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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月1日 談名牌消費
Prada, LV,Chanel........這些耳聞能詳的名牌，給人們的生活究竟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消費名牌需要理性，不要盲目追求名牌。

1 12月1日 戒毒有多難？

各種毒品對個人、家庭、社會的危害人人皆知。為何那麼多人仍然深
陷毒海中，無可自拔？為何成功戒毒的人，重複吸毒的比率還是很
高？為何人為了毒品能放棄一切，甚至毀了自己的人生？戒毒真的那
麼難嗎？

2 1月1日 憂鬱症
憂鬱症是一種很普遍的精神疾病，患者對周圍的事物失去興趣，無法
體驗各種樂趣，本期主題邀請你一起關心身邊的人，幫助他們找回生
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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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意

在這一次編輯過程當中恰逢非洲

伊波拉(Ebola)病毒的蔓延最嚴重的

時期，人心惶惶，死亡人數直綫上

升，昨天電視臺的報告已經有4500人

死亡。據報，20天后死亡人士會加一

倍。美國人已被傳染到，澳大利亞人

份外小心，深怕該病毒的光臨。

截至今天爲止，醫學界還沒有發

明有效的預防葯。所以被傳染到的人

80-90%會死亡。人人都怕死，因爲他

們不知道死後到哪兒去。有些人卻不

怕，因爲他們知道死後就是去見耶穌

基督。你是否有把握死後是去見耶穌

基督呢？若沒有把握，本刊有幾篇是

見證，信仰探討以及部分的主題信息

帶你了解耶穌基督。

本期主題是“祖孫情”，有關文

章有三篇；作者都以不同的平臺敍説

祖孫之情不亞於母子之情。養育之恩

不止在衣、食、住、行的照顧。教養

兒童更加重要，用聖經的話語來教導

小輩為最好。孩童好像一張白紙，用

紅筆寫下去就是紅的，用黑筆寫下去

就是黑的，能夠記得一輩子。聖經的

話語最寶貴，根據這話語去行，在家

是好子女，在校是好學生，成家後是

好丈夫，好妻子，工作上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去做，將來還有天堂的福份。

別的失去還可能再找回來，但千萬不

可失去天堂的福份，因爲那是無價之

寶。

除了主題、見證、信仰之外，本

期仍然有世說新語，屋簷下和健康常

識，各讀者詳細閲讀，必然得益良

多。如果你覺得好，讀後請送給親友

讀，人人得好處，個個笑開懷。

月刊搬遷通告:

本月刊地址從2014年11月開始更改為 38 

Day Street Drummoyne NSW 2047 Aus-

tralia,電話/電郵仍照舊，02-9181 2222/ 

0419 816 666，如有信件已寄往舊地址，

郵局將自動轉送新址直到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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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惠來

長期以來，在中國或澳洲華人社會裡，某種情況下祖孫之情

勝過親子之情。祖孫之間關係的特殊性，也決定了在家庭關係中老

年人的獨特作用。老人帶孫子女是幫兒女，就不能在親子之間製造

矛盾，而應該做好親子溝通的紐帶。目前許多家庭子女婚後不與父

母住在一起，三代同堂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不住在一起固然減少

摩擦機會，卻也少了因相處產生的彼此認識和適應的美好經驗。因

此，做父母的鼓勵孩子親近祖父母，學習與老人家相處，也就是為

自己的老年期做準備!

中國定八月第四個週日為祖父母節。很多人對這個節日感覺陌

生，其實國外早已行之有年。例如，美國的祖父母節是在每年九月

第一個週日，新加坡在十一月第四個週日。澳洲是每年十月最後一

個星期日，今年是10月26日，設立這個祖父母節日的初衷是期望人

們喚起晚輩對長者的重視和尊敬。“祖父母節”的目的不僅是祖父

母還有那些敬若為祖父母的長者。

老年人在晚年見到隔輩  人，往往比年輕時更為激動和喜悅，

對孫輩的愛更為強烈，也因為有過帶孩子的經驗，比年輕的父母更

熟悉。老年人的務實和耐心往往是年輕父母無可比擬的優勢，傳統

的手工製作、兒時的互動遊戲、童歌童謠等在帶孫輩時都能派上用

場。有一位3歲的小男孩有許多現代玩具，然而他最喜歡的玩具卻

是爺爺送的“紙飛機”，爺爺會做“紙飛機”在他看來是件很了不

起的事。這位老人動員孫子的父母也參與其中，一家三代共同回味

傳統遊戲中的樂趣和享受親子的互動。

在我的經歷中，我的母親非常耐心地幫助照顧我的兩位女兒，

經常為孩子們禱告，講福音故事給她們聽，禮拜日帶她們去教會。

我的母親雖然辭世已16年，她的孫女仍非常想念著她。

聖經中多處提到老年人的價值。

（一）肯定年長者的價值

約伯記十二章十二節說：“年老的有智慧；壽高的有知識。”

基督徒都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神藉由先知及使徒們，傳講衪的話

語給相信祂的百姓。在聖經中有許多地方提到老年人的價值，例

如：

1.年長者能辨別是非：列王紀上第十二章記載了所羅門王駕

崩後，以色列國分裂的悲劇。雖然聖經把分裂的罪歸於所羅門，但

他的兒子波羅安的愚昧也是促成分裂的原因之一。波羅安不懂得尊

重年長者，沒有辨別是非的智慧，反而聽信少年人幼稚妄為的「絕

招」，在六至十三節中特別提到波羅安愚蠢的行為，就是不聽老人

言。

2.年長者有豐富經驗：出埃及記十八章十三至廿三節裡記載摩

西的岳父——葉忒羅，他建議摩西委任有才能的人，協助他審判百

姓案件的工作。使摩西和百姓都輕省些，顯出長者的豐富經驗。摩

西能採納長者的意見，也是一種智慧。

3.年長者靈性美好：箴言十六章卅一節說：“白髮是榮耀的冠

冕，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

（二）體恤年長者的軟弱

1.老年人的軟弱：詩篇七十一篇第九節：“我年老的時候，

求你不要丟棄我！我力氣衰弱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十八

節：“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

能力指示下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這兩節經文顯示老年

人的需要。

2.老年人身體的退化：傳道書十二章二至七節裡描述說：視力

衰退、牙齒脫落；失眠及焦慮日益加深；幹勁衰退，野  心則日漸減

少。有的人年老時兩眼昏花不能看見：如以撒（創世記廿七1）、

雅各（創世記四十八10）、以利（撒母耳記上三2、四15）及亞希

雅（列王記上十四4）。

（三）晚輩對長者的態度

聖經中對晚輩該如何敬老尊賢有許多的教導與勸勉，如箴言所

說：“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箴言廿三25）。提摩太

前書五章一至二節：“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總要清清潔潔的。”

神愛世人，每個人在神眼中都是寶貴的，因此，當我們領受聖

經的教導後，自當清楚該如何行，才合神的心意。更盼望藉著基督

徒的好行為，成為社會的一股清流，喚回日漸被人們所漠視、忽略

的“敬老”觀念與態度。讓老年人得到尊重，活得自信、自愛，也

讓年輕人知道如何敬重周遭的長輩。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淺談祖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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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7:4 對智慧說「你是我的姐妹」，稱呼聰明為你的親人， 

◎  文/曾靖

十多年前與外子結婚，彼此的父母還沒

有信主，所以我們常常為他們的救恩禱告。可

是，與家人相處是一個過程，認識神也是一個

過程，不是一時三刻便會變好。

結婚最初幾年，自己身為媳婦，與夫家

的各人總是客客氣氣，是和諧但總帶點隔閡那

種。每週回去吃飯，總覺得不易建立親密的親

情關係。當然，兩個家庭兩種文化，彼此需要

協調包容遷就的地方還是很多的，相信這是許

多經歷婚姻的人都會面對的事。加上外子的家

庭是拜偶像的，而當年的自己在信仰路上，仍

有許多掙扎和不成熟，實在不容易在這不冷不

熱的關係上有美好的見證。

隨後，大兒子出生了，與公公婆婆多了話

題，每當我們帶兒子回去，他們總是喜孜孜地

看著孫兒，也幫忙照顧孫兒，但教養方法始終

孩子是家庭的潤滑劑

如果你問我，最希望下一代將來怎樣，我想莫過於讓

他們成為愛神愛人的基督徒；如果你問我，最希望上一

代將來如何，莫過於得到救恩。

與我們夫婦倆迥異。尤其在信仰方面，外子和我

要讓孩子明白祖父母所信的，和基督教有甚麼不

同，讓孩子也一起加入為祖父母信主的禱告行列

中。小小孩子，禱告短而有力，他深覺祖父母信

主的迫切性，習慣每晚為他們和好些親友信主禱

告。除此以外，孩子與祖父母一起時，都會很自

然地禱告謝飯，又不時唱唱詩歌，藉此讓他們多

點接觸基督信仰。每次祖父母看到他的基督徒生

活示範，也不會抗拒，愉快地欣賞他的各樣行

動。

記得有一年十二月，兒子讀幼稚園低班，帶

了一本耶穌誕生的繪本故事回家，婆婆接在手中

說要為他講故事，祖孫二人並肩坐在沙發上，溫

馨非常。婆婆一頁一頁指著圖片為孩子講說，當

頁面翻到耶穌出生後睡在小馬槽時，單看圖片沒

看文字的婆婆竟然說：“BB病了，好可憐啊！大

家都來探望他。”我剛經過，也忍不住停下糾正

她，雖然表面上大家都是打哈哈的，但我心卻嚇

得抹一把汗，畢竟這是個對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

一段歷史啊！

除了信仰外，教養方法的不同也曾引起三

代緊張的關係。孩子漸長，遇有意見不合時，會

衝動地表達意見，出現跨代的衝突，讓長輩難以

下台。記得有一次，我看到孩子和祖母為小事吵

起來，我立即喝停孩子，要孩子先向祖母道歉，

因為就算有理，長輩仍是要尊重的，這樣大聲，

怎樣也說不過去。孩子只好低聲向祖母道歉，

婆婆也因此事明白自己身為長輩，會受到後輩的

尊重和保護（包括尊嚴），所以也安心與我們相

處了。我想惟有我們在敬老一事上先作身教，孩

子才會跟從效仿。故此每逢節慶、長輩生日等，

我們都會徵詢長輩意見，甚至以他們的意見為依

歸，讓他們感受到自己被尊重和被愛，這乃是家

庭和諧、深化關係最基本的條件。

值得感恩的是，多年前我母親決志信主，

及至兩年多前在她的安息禮拜上，公公也表明決

意接受耶穌基督為他的個人救主。我深信神的應

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這條

信仰之路、家庭美滿之路，因而又邁向重要的一

步。

今年農曆新年，公公婆婆和我們前往不同的

親友家拜年時，發現公公竟和孩子一起玩撲克，

連我那仍在讀幼稚園的小女兒也加入戰團。因

此，現在每週除了回公公婆婆家探望他們，一起

晚飯外，還多了一項娛樂──讓大家在輕鬆的環

境下玩玩紙牌，製造笑料，閒話家常，實在好得

無比。有時就算大兒子功課很多，我也請他安排

調整一下，讓大家也珍惜和全心投入這段能與祖

父一起歡度的美好時光。

可以說，孩子是兩代人的潤滑劑，他們所

帶來的歡樂、互動，不單讓上兩代人更能了解彼

此，還讓親情變得更濃。但願主的福氣繼續臨到

每個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因為有

神愛的家庭，才有真正的恩惠、平安、喜樂和盼

望。

本文獲蒙允許 轉載自《天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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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黃邁勵

