國瑪麗女王宗教大逼迫時，
許多新教徒亡命他國。紀思（William Kethe）也是其中一人，他先去
德國，繼往瑞士，他在這段時期作聖經英譯者的工作，並將詩篇寫成韻
文詩篇，其中有25首被收集在蘇格蘭詩篇集中。
格蘭特是英國聖公會的平信徒，生在印度也逝於印度。他被稱為印
度詩人。格蘭特的父親是英國人，在印度經商致富，任東印度公司董事
長，回國後，被選為國會議員。他是一個熱心的平信徒、政治家及慈善
家。格蘭特是律師及詩人，1818年當選為議會議員。1833年在議會倡議
取消限制猶太人的苛律，取得成功。1832年起擔任最高法院法官。兩年
後出魯尼恩國駐孟買總督。他樂善好施，深得民心。印度人以其名命名
一醫學院，以資紀念。他同時又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經常寫詩投稿《
基督教觀察報》。他去世後，他的哥哥把他所寫的12首聖詩結集出版。

基督教華人永遠陵園
一年一度復活節記念主耶穌救贖的山上敬拜， 於4月
12日星期六上午10:30於家福樂園舉行。 節目內容包
括：詩歌讚美，話劇“願你們平安”，鄭智斌牧師復
活節信息分享，益智問答遊戲，健康午餐等。交通：
自行開車(地址報名時奉告)，或在史卓菲Strathfield車站(Everton road)坐專車前往(早上九時)。
請務必報名，費用全部免，憑感動奉獻
9267 0130 或 0427 260 264 郭銘恩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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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格蘭特讀蘇格蘭長老會牧師基思（W‧Kethe）的《日內瓦詩
篇》104篇，啟發了他寫這首詩。許多權威稱它為敬拜神的模範聖詩，
全詩的韻律優美，氣勢魁偉而雄峻，表現了上主無限的威儀和權能，以
及人類在他面前所應有的謙恭和崇敬。原詩共有六節。

這首詩歌有兩個曲調：
美國人喜歡梅森（Lowell
Mason）所選用的海頓（Johann
M.
Haydn）曲譜。本詩所採用的曲調為邁克爾‧海頓所作。他是奧地利音
樂大師海頓（清唱劇《創世記》等的作者）的弟弟。他既是男高音歌唱
家，同時又精通多種樂器。和他的哥哥一樣，他是一位無師自通的天才
音樂家，曾創作聖歌近460首，長期擔任教會司琴和聖樂隊指揮。贊美
詩《寶貴救主》也是他作曲的。
英國人則喜歡用郭夫特（William Croft, 1678-1727）所作的曲
調，認為它在旋律、和聲、節奏上，配合得天衣無縫。郭夫特是一位傑
出的作曲家及司琴，他在英國的聖樂方面佔重要的一席，因他始創英國
詩篇，以別於日內瓦體式的韻文詩篇。他是皇家教堂的司琴，經常奉召
為國家節慶作曲者。他所作的曲，韻律莊嚴，和聲完善，曲調力求配合
詞意。1713年，牛津大學贈予音樂博士學位。

健康常識
月
刊
◎ 文/呂敢

鐵與健康
鐵是人類及各種動物的所有生命必須的營養
元素。體內的鐵大部分用於製造血紅素。血紅素
在血液細胞每120 天更換新細胞時被再循環、再
利用。與蛋白質結合的鐵貯藏在體內，而組織鐵
(存在肌血球素中)貯藏在體內的量則非常少。
一、鐵的來源：
鐵的來源有兩種形式：(1)血紅素鐵：來自
動物性食物的鐵，主要存在於魚和肉類中，約佔
腸道吸收鐵總量的35%。 (2)非血紅素鐵：來自
植物性食物的鐵，主要存在於穀類和蔬菜中。非
血紅素鐵不易被身體吸收。但由於它在食物中的
含量遠比血紅素鐵含量大得多，因此它是鐵的主
要來源。正常情形下，我們所需鐵量的65%是來
源於植物性食物。
為了使食物中的鐵更容易吸收，應在攝入富
含鐵質食物的同時攝入富含維生素C的食物，尤
其是在食用含非血紅素鐵的食物時。
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攝入較多的鐵，比如青
春期的孩子，孕期女性，以及一些患有諸如消化
道潰瘍、血尿等特殊疾病而導致鐵流失比較多的
病人。如果膳食中含有的鐵不充足，可以適當補
充鐵劑，配合維生素C可以增強鐵的吸收。需要
注意的是，作為鐵補充劑的硫酸亞鐵可能會導致

腸胃不適。
二、鐵的功用：

生素B族代謝的必要物質。

鐵在身體中擔任著重要角色：它被用於合
成血紅素。血紅素是紅血球中的紅色鐵卟啉複
合物，能夠運送氧至身體的所有器官。在細胞內
產生身體所需能量的過程中，鐵也扮演重要的角
色。所以，身體缺鐵時最先出現的症狀之一就是
倦怠，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疲勞。