我的印像中很少有祖輩關愛我的記憶，外公外婆很早就去世，

我的祖父在1948年帶著他大多的兒女去了台灣，只留有大伯和我祖母

我的父親在上海，我對祖父的印像只是在長輩的談說中和留下的少些

照片上了。我的祖母是醫院的院長也是醫生，工作忙碌，不會每日照

顧陪伴我，她是基督徒，朦朧記憶中我還記得她帶我去過的教會，她

在我幼年時去世了。那時父母親都要上班，我和我妹妹被送去了全日

託的幼兒園，那時候父母每週要上班六日，我要到週六晚才可回家一

天。後來我長大上學了，也是早晚才可見我父母，我母親又離家去幹

校工作勞動鍛煉幾年，父親白天在醫院工作，下班後響應國家號召

去’大煉鋼鐵’，回家很晚了，我和妹妹都睡了，一早又各自匆匆上

學上班，因此我大多的時間在大集體生活中長大，我的幼年缺少了長

輩的親情。

今日在亞洲超市偶遇董，看她領著她的外孫。我們說話，外孫圍

著她快樂幸福地轉圈，羨煞過路人！

我看到我周圍的朋友們一個個先先後

後當起了祖父母外祖父母，把看顧孫

兒輩放在退休生活的第一位。在

教會的姐妹明，說她現在升為

祖母了，比以前忙得多了，

每週二日要從布里斯本開

車到黃金海岸去照顧孫

兒。在合唱團的玲也不

常來唱歌了，說她升為

祖母，忙著照顧孫兒

了。德為祖母二年了，

孫女是她最摯愛的，她

和親家分工各照顧孫女

三個月，在她照顧孫女

期間，每日都與孫女相處

一起，什麼地方都不去，孫

女日益長大，德已抱不動她，

不停地告訴我，腰酸背痛，折了

手臂又扭傷了，但還是風雨無阻日日

照看孫女。

有祖父母的親情照看孫兒女的起居飲食，兒女自然能安心工作，

有時間充實自己的職業生涯。孫兒女有祖父母的親情照料，生活自然

安排很穩妥。祖父母退休後或許會感到生活寂寞，照看孫兒也是一種

陪伴，不過不能太累，因年齡大了體力差了，多彎腰也會腰酸背痛或

許會感到很辛苦。

W有二個兒子，一個在雪梨，一個在布里斯本，二個兒子都已婚，

因此W孫兒女滿堂，她一半的時間在雪梨，一半的時間在布里斯本，看

她抱著孫兒快樂滿足的模樣，聽到她家裡笑語滿堂，孩子們快樂叫嚷

的聲音，都會感到這是一個幸福歡聚的家。

聖經箴言20-29:“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

年青一輩也要尊重敬愛祖父母，感謝他（她）們在他(她)們夕陽紅的

時候，對孫兒女的親情愛心操勞和付出。在祖父母年老體弱的

時候，要多多的愛心照顧他(她)們。祖父母在與孫

兒相處的同時，不僅僅是照料孫兒女，還要

多多的為他們禱告，星期日帶他(她)們

同去教會，要把上帝創造世界，上帝

是人類的救主的福音故事講給孫

兒女聽，把人生的道理教導孫兒

女，把自己的知識人生經驗傳

授給孫兒女。祖孫情體現在

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細小事

情上。

願主多多祝福我們！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我們同

在！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布里斯本

光陰的故事

祖孫之間的情誼是來自祖父母對兒孫們日日相處，

彼此認識適應，祖父母對孫兒輩的親情，所以辛勤且無

微不至地愛護照看孫兒女，所產生祖孫間的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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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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稗史》中記載這樣一則軼事：體仁閣大學士劉墉因在朝堂之上直言進諫，惹得“

龍顏”大怒。乾隆皇帝當堂做了兩個“紙鬮”——名曰“生死鬮”：兩個紙鬮上分別寫著“

生”和“死”兩個字，劉墉抽到“生鬮”便可以活命，抽到“死鬮”便會被處斬。其實這

兩張“紙鬮”寫的都是“死”字，這是乾隆皇帝有意難為劉墉。如果換了別人，無論抽到哪

張“紙鬮”，都難逃一死；而聰明的劉墉早就猜到了這一點，他靈機一動，上前抽出一張“

紙鬮”，看也沒看，便一口吞下肚去！剩下那張“紙鬮”被當堂打開：上面寫的是“死”

字。這就證明劉墉方才吞到肚裡的那張“紙鬮”是“生鬮”。於是，乾隆皇帝只好當堂敕免

了劉墉。

阿西莫夫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科普作家。他自幼聰明，屬於“天賦極高者”，他一

直以此自豪。一次，一位汽車修理工給他出了一道題：“一個聾啞人到商店買釘子，他對售

貨員做了這樣一個手勢：左手兩個指頭立在櫃檯上，右手攥拳做出敲擊狀的樣子。售貨員見

狀，先給他拿來一把錘子；聾啞人搖搖頭，指了指立著的那兩根指頭。售貨員明白了，聾啞

人想買的是釘子。聾啞人買好釘子走後，進來一位盲人，他想買一把剪刀。請問：盲人將會

怎樣做？”阿西莫夫立即答道：“盲人肯定會這樣——”阿西莫夫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剪

刀的形狀。修理工笑了：“對不起，您猜錯了！盲人想買剪刀，只需要開口說’我買剪刀’

就行  了，他幹嗎要做手勢呀？”這件事對阿西莫夫教育很大。

劉墉“吞鬮”和阿西莫夫“剪刀差”告訴世人一個道理：有些時候，困住我們手腳、

阻止我們前進和成功的，並不是我們的勇氣不夠、力量不夠、條件不足，而是那些我們經過

多年積累來的經驗。那些經驗所引發的習慣性思維像一條粗大的繩索，把我們全新的思維、

發散的思維捆得緊緊的、死死的，使之一成不變地進入了一個死胡同，形成一種思維定勢，

導致我們“作繭自縛”、“裹足不前”、“坐以待斃”。只有走出自設的思維胡同，擊碎思

維定勢，激活全新思維，我們才能像劉墉那樣“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踏上成功的彼

岸。

在這個世界上，束縛人的，往往是自己的思維；

在這個世界上，挽救人的，往往也是自己的思維。

作者現居中國

◎  文/錢國宏

Photo©ColmanChan

走出自設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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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7:5 他就保你遠離淫婦，遠離說諂媚話的外女。

世說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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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爾本信望愛堂
誠聘中文部牧者

北雪梨長老會聖彼得堂新成立的
雙語崇拜是特別為講粵語和英語
的家庭而設的，在主日11時30分
舉行，不論老少，鼓勵一家幾代
人跨代和跨文化能夠一同在充滿
愛心和關懷的教堂裡齊齊敬拜上

帝。主日學孩子們將參與家人崇拜約20分鐘，
在奉獻后隨老師離開直接往主日學禮堂上課。
崇拜結束歡迎後留步一起共進午餐。午餐后舉
行粵語和英語查經小組。

主任牧師： Rev John Buchanan

電話：(02) 9955 1662

www.nthsydgreenpc.pcnsw.org.au

該堂位於北雪梨Blue Point Rd, 234 號，離
北雪梨火車站步行三分鐘，另有停車場和街邊
車位，非常方便。歡迎您和您的家人和朋友， 
特別是有孩子的家庭參加聚會！ 

北雪梨長老會聖彼得堂

在古羅馬流傳著這樣一則故事。一位失明的少女家境貧困，每天，不管是刮風還是下

雨，她都要而且必須挎著花籃到街上去賣花。因為家中有她臥病在床的父親，等待她用賣

花掙來的錢去買藥。為了治好父親的病，少女不辭勞苦地在整天在城裡的大街小巷轉。開

始，由於她辨不清方向，常常被撞得鼻青臉腫，後來，少女竟然能熟練地在城中的每一條

街道游刃有餘地穿行，無物可攔。少女的生意越來越好。

一年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城裡發生了洪災，洪水像脫韁的野馬肆無忌憚地衝進大

街小巷，居民們驚慌失措，爭先恐後地尋找逃生之路。可是，由於他們平時不注意路徑，

結果有的跑進了死胡同，被洪水淹死；有的跑向了洪水一邊，結果反被洪水吞沒。只有那

個失明的小姑娘，她背著父親，靠著靈敏的觸覺和聽覺，很快逃出了城。不但如此，她還

救了很多居民的生命。

在俄國，有這樣一位命運多舛的人，他的母親乘船外出時，不幸遇到了風暴，船翻

了，她的母親被大海無情地吞沒了。數年後，他的年幼的兒子也在一次海難中喪生。此

後，他的家中連遭不幸：夫人患喉結核症逝世，17歲女兒自殺而死，他的一對3歲的孿生孩

子也因患白喉而告別人世……這樣的人生變故和不幸，幾乎沒有人可以接納、忍受，可他

卻正是憑藉這些常人難以承受的磨難，在痛苦中掙扎奮起，創作出了長篇小說《誰之罪》

、長篇回憶錄《往事與沉思》，“留下30卷文集，留下了許多像火一樣燃燒的文章，它們

今天還鼓舞著人們前進。”他就是被高爾基譽為“一個人就代表整整一個領域，就代表一

個思想飽和到驚人地步的國度”的俄國哲學家、作家、革命家赫爾岑。

——上帝總是公平的：當他在為你關閉一扇門時，會同時為你打開另一扇窗。因為上

帝從不偏袒任何人，在上帝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天空、同樣的時間和同樣的軀

體……只是由於每個人對上帝賜予的這些理解、掌控不同，才使自己的命運之舟或破浪遠

行，或傾覆浪谷。

作者現居中國

◎  文/劉鍇

上帝 
   不曾虧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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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銘恩每週三晚上八時,週四下午二時半在2ac華

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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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人生”
基督教福音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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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楚奇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14 Enterprise Ave., Padstow NSW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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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崇拜  星期日上午   9:00

國語成青主日學  星期日上午  10:00

英語崇拜  星期日上午  11:30

國語崇拜  星期日上午  11:00

兒童主日學(英語)  與粵國英崇拜時間同時進行

午餐團契  星期日下午   1:00

詩歌練唱  星期日下午   1:30

教會祈禱會  逢星期五晚上 8:00

青年團契(國、英語)  每週六晚上   7:00

守望禱告會(國、粵語)  每周三 10-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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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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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fcmel.org

愛平台福
2 George St. Epping, NSW
週日10:00am華語聚會
柯牧師 0414 011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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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fcm.org.au

聖山台福
42 Hill Road,
West Pennant Hills, NSW
周日2:00pm 華語聚會
林牧師0431696644
Facebook: EFC Hills

雪梨台福
26 Horsley Ave. 
Willoughby, NSW
週日9:15am  英語聚會
周日11:00am 華語崇拜
陳牧師 0450 688 190
www.efcsydne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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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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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斯台福
70 Dalkeith Road, Nedlands, WA 
周日11:00am 華語聚會
徐弟兄 0417 630 694
www.efcperth.org.au

澳洲區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那天參加朋友的婚禮，看著新郎和新娘牽手走向人前的時候，我的心中除了祝福，還有很複

雜的心緒湧上來：婚姻是什麼？我們為何要結婚？是為了父母的期待，還是為了那說不清的衝動

的愛？

曾經讀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唐山大地震時，一對新婚才四天的夫妻被壓在水泥板下面。

妻子在水泥板與床頭櫃搭起的空隙裡毫髮未損，而丈夫則被水泥板砸傷了一半身軀。四周一片漆

黑，沒有聲音，也不能動彈一下。妻子在這種環境裡開始急躁和絕望。丈夫顫抖地伸出那隻未受

傷的手，緊緊握住她的手和她聊天。他給她講美麗的西雙版納和橘子洲頭滿山的橘子。他許諾妻

子，等老了後一起到西雙版納去旅遊，一起到橘子洲頭去品嚐橘子，在丈夫的支持下，妻子一次

又一次地拒絕著死神。三天后，他們獲救了。妻子卻發現：丈夫的下半身完全砸成了肉泥，他微

笑著永別了他的新娘......

讀完這個故事，再去想丈夫牽妻子手的動作是非常感人心魄的。做丈夫的用整個生命和妻子

牽手，以頑強的意志給她生的希望，陪她度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光！這就是人生中最鄭重的牽

手了。

人的這雙手，不知牽過多少人的手，也不知道被多少人牽過。可當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命

鄭重牽手走向人生旅途時，他們的默契可以超越所有的語言和動作。生命的存在已不完全屬於自

己，必須為這個簡單的動作去付出和給予，共同撐起一片天空。有人說結婚可以增強一個人的責

任感，加速成熟。我的看法是，結婚是一種體驗，剛結婚時，我們還是年輕人，不懂得結婚的真

正涵義，當瑣碎的生活都湧來的時侯，我們才在爭吵又和好的過程裡觸摸到婚姻跳動的脈搏。

我們和另一個人的牽手，其實是牽住了執著和平凡瑣碎的生活。

我還在雜誌上讀到另外一個讓人深受啟發的故事：有一個美國人來中國，給妻子買了一件

絲綢睡衣。導遊問他，結婚幾年了，他說：“結婚20年了，我要把睡衣藏在被窩裡給她一個驚

喜。”導遊感興趣地問他何以這樣“保鮮”婚姻。他說在結婚時，母親給他上了一“課”。母親

說結婚應該是一輩子的事情。在這一生中，兩個人會共同遇到很多的困難。如果在這個人身上解

決不了，即使到下一個人身上同樣存在。不要期待用逃避的方法來對待婚姻，要有耐心來共同面

對和改善。婚姻是一項事業，不是簡單地牽手。

我非常喜歡蘇芮的《牽手》，她讚美了人類對婚姻堅持的美德：“也許牽了手的手，今生還

要一起走；也許有了伴的路，沒有歲月可回頭。”

作者現居中國

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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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下

◎  文/雷德意

兩個好人不一定能成為好夫妻

兩個都是好人就能廝守到百年嗎？答案是

不一定。一個強一個弱，一個進攻一個守住，

才能成爲百年夫妻。阿興與阿香這一對夫妻的

生活，常常為芝麻蒜皮的問題爭吵，彼此不讓

步。一個要安靜；一個要熱鬧。一個要早睡；

一個要遲睡。一個愛應酬；一個卻不喜歡。丈

夫常忘了在妻子生日的時候買禮物給她，妻子

又對丈夫斤斤計較。一個要早生孩子；一個卻

要遲生。丈夫不喜歡吃雞腿，妻子卻常常挾雞

腿給他吃。就是這些不重要的問題把他們卡住

了。一個說：“你不能贏”；一個說，“我不

能輸”。最後雙方同意離婚。約好時間，雙方

在律師面前簽下大名，結束了羨煞旁人的這段

姻緣，只好你走你的陽光道，我過我的獨木

橋。

疾風知勁草，亂世識英雄

簽完離婚書他們就從律師樓走下去，那

時已經是傍晚五點鐘。阿興覺得這一段姻緣有

好的開始，也該有一個好的結束吧！看到律師

樓的對面有一間酒店，名叫“離婚酒店”。就

建議“妻子”同吃一頓最後晚餐吧！意料不到

的，這一次“妻子”卻順從“丈夫”的意見。

彼此點了對方喜歡吃的菜，吃得也蠻舒服的。

沒想到，酒店突然斷電了，伸手不見五指，

漆黑地好像在墳墓之間，外面還有喊殺之聲

四起，這位“妻子”抱住“丈夫”大聲喊著

說，“老公啊！（忘記已簽了離婚書）怎麼

辦，我怕得很，你一定要救救我啊！”“丈

夫”回答說，“老婆（他也忘了已在律師樓簽

了離婚書）不用怕，天塌下來我用頭頂住。我

發誓要救你一輩子。”兩個人抱得緊緊的，這

一抱比初戀時更透徹，好像觸了電，這種的溫

情，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

破鏡重圓

霎時間，電燈又亮起來了。兩個人仍然抱

得緊緊的。

這時候一個服務員笑咪咪地走進來，那緊

抱著的“夫妻”都異口同聲地問：“剛才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服務員問：“你們不是簽了

離婚書嗎？為什麼還抱在一起”？兩個人不好

意思地分開坐下，那服務員說：“剛才的停電

是本酒店故意做的。外面喊殺的聲音全部是錄

音的。我們這樣做乃是為了挽救瀕臨破裂的夫

妻之情，我們已經救了很多對怨偶了。現在你

們明白了吧！”這對夫妻好像夢中驚醒，大大

感謝這酒店挽救了他們的婚姻，加倍給餐費與

服務金。

走出酒店，這對夫妻堅持到律師樓把那離

婚書作廢。上帝有成人之美，他們打電話請律

師來把離婚書作廢，過了明天就不行，願意付

雙倍的費用，律師也應約而來把那份離婚書撕

成碎片。一對怨偶恢復到比前更甜蜜的夫妻。

上帝撮合的，人不可分開

婚姻制度是上帝設立的。上帝在六天中創

造了宇宙萬物，伊甸園，又用塵土作亞當，把

靈氣吹到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又

取出亞當的肋骨做了夏娃，所以妻子是丈夫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二人成為一體。上帝配合

的，人不可以分開。聖經說“……倘若某弟兄

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與他同住他就不要

離棄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

她同住，她就不要離棄丈夫(林前7:12-13)。”

聖經又說，“你們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與

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

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彼前3：7）。

結論

丈夫是妻子的頭，所以妻子要把丈夫當成

你尊敬的男人；丈夫要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

子。夫妻原是平等的，是合一的，夫妻只有一個

聲音，這樣在兒女面前才有威嚴，才得兒女們敬

重，夫妻不可在兒女面前互相指責。若是這樣，

兒女對父親或母親產生厭惡感，那夫妻就好像洩

氣的氣球，一點價值都沒有。願普天下的怨偶都

能破鏡重圓，都有美滿幸福的家庭。

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現居布里斯本

離婚酒店
阿興與阿香在閃光燈閃爍之下結成夫妻，不知羨煞多少的嘉

賓。他們不只是郎才女貌，而是夫妻都是才貌雙全。他們受過良好

教育，找到理想的職業。雙方的家長都是社會名流。他們兩個都是

善良的人，可是不到三年的時間一對鴛鴦卻被“拆散”，在律師面

前簽下離婚書。為何會如此下場？請聽我慢慢道來。

* 英語主日崇拜：上午10:15 

* 越南語主日崇拜：上午10點正

* 中文主日崇拜：下午1:30 (粵語主講，華語傳譯)

* 華語團契：每月第一，三週  拜六下午2:30

* 慶祝聖誕節多元文化聯合堂聚會

   2014年12月21日 主日崇拜：上午10:15

聯絡：中文部會牧：楊南飛牧師 (Philip)
Phone:(03)8390 1925   Mobile: 0401 010 366 

電郵: duongphi68@gmail.com
地址: Cnr. Larkspur Drive & Protea Cres, St Albans.