鐵和鈣是中國人特別是女性飲食中最缺乏
的兩大營養素。缺鐵易引起頭暈，頭痛，記憶力
減退，思想不集中，易疲勞乏力、怕冷;造成胃
腸功能動力不足，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缺鐵時
氧氣供應不上，稍有運動就會心慌氣短;缺鐵的
人群抗病能力降低，容易感染各種疾病和發炎;
缺鐵貧血除了會使女性出現不同程度的“未老先
衰”的現象、月經不調、經痛、不孕和流產。會
使胎兒在母體內發育遲緩，出現低體重兒、畸
形、胎兒死亡;缺鐵和貧血的孩子無論體力還是
智力方面的發育遠遠不如身體健康的孩子。影響
人的情緒，情緒不穩定，易怒和煩躁不安。缺鐵
的男性除了容易乏力，工作運動能力明顯下降，
腰膝酸軟外，還會出現：性慾淡漠、少精不育、
陽萎早洩等等問題。缺鐵和缺鈣會使老年人加速
衰老。抽個血,就知道有沒有缺鐵。

鐵在生命中不同階段的功用：兒童生長發
育期和孕期時，需要大量的鐵質以製造血液和肌
肉。因此，在兒童生長發育期鐵的需求量最大。
婦女行經期，因為血液流失，對鐵的需求量比婦
女停經或男性更高。懷孕期間，對鐵的需要量比
其他時期都大大增加，孕中、後期，孕婦對鐵的
需要量達每日25毫克-35毫克。這一時期高鐵需
求的主要原因是寶寶要從孕婦的身體取得他所需
的鐵，來建立他自己的鐵儲備。因此，注意從膳
食中增加鐵的攝入量是必不可少的。
三、缺鐵的症狀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缺鐵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據調查統計，全
球缺鐵人數為37億，其中女性佔大多數。缺鐵會
導致人體血紅蛋白下降，引發其他疾病。鐵是維

所以當人體缺鐵時，很容易導致貧血。輕度
貧血不容易被發覺，所以如果身體同時出現以上
幾種症狀時，要及時就醫診斷。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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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慶堯博士紀念公開講座
梁燕城博士2014年國、粵語公開聚會
(一)親子公開講座 - 中西教養子女方法的融匯貫通

講員簡介:

       • 如何承傳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予下一代
       • 如何集中西文化之所長去培育敬虔的子女

省份

布里斯本

悉尼

日期

4月26日〔星期六〕

5月2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七時至十時

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語言

粵語

粵語

地點

新利班浸信會
Sunnybank District Baptist Church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West Sydne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地址

127 Nemies Rd,Runcorn,
QLD 4113

90 Homebush
Road,Strathfield, NSW 2135

梁燕城教授為中國哲學
及基督教研究學者，「文化
更新研究中心」創辦人及院
長，《文化中國》學術季刊
總編輯。 梁教授曾於不同大
學擔任客座教授、博士生導
師及講席教授,中文電台時事
評論員。亦曾在溫哥華明報
及香港信報撰寫專欄。梁教
授曾出版《儒、道、易與基
督信仰》、《中國哲學的重
構》、《世紀之變的反思》
等著作三十多本。

(二) 夫婦公開講座 - 異國情鴛驚夢散
         • 下一代跟本地人通婚所面對的衝擊
         • 如何增進異國婚姻的姻親和婆媳關係

省份

布里斯本

  悉尼

日期

4月28日〔星期一〕

5月4日〔星期日〕

時間

晚上七時至十時

下午二時至四時

語言

國語

粵語

地點

華人基督教會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中央浸信會
Central Baptist Church

地址

Cnr Beenleigh Rd & Sellhurst St,
Coopers Plains, QLD 4108

619 George Street,
Haymarket, NSW 2000

(三) 夫婦公開講座 - 流金歲月
        • 手牽手重温戀愛、空巢生活更精采

省份

查詢:
布里斯本：余漢英 (Eric Yu) 0421012065;
		
Philip Yu 0411 505 219
坎培拉 ：Pastor Joey Chou 0434 141 792;
		
Mrs. Wendy Yu 0404-292 801
悉尼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02-9715 6923;
		
或 www.mffc.org.au

坎培拉

日期

4月30日〔星期三〕

時間

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語言

國、粵語

地點

坎培拉澳亞基督教會

地址

36 Ringrose Crescent,Isaacs, ACT
2617 (next to Isaacs shops)

「承蒙莫慶堯博士基金贊助是次活動，免費入場，謹此致謝」
MFFC is authorised to collect money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6 of the Fund Raising Act 1991, Authority number: CFN 16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