Vic 3021. Po Box 123 St. Albans Vic 3021(Melway 26 C4)

西墨爾本新社區浸信會恩典堂
Western New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 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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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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7:6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戶內，從我窗櫺之間往外觀看， 

屋簷下

◎   文/李耀全

李耀全牧師從事婚姻輔導多年，對預防及治療婚姻中各種問題有豐富經驗。他

將累積的心得，加上專家的研究發現，著作成書，幫助大家建立美滿的婚姻生活。

這期將連載他的《婚姻健康十誡》第四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登入本刊物網站閱讀。

常常檢視婚姻，留意危機警號，儘早清除病毒，才能有健全的關係。婚姻健康

的檢查，能使我們及早察覺危機第一線的警號。健康美滿的婚姻關係至少有以下十

大重要因素：期望得著滿足，彼此寬容接納，坦誠交流溝通，共同化解衝突，妥善

管理財務，不忘休閒和親友，性愛得著滿足，同心教養子女，清楚分配角色，宗教

信仰相同。

婚姻健康十誡 (連載之四)

不忘休閒、親友

靈光與惠玲這一對夫婦的結合，是因為惠

玲對靈光的崇拜，她認為靈光是一個十全十美的

丈夫。起初靈光覺得非常幸福，因為太太對他千

依百順。但因著惠玲對他的依附、依賴，使他感

到窒息，失去了自由，以致千方百計自己在外留

連。他們的婚姻已亮起紅燈！

除了空餘時間的娛樂和嗜好之外，亦應考慮

夫婦二人與親友的關係。休閒的生活是現代急速

社會的城市人極需要的潤滑劑。家庭生活若長期

不協調，或進入刻板狀態，是非常乏味，甚至是

痛苦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你忙你的工作、

我忙我的工作及家務，若沒有調劑身心休閒的活

動，夫婦之間的感情必定受影響。夫婦若能一起

分享生活中的樂趣，便更有力量面對婚姻裡的困

擾。

社交的生活亦是非常重要，有些夫婦婚後就

過著二人世界的生活，起初覺得長期度蜜月實在

是最好不過了，但漸漸地，從起初的柔情蜜意進

入爭吵不斷，才發覺已失去以前的支持網絡。例

如教會的青年人婚後便出雙入對，很是恩愛，但

不久開始覺得與未婚的團友有點格格不入，話題

都不同了。但是又不願升團到一些夫婦團契，結

果沒有過團契生活。夫婦問題浮現的時候就未能

及早舒緩化解，又沒有相同經歷的肢體支持。

另一種情況則是相反，夫妻沒有共同的社

交生活。一個是外向、另一個是內向；一個是活

躍、一個是文靜。談戀愛時不覺得是問題，還很

欣賞對方有自己所缺少的。但婚後就埋怨配偶

不願分享自己的興趣，或不願接納自己的朋友等

等。故此結了婚卻過著個別的生活。

當然除了朋友的圈子不同所產生的問題以

外，還有姻親與親戚相處的因素。在中國人的家

庭裡，尤其是婆媳之間若不能好好相處，往往是

婚姻糾紛主要的問題。若要與家人生活在一起，

很難避免“相見好，同住難”的事實，再加上三

代同堂更是困難重重，例如管教孩子的方式之異

同便是引起衝突常見的因素。

其實在這個生活環境最主要考慮的便是時

間與空間。婚後夫婦能否有適當共處的時間與空

間，同時又有合宜的獨處及聯誼的時間與空間？

健康的婚姻關係是夫婦二人成為一體後，除了

享受二人親密的關係之外，仍然不會失去個人的

身份。婚前他們是獨立的（independent），因

為彼此的吸引與配合，便進入彼此依賴(depen-

dent)的關係。但健康的婚姻關係是一種互相支

持(inter-dependent)的關係。換言之，他們彼

此鼓勵、支援，而仍然讓對方有適切獨立的時

間、空間與能力。否則夫婦二人不良的依附就會

形成不健康共依存(co-dependent)的關係。

性愛得著滿足

性生活是婚姻關係最重要的其中一環。配偶

恩愛的表現、性生活的協調、忠貞的持守等都是

甜蜜婚姻關係的因素。當然性關係不完全等於親

密關係，卻是重要關鍵。現代人不停受到傳媒性

慾的幻想與衝擊，忘記了先要有親密的關係才能

有真正的性滿足。夫妻若沒有好好栽培親密關係

而得不到性生活的滿足，就給這關係留了一個很

大的破口。性生活不協調實際上是婚姻最大的危

機之一。

在不少外遇的案例中，夫妻關係早已有了缺

口。當事人一直以為婚姻穩定，尤其是基督徒夫

妻，滿以為認識聖經的教導就可以在這些問題上

免疫。這種安全感的錯覺(false sense of se-

curity)令夫婦沒有加強防線，努力建立親密的

關係。婚姻的“內憂”與“外患”，是互相牽連

的。親密的婚姻關係大大減少婚外情的可能性。

相親相愛的夫婦在性生活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滿

足感，  就不容易讓第三者侵入。婚外情是婚姻危

機的禍首，我們將較深入討論這題目，以防這大

殺手破壞更多的婚姻。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溫哥華

婚姻健康檢查之

不忘休閒、親友與性愛得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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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天地

誠邀參加主日崇拜

上午九時 家庭英語崇拜

上午九時 國語崇拜

上午十時三十分 粵語崇拜

中午十二時 英、粵語崇拜

下午四時 英語崇拜

Corner of Crown & Albion Street, Surry Hills, NSW 2010
Phone: (612) 9331 4459 Fax: (612) 9360 6020
Email: cpcoffice@cpc.org.au Website: www.cpc.org.au
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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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Cook 0450 518 846   DavidCook@cpc.org.au
  鄭鷗牧師  0439 139 801   DavidZheng@cpc.org.au

教會設有以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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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而為一 像父與子一樣

普天下當向上帝歡呼……當向祂歌唱。你們

當曉得上帝是神……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

的羊，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祂，稱頌祂。因為上帝本為善，祂的慈愛

存到永遠，祂的信實存到萬代。(詩篇100：1-8) 

“普天下”即“全世界”。“曉得”有“承認”

的意思，“草場的羊”即君王有“百姓的牧人”

之稱，祂的國土也就成了“草場”，上帝為“牧

人”常見舊約中，新約尤其普遍（詩篇23:1；路

加福音1:3～6；約翰福音10:1～18），“詩章”

，指舊約聖經中的《詩篇》，當時用樂器伴奏演

唱，“頌詞”指信徒讚美稱頌神的詩歌，“靈

歌”指信徒在聖靈的感動中，發出即興而有節奏

音韻的歌。

我喜愛聽《聖詩》，也喜愛唱《聖詩》，因

為曲調優美悅耳，並且詩詞感人之至。有些《聖

詩》的詩詞是經文，更加有活力。有位屬靈長者

說過：“《聖詩》有無窮威力”。我深有體會。

我們也看到有些非基督徒也被《聖詩》的

歌聲所吸引而走入了教堂之後，他們都認識了耶

穌，接受了主的救恩成為基督徒。何等奇妙啊！

從《聖經》中記載的兩個故事中能夠看到，

當歌唱《聖詩》感謝、讚美神的時候，就有奇蹟

發生。

記載在新約中的故事：

當年，使徒保羅與西拉在腓立比傳道，被羅

馬人攻擊，羅馬官長將保羅與西拉下在監牢裡，

囑咐禁卒嚴加看守。這時候保羅、西拉兩人沒有

灰心喪氣，也不愁眉苦臉，反而唱起讚美詩歌

來。《聖經》記載：“約在半夜，保羅與西拉禱

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

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即大開，

眾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奇事發生後，

保羅與西拉可以逃走，但他們不走。看守的禁卒

聽到他們所傳的福音，全家都信了耶穌。

記載在舊約中的一個故事：

當約沙法作王的年代，有摩押人、亞捫人

等族聯合起來攻打猶大、耶路撒冷，王就定意仰

望上帝，並下令全國民眾禱告求上帝幫助。約沙

法王既與民眾商議之後，就設立歌唱的，頌讚上

帝，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上帝

說：“當稱謝上帝，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眾

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上帝就派伏兵擊殺了敵

人，將敵軍打敗而獲勝。由此可見，歌頌讚美上

帝歌聲所發生的力量。

《聖經》內的《詩篇》內容充滿了稱頌讚美

禱告的詩詞。作者大衛、亞薩等詩人均以稱頌讚

美為祭獻給上帝。詩人不僅在順境、勝利興奮中

歡呼歌唱讚美上帝，也在逆境中、遭遇災難、疾

病、失敗與不能勝過罪惡、得罪上帝的時候作詩

悔過，禱告求上帝寬恕、醫治、拯救保護。神實

在是慈愛的上帝，信實的上帝，賜平安的上帝，

以憐憫為懷的上帝，垂聽依靠祂的人禱告，悅納

他們的歌聲。

大衛王說：他一天三次禱告七次讚美。上帝

說：大衛是合乎祂心意的人。

我今年已是93歲，這麼多年來，每當我聽

到“聖詩”與閱讀詩篇時，興奮激動不已，心被

恩感，內心感激不盡，因此我也喜愛常常歌唱“

聖詩”，這對我屬靈生命成長大有幫助，堅固我

奔走永生道路上的信心，防止我退後甚至跌倒。

保羅也教導我們：“當用詩章，頌詞，靈

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   文/杭靜宜

歌唱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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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田櫻

放飛時節的放飛心情，從童年到至今，一直讓我興致勃勃。我

曾觀賞過國內外的一些風箏節和風箏博物館，觀賞過風箏文化的發祥

地中國山東濰坊的“風箏節”，這裡是國際風箏聯合會組織總部所在

地，又是“國際風箏會”（又稱“風箏節”）慶典活動的舉辦地。我

也曾去過馬來西亞吉蘭丹州(Bendera Kelantan)的哥打峇魯（Kota 

Bharu），觀賞傳統馬來競技“鬥風箏”，都給我留下美好的記憶。

悉尼邦迪海灘(Bondi Beach)風箏節，別開生面，好多斑斕多彩、

生動別緻的風箏，近幾年每年一度的風箏節，我曾幾次來此觀賞，每

次都給我留下溫馨的感觸。今年9月14日是悉尼邦迪海灘第36屆風箏

節，斑斕多彩，文化底蘊濃郁。

春風和煦的放飛時節，美麗的邦迪海灘上空各色設計迥異，五彩

斑斕的風箏，隨風起舞；海灘上、草地上，放飛的人兒歡歌笑語。春

光明媚，時速15-25公里每小時的東南風更是使得風箏節“如有神助”

。

在邦迪海灘觀賞中心的宣傳窗裡，我看到了自1978年風箏節創辦

以來的每年的會標，讓人回望起歷年風箏節的往事。今年風箏節的會

標，十分別致，蒙面形狀是一個外星人，駕馭著巨大風箏，放飛在星

空，探索星空的奧妙，顯得古雅而神奇。

縱觀邦迪海灘風箏節有著獨特魅力，在於它體現了澳洲多元文化

的特色。風箏節放飛的風箏千姿百態，大到巨型鯨魚，小到“憤怒的

小鳥”，氣勢壯觀。這裡薈萃著澳洲風箏愛好者協會成員們放飛的澳

式風格的三角風箏、菱形、自由式風  箏和六面體風箏，其中包括人物

臉譜、動物、植物等形狀的風箏。海灘上空一組3個鯨魚形狀的飛箏，

一字排開，隨風飄動。一組包括水母、章魚等海洋生物造型在內的風

箏將蔚藍的天空，點綴成變化莫測的海底世界，向人們傳遞著保護海

洋的信息。一組人物風箏，好似在手舞足蹈，笑迎四方來客。一個外

星人形狀的風箏，騰空而起，神奇奧妙。卡通人物，“大個兒”的動

物，鮮花、箱形風箏，色彩繽紛。來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和日本

的特色風箏，在盛會中大放異彩，中國的京劇臉譜風箏、蝴蝶風箏，

傳統而典雅。來自印度的手繪絲綢風箏，雋永秀美，飄逸在藍天上。

馬來西亞吉蘭丹州的特色風箏和日本的櫻花、人偶、扇形風箏等，紛

紛登空，一展風采。這些都展示著澳洲和國際的風箏愛好者高超的放

風箏技巧和精巧的手工製作技藝。漫步在海灘和草地上，被此起彼伏

放飛的、顯現多元化文化色彩的風箏所陶醉。

將放飛與製作緊密結合起來，是風箏節的另一個特色。海灘邊青

翠的草地上，聚集著眾多家庭、情侶，尤其是設置了許多風箏亭，盛

會的舉辦者們不僅為風箏愛好者們準備了各式可以選購的風箏，而且

斑斕多彩的風箏節

◎ 36屆邦迪海灘國際風箏節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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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專業培訓學院

- 華人導師，雙語互動教學
- 輔導課程為期三/四個月教學特色:

地址: E6/15 Forrester Street
Kingsgrove NSW 2208

Tel： 02 9021 4166
www.isci.com.au

由經驗註冊建築師為建造工人打造建築業正
式證書輔導課程，所有課程均獲政府及Fair 
Trading認可.

課程含Builder Licence所需四級建造證書Cert 
IV i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Building); 及各
項Cert III包括木工; 石膏板; 瓷磚; 油漆工等。
另特開設Builder英文培訓課程（Trade Eng-
lish for Builders）現正接受報名

來電諮詢: Sidney 林先生/
Vikki 安小姐0451 262 777 （國/ 粵語）

還設置了風箏手工製作攤位，準備了製作的材科，免費培訓風箏製作。我走近一個攤

位，看到一個家庭4口人，正在學習製作風箏。製作完畢，便在海灘或草地上放飛，品

味漫天風箏的浪漫，風箏之趣，家庭之樂，融合在一起，讓人開心，讓人歡樂。

把放飛與各種文化藝術表演相結合，使風箏節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藝術色彩。風箏節

的主辦者精心組織了特色的文藝節目，由專業和業餘音樂舞蹈者表演的精彩的太平洋島

國傳統舞蹈音樂，學校小學生歡快的演唱，身著馬年裝束的舞蹈者，與一組歡快的英格

蘭民間舞蹈，使盛會洋溢著歡快的氛圍。我正在觀賞蘇格蘭風笛表演，忽聽人聲沸騰，

只見一個翩翩起舞的“風箏人”，在人群中穿梭表演，其背景是人物臉譜，身著絲綢宇

宙服，前邊一位手繫繩索的人牽動著，表演惟妙惟肖。這些精彩的表演，與海灘放飛的

風箏，繪成一組美妙的海灘放飛風箏圖畫。

觀賞斑斕多彩的風箏節，我深深感受到澳洲人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人們在這裡充

分享受樂趣，開心歡樂。這裡有太多可以做的事，可以看的東西。這裡薈萃著澳洲濃郁

的多元化文化色彩。

悉尼風箏節的放風箏心情，總是給人甜蜜蜜的感覺。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 中國傳統蝴蝶風箏

◎ 手工製作風箏

◎ 民族舞蹈

◎ 放飛與文藝演出結合

◎ 多彩的鯨魚風箏

◎  絢麗多姿

◎ 巨風型風箏

◎ 風箏節的音樂演奏

Mortdale Christian FaMily dayCare

Long Day Care, Before & After School Care 
Registered With Integricare FDC St George        
Mob: 0423423768 or Office: 02 8746 5959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箴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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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吳承士

在潮州市郊區有一個小鎮，這個小鎮有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名

字“楓溪”。楓溪是我的故鄉。楓溪顧名思義就是楓樹夾岸的小河。

不過自我懂事，家鄉沒有什麼楓樹，只有一條日夜流淌的小河。在童

年，夏天時，我們幾乎天天在小河裡游水、玩耍，摸蜆，抓魚。

我的家離小河不過數百步。家的後院有一口水井。六十年代家鄉

還沒自來水，周圍幾十戶人家的用水都靠這口水井。聽老人家說這水

井連著小河，所以水特別甘甜。水井是用紅磚砌成的，上面抹上灰，

長年累月的使用，灰大部分剝落了，紅磚祼露出來了，井口的磚也被

繩子勒得傷痕累累。水井好像一個永不言倦的母親哺育著我們。但如

母親一樣，水井也有累的時候，有時候太多人不停地打水，水慢慢就

混濁了，接著泥沙就湧起來，如果還不停打水，水就乾涸了，甚至可

以看到井底了。它的確累壞了，但稍事休息，水就汩汩地湧起來，沒

一會，又是一潭清澈見底的水。我最喜歡夏天正午時分去望井，因為

這時候赤日炎炎，沒有人來打水。這時太陽直射到下來，晶瑩剔透的

水井一覽無遺，可以清楚看到井底，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當我閉

上眼睛，凝神細聽，我甚至可以聽到泉水的湧動宛如切切私語。

小時候家裡有兩口缸，都是至關重要的東西，一口是米缸，一

口是水缸。母親管米缸，我們小孩管水缸。在我印像中，母親經常為

米缸操盡了心，我們家孩子多，又在長身體，特別能吃，而一個月定

量的糧食，就那麼幾十斤，不管母親的手多巧，到月底都得做無米之

炊。經常看到母親拿著米袋向鄰居借米。母親有一副善良的心腸，雖

然自己的經濟十分拮据，但對比自已更困難的親戚她都盡量幫助。她

的愛心也很難得，我們有一個遠房的親戚當時已經近八十歲，眼睛又

瞎，因為歷史的問題，她的子孫沒有人敢贍養她。母親就承擔了照顧

老人的義務，每天要送飯送菜，一做就是十幾年，直到這位老人家九

十幾歲去世為止。因為父親一直在外地上作，家庭繁重的生活擔子就

壓在母親的身上，中年的母親已經滿頭白頭，每看到這些，我們就百

感交集而又無能為力。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使家裡的水缸永遠有滿缸

清水，希望可以減輕母親的操勞，給她帶來一點安慰。等我們打完

水，母親總是說，去讀書吧。母親雖然只上過四年學，但她知書達

理，她經常嘮叨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這在當年是一種

多麼不合時宜，不切實際的話，可她就是不厭其煩地講。小時候常常

奇怪母親為什麼懂得那麼多古詩句，格言。後來她說外祖父是個醫

生，希望我的舅舅也做醫生，就迫舅舅讀書，但舅舅不喜歡讀書，結

果，他還沒有記得，母親已經會背誦了。

自小喝著這井水長大，和這井的關係自然而然就特別密切。不知

道有一天也要與這口井分開，離鄉背井（請允許我把這個“井”字說

成是水井）。

一九七七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學，離開了自己的家鄉。我到了

一座不用水井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母親每個月底也不必再向鄰居借

米，我也再不用打水了。我雖然過著打開水龍頭就有水那種以前夢寐

以求的生活，但我還是留戀故鄉的井水。我突然間發現，與自來水相

比，故鄉的井水是那樣的甘甜，沁人心脾，盡管它是在一個殘破的水

井流出。從此思念家鄉的母親和井水就沒有停止過。

父親平反後又回縣城中學工作，我們舉家遷居潮州。從比我就極

少回故鄉舊居。故鄉水井的回憶也漸漸淡薄，慢慢地習慣慢慢地他鄉

變成了故鄉。有客從故鄉來，也曾問昔日老井景況如何，被告知家鄉

已有自來水，周邊工廠林立，地下水都被污染，沒有人飲用井水。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在大學工作，一場風暴改變了我的人

生。我決定離開故國，遠走他鄉。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了母親。在我母

親的意念中，男兒要遠走高飛，四海為家。常常說，你們走得越遠越

好。但當我真的要遠行的時候，母親卻有些捨不得了。

在我赴澳的前夕，母親特意託人回到家鄉，從家鄉的水井裡淘出

些泥沙來。她把這些泥沙曬乾後裝在一個小布袋裡，叫人專程把這袋

家產的泥沙送給我，讓我帶著出國。這是我們家鄉的一種習俗。漂洋

過海，出國謀生的人，都會帶點家鄉的井土，到了異國他鄉，放一小

撮井土和水一飲而盡，就不會忘記故土，也不至於水土不服。

一九八九年十月初，我乘飛機由香港抵達澳洲佩斯。出境需填

寫攜帶物品申報表。我很快地填寫該表，  但到了其中的一項，我卡住

了，這一項就是“你是否有攜帶土壤？”我該怎樣回答呢？如果我

填“沒有”，那我的確帶有母親送的水井泥砂，如果我回答“有”，

那肯定自找苦吃。但最後我還是誠實地填寫表明帶有土壤。結果可想

而知。一個金頭髮，藍眼睛的海關關員叫我把這袋泥沙拿出來，我解

釋說這是禮物，是一份心意。但這位官員聽了如墜五里雲中，不知道

我在說怎麼。他說，帶這些幹甚麼，澳洲有的是泥土，沙石。唉，以

我那時的英文水平，要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是很難的，即使我能講清

楚，這西人能明白故鄉水井的內涵嗎？算了，把這袋泥土交給他處理

吧。

也許故鄉的沙土真的那麼重要，當我失去這袋沙土以後，我就感

故鄉的水井（兼懷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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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喪魂落魄似的。好像真的“水土不服”了。

初到澳洲，天是湛藍的，空氣是新鮮的，思想是自由的，可是我恍

然若失，似乎這一切都與我無關。

離家鄉越遠，懷鄉之情就越濃。

那時我簡直得了思鄉病。我想我相濡以沫的太太，乖巧可愛的女

兒，年老體弱的雙親，稱兄道弟的朋友，還有用家鄉井水煮沸斟沖的功

夫茶。在異國他鄉，看似自由自在，五彩繽紛，但內心的迷茫，孤獨有

誰知道？

我認識一幫同是國內來的人。因為都是天涯淪落人，大家走到一

起。所謂“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大家閒聊的內容，無非是自己

的家鄉如何之美麗，食物如何之可口，人情如何之厚重，這種精神的會

餐絲毫減少不了鄉思，相反，舉杯消愁愁更愁！

那時，我經常獨自一人呆呆地望著天空，看著北去的飛機，心想，

這大概是飛往中國的航班。我下定決心，等我賺到一張回程機票的錢，

我就回家。

這種折磨大概持續了一年多，我終於還清了債務，賺到了機票的

錢。但我並沒有回  國，而是太太與女兒來澳洲與我團聚。

太太與女兒的到來，使我思鄉之苦稍減。後來我們到了教會。人

說，背上行囊，就是過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鄉。在教會，弟兄姐

妹的熱情真誠使我們這些心灰意冷的海外背囊客放下下沉重的包袱，如

同回到故鄉。我們家每禮拜天上教會，一早先是崇拜，接著是查經。午

飯大家濟濟一堂，天南地北地閒聊，或者探討爭論真理。午飯後我們經

常聊到下午三四點鐘還捨不得回家。那種家的感覺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我信了主，我參加了教會的查經班。使我十分驚奇的是，我在新的

故鄉裡，又見到“水井”。

原來《聖經》也講水井的故事，而且不止一次，講了又講。

我想上帝也許知道我對水井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所以祂就用水井的

故事來啟迪我吧。

在《聖經》的第一卷書《創世紀》，就有很多故事發生在水井旁，

信手拈來就有夏甲兩次受氣出走，都因水井而絕處逢生。還有亞伯拉罕

遣老僕人為兒子以撒娶妻，老僕人在水井旁遇見了善良勤快美麗的利百

加，以撒與利百加結成連理，成為千古佳話。有意思的是，有其父必有

其子，以撒的兒子雅各，他自已來到異鄉的水井邊，見到拉結，開始了

愛情的長跑。

《聖經》中的水井，幾乎都與愛聯繫在一起。

二零零五年底，我們一家回國。母親已經去世。此行的目的是給父

母掃墓，同時也帶孩子們參觀故居。

“想見音容應有淚，欲聆教誨竟無聲”，那種悲哀的心情難以言

喻。在帶孩子們去看故居的時候，我只是遠遠地看著我那魂牽夢萦的水

井，不敢走近，生怕看到那枯涸荒廢的樣子。

那天，灰濛蒙的天空伴隨我灰濛蒙的心，直到晚上。我讀聖經的

時候，翻到了《約翰福音》第四章，我的眼睛忽然亮了起來，因為裡面

講的是有關水井的事。當我讀到主耶穌在雅各井旁對撒瑪利亞婦人的一

席話，“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

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我突然省悟過來，茅塞頓

開。是的，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滿足我們心靈的需要和渴望，因為人心

裡有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空洞。名譽不能填補它，金錢不能填補它，地

位不能填補它，我從家鄉小鎮，走到省城，又漂洋過海，希望要追求一

種理想，但得到的，只有失望。直到有一天，主耶穌在茫茫人海中尋找

到我，把迷路的羔羊領到可安歇的水邊，從此才不再空虛，不再乾渴。

我的心慢慢地開朗起來。我想母親雖然去世，但令人安慰的是她脕年信

主，她只不過是結束世間的羈旅，回到真正的故鄉，與主同在，在那裡

度永生，有一天我還可以在天堂與母親相會，再不分離。至於那乾涸的

水井，在我的生命中已是明天黃花，不必再為此耿耿於懷。因為我已經

有主耶穌所賜的活水，它要在我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這才是生

命中的至寶。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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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天地

◎  文／李飛君

真實個案，得當事人及父母同意，名字用

假名

東尼要升12年級了，卻整天沉迷電腦遊

戲，自我封閉，除了上學外，與外界隔絕，父

母非常擔憂。爸爸成功地把東尼帶來尋求心理

輔導，一個高個子、內向、寡言的青少年，我

單獨見他，我向他解釋輔導中的保密──除了

涉及危害自己或他人生命之外，他在輔導中所

分享的內容，若沒有他的同意，就算父母提問

也不會透露，東尼放鬆下來逐漸打開話匣子。

東尼看他的家庭關係很負面──父母婚姻有問

題，已分居多年；爸爸獨居在家附近，每次來

看他時總是嘮叨；媽媽管他像管小孩子一樣，

令他很討厭；他與弟弟們性格又合不來；他對

同住的親戚也很不滿。他感覺他的家糟糕透

頂，很想儘快有能力賺錢，離開這個家。東尼

數理能力高，但語言表達能力弱，故此在社交

上缺乏自信，使他更趨向喜歡躲在電子虛擬世

界中，沉迷打機逃避現實。事實上，許多青少

年問題與父母溝通障礙有關，父母往往只看到

兒女表面的行為，未能真正了解他們複雜的內

心，子女亦很少能夠或願意向父母清楚表達出

來，往往是用負面態度或行為來對抗父母的責

備或批評。因此當父母想糾正子女時，很容易

彼此都引發負面情緒，關係越弄越僵。

東尼每星期都來，我讓他看到他對家人

失望，同時亦可能是反映對自己失望、缺乏自

信，以致意志消沉。在輔導中，東尼可以抒發

他的內心感受，他是基督徒，我幫助他看到自

己的價值在耶穌基督裡已被肯定，亦與他發掘

優點與潛能，建立自信。

東尼說需要有自己的空間，但瑣碎事情

父母都要管，令他煩躁；我贊成他的話，不過

我提醒他，如果他能夠證明有處理瑣碎事務的

能力時，父母就放心自然不會去管他。換句話

說，他不是等待別人給他空間，而是用成長了

的行為來「贏取」自己的空間。我鼓勵他向媽

媽說出感受。他聽懂了，於是與媽媽共同列出

彼此同意的應有行為，包括整理自己衣物、起

床作息時間控制、逐步減少打機時間等。每當

他有一些改善的時候，我肯定他的能力，媽媽

也學習用正面的態度鼓勵他成長，提高他的自

信心，亦逐步給他空間。

東尼想畢業後從軍，但怕過不了體能測

試，我和他父母都為他打氣，他努力每天去健

身操練，終於合格被錄取。一個失去自信而躲

在電腦遊戲背後的孩子，終於成功取得預備軍

人的訓練資格。我替他高興，也為他的家人自 

豪。

本文獲蒙允許 轉載自《天倫樂》

贏取自己的空間

啟明駕校
Blacktown,Castle Hill, Silverwater

Website:auto1driving.com.au

          Tel: (02)8212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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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麥伯全

腓立比書 2:5-11: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

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

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

多謝各位親友，主內弟兄姊妹，及各教會牧

者們，今天撥冗參加  內子麥師母(編者按:麥冼美

媛師母1946-2014)的安息禮拜，有些弟兄姊妹是

今天清早從墨爾本坐飛機專程上來，下午又飛返

墨爾本的。我在此向各位致謝，多謝您們與我們

一家懷念麥師母，並稱頌上帝在我們這卑微的人

身上所顯出的榮耀救恩。

師母和我都是在非基督徒的家庭出生長大

的。我們二人都是家中第一個蒙恩信主的人，並

且先後奉獻，進入神學院受裝備，作全職事奉。

我們就是在神學院期間彼此認識，畢業後在1970

年訂定婚盟，建立新家庭。

使我產生對內子愛慕之心，是我直覺地覺得

她會成為一位賢妻良母，其後四十四年多的婚姻

生活中，證實我的判斷沒有錯誤。

師母是怎樣一位良母，我不再多說，在此只

略為懷念她對我如何是一位賢妻。我們結婚後一

年多便帶著初生的兒子永頌到越南西貢宣教。師

母當時除撫養孩子之外，更非常積極地在教會中

協助我作牧養工作，特別在婦女、青少年及兒童

中，並且深得他們的愛戴。其後當我在墨爾本及

悉尼牧會的時候，師母都一直幫助我。她從上帝

領受的恩賜不是很大很突出，但她的所有都非常

忠心地運用了。

在事奉期間，我兩度再進神學院進修，師母

都曾出外工作支持我。當1988年來悉尼事奉時，

我已五十歲。覺得有需要為家庭置有自己的住

所。偏偏當時購房子的利息高達差不多15%，我

個人工作的收入絕無可能借得款項來購買。師母

便在那時約有三年時間出外工作，才可以貸款購

買房子。她第一份工作是在Dee Why，需要換乘

兩趟巴士，還要走三十至四十分鐘的路程才抵達

工作的地方。

在這三年中師母除日間的全職工作之外，在

家中作妻子與母親，在教會中作師母的責任，她

都盡她所能，忠心地盡上了。如使徒保羅在林後

6:3-5所說，她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

苦……勤勞中逆來順受，鮮有怨言，表明了自己

是神的僕人。

神賜給我這位配偶良伴，真是令我一生感謝

不盡。奉勸在我們中間妻子或丈夫還存在的，應

如何珍惜上帝賜給你們的配偶。只要敬畏神，你

們就能明白和享受神設立婚姻所要賜給我們的福

氣。

在我們四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有兩件最使

我傷痛，但卻使我更深認識神的事，莫過於2001

年知道兒子患上腦癌，及2006年開始，師母患上

老年癡呆症。他們二人是我在世至親至愛的人，

兩人都先後患上絕症。兒子發病的時候，皇家北

岸醫院的腦科醫生已明說是無希望得醫治的。他

病了一年多就離世，而師母的老人癡呆症至今仍

是醫學人員束手無策的問題，她病了八年亦離開

我們了。在他們二人患病期間，我們一家飽受死

亡權勢的欺凌，在它的壓迫底下，一方面覺得人

是何等無助與無奈；另一方面，因相信我們所信

的上帝是掌管萬有的神，便難免有時內心有被祂

苦待和遺棄的感受。

能夠最終幫助我脫離內心痛苦的是早些時

候所讀腓2:5-11那段經文所表達的信息。當我失

去兒子而傷痛時，聖靈提醒我上帝不愛惜自己的

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差祂道成肉身到世上，為

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完全明白我喪子之

痛。祂本來完全不需要這樣作，祂這樣作是因為

愛我們，為了拯救我們。既是這樣，我還可說甚

麼呢?

在師母患病這八年中，當死亡的權勢一步步

扼殺她而使我無奈痛苦時，聖靈又提醒我，主耶

穌怎樣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架上，藉

此祂已經承擔了世人犯罪所當受的刑罰，使魔鬼

失去控告及控制我們的權力。上帝又使耶穌第三

天從死裡復活，勝過死亡的權勢。如此耶穌便藉

著死，戰勝了掌死權的魔鬼，聖靈教導我耶穌是

藉著順服戰勝死亡。今天我也可以透過信靠順服

神勝過死亡的權勢，及死亡帶來的傷痛。更因為

知道師母現在已進入榮耀裡與主同在，就是保羅

在腓1:23所說，那好得無比的地方，我就真的再

不需要為她掛心了。

最後，還有一方面不能不感謝上帝的，就

是當兒子永頌及麥師母續漸被死權扼殺的時候，

他們二人並沒離棄上帝，也無怨天尤人的表現。

相反地  ，他們都越來越變得溫柔，可愛。而溫

柔乃聖靈的果子，是生命的表現。這大概就是

使徒保羅在林後4:11,12所說的情況：當死在屬

耶穌的人身上發動的時候，生也同時在他們身上

發動了。原來復活的事，今天已在信主的人身上

開始。就是在他們心靈中開始，有一天當耶穌再

來的時候，他們將要得著一個復活的身體，與耶

穌復活的身體相似。這是何等榮耀的盼望！“死

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那

裡。死的毒鈎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

上帝，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林前15:55-57)

願一切頌讚，榮耀，感謝歸於愛我們，救贖

我們，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

作者來自香港 現居雪梨

死亡別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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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7:8 從街上經過，走近淫婦的巷口，直往通她家的路去，

澳洲歸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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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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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頓浸信會
Gordon Baptist Church Sydney

誠聘牧者

哥頓浸信會誠聘一位國語牧師，帶領和培養
一年新的國語團契，應聘者需具有相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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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軍

黃永佳牙科醫生  澳洲昆士蘭大學牙科學士

黃愛芬牙科醫生  澳洲阿德萊德大學牙科學士

雪梨 Kingsford Dental

洗牙、補牙、脫牙、牙齒矯
正、瓷牙、種植牙、美白、
鑲牙、根管治療等

電話(02)9662 0321
www.kingsforddental.com

服務項目:

我今年五十一歲。記得去年我五十歲生日

的時候，我曾感言：如果我人生的前五十年是

成長、拼搏、奮鬥、創業的五十年，那麼，從

今後，我要換一個狀態，用淡泊的心去享受生

活、去感悟生活、去理解生活。冥冥之中，我

覺得，我需要一種改變，是靈魂上的。

我生長在中國大陸的干部家庭。從小受

的都是“無神論”的教育，對於耶穌乃至基督

教沒有一點客觀的了解。但是，隨著年齡的增

長和接觸外界的範圍擴大，我還是或多或少地

能從所接觸的人中，知道了一些有關耶穌的“

事蹟”，並通過了解一些年輕的基督徒的成長

經歷，得知，基督教是可以教育、改造人，讓

人學好的。這或許就是我對基督教的最初的認

知。雖然，工作後，經常有機會到國外訪問，

也有更多的機會實地了解基督教，覺得教堂建

造的  很美、那些讚美詩歌非常好聽。但是，這

種“認知”也僅僅停留在了對基督教有“好

感”的層面。

2003年，我來到了澳洲定居、開始了新

的生活。面對美好的自然環境和和諧的社會環

境，我不由得暗自慶幸自己的有這等“福氣”

，能享受到這樣平和、安逸的生活。這裡的人

們有著更溫暖對人的態度；這裡的公司的管理

理念、運作方式，頗為科學性且富有人性；社

會的誠信、人的道德規範的表現和中國大陸截

然不同。我也在思考，驅動這樣的和諧社會的

機制是建立在什麼樣的信仰基礎上的呢？難道

真的像人說的，是上帝那雙無形的手，在把握

這人們的行為？是耶穌基督的愛，在感化這裡

的人們？

於是，我開始“研究”基督教、嘗試著去

了解耶穌的“事蹟”。

九年前，我的一位同事，送給了我一本《

聖經》，她是基督徒。我幾乎每天都要和她辯

論。每次的辯論都是以她最後的沉默而結束。

我自以為懂得很多，為能夠辯倒一個基督徒

而洋洋得意。其實，那是多麼“幼稚”而“膚

淺”。為了更好的在辯論中“獲勝”，我也閱

讀《聖經》。我讀的第一篇經文就是《新約》

的《約翰福音》。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上《聖

經》裡的人物──耶穌。《約翰福音》我讀過

幾遍，每讀一遍，內心裡的感覺就不一樣。裡

面的字句，鏗鏘有力、句句都觸動了我的心。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1:1）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

父獨生子的榮光。”（約1:14）

慢慢地，我發現，我的心開始“軟”了

下來，辯論時，我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少。甚

至，覺得我以前所提的問題是何等的粗淺。耶

穌的事蹟在感動著我，耶穌的話語在提醒著

我、啟發著我。當讀到耶穌受難時，不禁感

慨、流淚。我在想：我身邊有哪個朋友為了救

我  ，可以為我捨命呢？這等的恩典，是上帝賜

給人的。耶穌所做的，就是傳播上帝對我們的

愛。而人類要得到這“愛”非常容易，就是“

信”。

其實，我身邊不乏基督徒，他們為了我做

了很多、幫助我成就了很多的事，可是，我卻

渾然不覺，總以為自己“命”好，有“貴人”

幫。回想我這五十年走過的人生路，總體上

看，是平順、快樂的。當然，困難，甚至險境

是有過的，但總能有人（甚至是陌生人）出來

幫助我，安然度過“危機”。要知道，他們都

是上帝派來我身邊的天使。神非常愛我並對我

付出了足夠的耐性和時間來等待我歸向祂。

我是有近二十年吸煙史的人。但我已經有

八年不吸煙了。不是我戒菸了，我沒有那麼大

的毅力和能力。那是一位基督徒，在八年前，

為我不懈禱告的結果。周圍的朋友都極為驚

嘆，那些吸煙的朋友也嘗試著去戒菸，但都失

敗了。可我心裡知道，那是神派來的天使幫助

我的。

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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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如雲

雪梨地區，中西美食，健康美味，豐儉由
人，承接教會愛宴，個人，團體聚餐（所
有烹飪不加味精）

詳情請電：0449 855 026（Effie）

心隨煮意這只是許多的例子之一。

神用祂的愛，溫柔地感化我、用耶穌的話

語鼓勵著我。在我閱讀《聖經》、探究神的道的

過程中，我接觸了很多輔助資料，比如馮秉承的

見證、遠志明的佈道、《彼岸》等等，甚至從考

古學的意義上來了解《聖經》裡的詞彙。這些，

或多或少的在我內心深處，開了一扇窗，多年來

的認識積累，使我越來越想親近這位神。真是奇

妙！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

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

7:7-8）神的兒子耶穌就是這樣對人說的。這

話，終於在去年的某一天在我身上應驗了。

去年的八月初的一個主日，我和妻子走進

了中央浸信會。神在這一天動工了。當讚美詩歌

唱響、當牧師娓娓道來地解讀神的話語時，我和

妻子被震動了。那天，我們感受到了神的觸摸，

祂撫摸到了我們的心靈深處，讓我忽然感受到了

祂的溫暖和愛，彷彿一個走失的孩子，一下子被

領回了家。我們決志信主了。我們承認我們是有

罪的、我們接受耶穌作為我們的救主、願意照著

耶穌的樣式來開始新的生活。在我們做決志禱告

時，女兒也在身邊。當初來教會，那是為了我

們的女兒的緣故，我們想把她帶進教會、接觸耶

穌，雖然她在大學已經參加了查經班。這一切，

看起來就是父母對孩子的引導。然而，我們錯

了。後來，我們才從女兒口中得知，她為了我們

能信主，已經默默的禱告了很久很久。是神藉著

她，把我們領進了教會、領到了祂的面前。

神的力量真的超乎我們的想像。這是何等的

恩典啊！感謝主！

我決志信主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了，在主裡，

我充分體驗到了主的愛；在教會的侍奉中，我找

到了作為一個基督徒的神聖和莊嚴；在查經小組

的靈修生活中，我從兄弟姐妹身上感受到了他們

敬虔的態度。

當然，最最重要的是，我從神的話語中，

漸漸地感悟到了神的大愛和祂對我諄諄教導。正

如《聖經》上說的：“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

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

生。”（約3: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

我知道，作為一名基督徒，需要不斷地學

些神的話語來裝備自己的靈魂，要隨時修正自己

的言行。同時，還要廣傳福音，宣揚神的榮耀。

要按主的意思，去做世上的光。主說過：“你們

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

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

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天上的父。” 

（太5:14-16）

我也知道，在靈命增長的過程中會有困難、

坎坷，會有阻擋，也會有“撒旦”的攻擊。但，

我確信，只要我單單仰望我們的主，我必不致跌

倒。因為耶穌說過：“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成為了一名基督徒，是我人生中最最重大的

轉變。我被神看顧、被神拯救。我是幸運的！

真心感謝主，我的救主！我要跟隨祂，走永

生的路，永不改變！

就像小敏的迦南詩歌中唱到的：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著你

渴望見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你的手總是在搀拉著我

把我帶在你身邊

告訴我當走的路

沒有滑向死亡線

你愛何等的長闊深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要什麼

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已起誓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Voilin/Theory
資深導師教授小提琴及樂理。美國芝加哥協同

大學音樂系畢業。前香港交響樂團小提琴及中

提琴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音樂導師。香

港聖樂學院樂理及指揮導師。

EPPING, NSW。丘先生 0414 632 688

本堂有粵、英、國語四堂崇拜，會眾約五百。現誠聘
國語助理牧者一名加入團隊。應徵者須有認可的神
學院畢業資格，具教會事奉或牧會經驗，能操流利國
語及英語，略懂粵語更佳。應徵者請將得救與蒙召見
證，及履歷寄至：

Mandarin Pastorate Search Committee:
Chinese &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 – West Ryde
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N.S.W. 2114, Australia

或電郵：lawrence.lau@cabc-wr.org
查詢：Rev. Gloria Fu
電話： (02) 9804 0052

澳洲雪梨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誠聘國語牧者

簿記令你頭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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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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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潔

引言

曾有科學家把人的肉體分析如下：人體的脂

肪可以製成肥皂七條，磷可以製成火柴二千二百

根，鐵可以製成中號釘一枚：鎂可以製成夠一次

服用的瀉鹽，糖足盛滿一小杯，鉀夠作一個玩的

炸炮，石灰可以夠洗淨一個雞籠，硫磺夠除去一

隻狗身之蝨，另有十分之七、八的水分。請你計

算一下，一個人的肉身可以值多少錢？

各從其類的生命

生理學家把人的肉體從另一方面分析，人

又是無限量的奇妙。人體的構造都是盡美盡善，

百節各按其職盡上百體的功能。是誰的設計把這

樣簡單的物質，造成了極複雜奧秘的人？這個問

題你曾想過嗎？人能造出這樣奇妙的人來嗎？今

天科學如此進步，多少萬人天天研究想保護維持

人的壽命，想達到標準的完全，但仍有很遠的距

離。不但人是奇妙的受造之物，一切的活物，連

植物也在內，也都包藏著無窮的學問。但是我們

從其中能看出一件事：一切活物的里面，都有一

個“各從其類”的生命。這生命的能力是何等的

奇妙！“生命是什麼？”科學到如今還沒能給我

們一個完滿答案。

屬靈生命永不滅

《聖經》中告訴我們，神是生命的根源，生

命是從神來的。生命雖然是極為奇妙的東西，但

是藉著活物的存活而知道生命的存在，等到生命

離開了活物的時候，活物就仍歸於塵土。生命到

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它能來能去？

人的生命是活物生命中最高尚的生命，不但

人體奇妙的構造，是生命能力所結構的。我們的

思想、記憶、動作、是非之心、善惡之念，也都

是屬於生命中的。身體是生命所寄居之房舍，是

屬物質的，但生命有屬世與屬靈之分。屬物質的

身體是能死的，但屬靈的生命是不滅的；屬物質

的肉體雖然不值多少錢，但屬靈的生命卻是極寶

貴的。

在耶穌的事工中，他從未忽略一個人的重

要性，不論這人的地位是如何低下和卑微。事實

上，耶穌一些深奧的講論，都是出自他與個人的

談話內容。而這些人往往被社會大多數人視為無

關重要的。

人有什麼價值

耶穌突破種族仇

從耶穌與敘加井旁一個被社會遺棄的婦人的

對話，可留意到耶穌談及有關上帝的旨意的重要

性。當時門徒非常驚訝，不單單因為耶穌跟那婦

人談話，而是那婦人是個撒瑪利亞人（編者按：

撒瑪利亞人與以色列人是世仇，沒有交往），她

很可能作了些不名譽的事，因為賢德的婦女是在

清早或傍晚打水，而她卻偏偏是在午正打水(參

約翰福音四章)。

約翰福音八章一至十一節是一段強調寬恕的

經文，內容何等感人，講及耶穌跟一個與人行淫

時當場被拿的女人！耶穌以憐憫和寬恕代替用石

頭打她，“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這就是

耶穌的指示。

動左眼皮寫成書

在心理學上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就是弗蘭克

（Viktor E. Frankl）的《尋找生命的意義》。

他因為是個猶太人而被納粹關在集中營三年。那

真是一段辛酸、苦難、悲慘得不知如何形容的歲

月。但是，他卻賦予這段苦痛的日子一個讓他能

勇敢活下去的意義，就是身為一個心理學家，他

要從自己和其他囚犯同伴的這一場苦難中，探索

生命的意義。當他出獄以後，他將整個心得都記

錄了下來，成為一本幫助許多人的名著。

弗蘭克從他的親身經驗中堅決地相信，人

的心理健康取決於他對生命意義的領悟，以及他

對自己生活方式的選擇。我非常喜歡他講的一個

故事，他說有一個很有才華的雜誌總編輯鮑比

（Jean-Dominique Bauby）突然得了一種怪病，

全身癱瘓，只有左眼皮能動。他陷入深深的痛

苦，認為自己已經成為一個毫無價值的人。但是

他很快控制了情緒，他決定寫書，將自己的經歷

和感受都記錄下來，也許有一天對別人有幫助。

於是他就跟秘書小姐配合，用眨眼皮的次數確定

法文的二十六個字母，最後完成了一本一百四十

頁的書。鮑比將這本書取名為《潛水鐘與蝴蝶》

。意思是說，雖然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像潛水鐘的

硬殼一樣，壓得自己幾乎喘不過氣來；但自己並

沒有放棄理想和願望，他的心就像一隻輕盈的蝴

蝶一樣自由地飛翔。

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無論是弗蘭克或

是鮑比，他們都透過賦予自己的苦難一個正面的

意義，而為自己的生命創造了價值。弗蘭克在晚

年的時候，眼睛已經瞎了。但他還是繼續為自己

的存在與行動賦予追尋意義。他告訴朋友，「你

不要以為我不行了，我還準備寫兩本書呢！」為

此，他的妻子每天為他唸好幾個小時的書，好讓

他能達成心願，繼續活在意義所創造的生命價值

中。

信賴耶穌得永生

朋友！你也有一個寶貴的生命，你天天忙

忙碌碌，只是為了不值錢的身體打算，你曾否為

最寶貴的生命打算？若是光為身體而不為生命，

真是捨本逐末了。你若要保全生命，只有一個法

子，就是求告賜你生命的那一位，祂賜給人生

命，又保護人的生命，也拯救人的生命。你相信

祂，祂就賜你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說：“我

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

（神）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己經出死

入生了。”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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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7:9 在黃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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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服務

想帶孩子參加普通話的遊戲組活動嗎？

每週三上午10:30-中午12:30，Epping基服中

心免費為5歲以下孩童與父母，打造2個小時

的歡樂遊戲時光，歡迎父母帶孩子們報名參

加。現在開始接受2015年的活動報名，若

有興趣的家庭，請致電9876-5546先預約報

名。

這個普通話遊戲組的活動宗旨，是希望

幫助移居在澳的華裔家庭，在可能不多的人

脈資源下，家長與孩子間能自小就得以建

立，一個良好親密的相處模式。活動負責人

葉蓓文女士是紐省第一位多元文化幼兒教育

顧問，在澳洲不同的幼教單位從事華人幼兒

輔導超過十多年，目前多以協助澳洲當地的

幼教工作者，得以更好的教導華裔孩童，並

了解華人家庭的需要。

此活動不僅是提供5歲以下孩童，2個小

時的歡樂遊戲時間，也將提供初為父母的年

輕家庭，多樣較為合宜的教養方式，讓每個

父母都能輕鬆愉快的幫助孩子健康成長，並

能建立孩子們的基本秩序、獨立性、自理能

力與良好的團體互動性。另外，更期盼孩子

們即便是在澳洲，從小就能有個華語環境，

學習合乎中國文化傳統的良好品格。

遊戲組活動包括讓孩子們在室內與室外

的環境下，自行挑選喜歡的玩具與活動，學

習建立自己的獨立性。另外，不同的手工活

動，如：畫圖、自行黏貼、剪紙等等，有時

也帶孩子將自己的成品郵寄出去，讓小孩學

習體會一些真實生活點滴。每個孩子也都有

機會參與，自己實際動手做橡皮泥；從中讓

孩子們能了解到自然科學中，物質形態變化

後的轉變，並認識到轉變所需的過程。

點心時間孩子們得排隊洗手，每個孩子

在領取點心時，會練習說“拜託”與“謝

謝”，每次拿一樣，吃完後再領取第二樣。

孩子們在輪流等候點心時，便無形中學習到

耐心等候的功課。故事時間小朋友需把耳朵

打開、嘴巴閉起來，學習安靜的聆聽故事情

節，這不只是語文學習，且是日後孩子們在

任何學習項目中，不可或缺重要的一部分。

音樂時間則是讓小孩學習聆聽、配合指令與

動作，學習四肢靈活的協調能力。

另外，基服中心的活動與課程包括：「

生活英語會話班」、「PowerPoint工作坊」

、「電腦初級班」、「電腦中級班」、「普

通話遊戲組」、「常青組聚會」、「青少年

活動組」及「“不倒翁”青少年父母組」，

並「長者電腦初級一對一課程」。基服中心

活動的時段與公立中小學相同，每期約有八

至十堂課，每班名額有限，所有活動皆請預

先報名。

基服中心所有活動皆以普通話進行，活

動與課程都是免費，但為尊重義務老師，鼓

勵學員穩定出席，每位學員需預繳報名費

$20，全勤者全數退費。講座與各項課程的

活動地點，皆於基服中心的會址：41 Essex 

Street Epping NSW，報名查詢請電郵admin@

cccsc.org.au。基服中心電話9876-5546，

請於中心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10點

至下午3點間聯絡查詢。基服中心歡迎您。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免費普通話的遊戲組活動，歡迎預約報名！



22 生活月刊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第一百六十三期

2014
www.lifemonthly.org信仰探索

我的孩子︰

你或許不認識我，我卻認識你的一切。詩篇139:1

你坐下，你起來，我都曉得。詩139:2

我也深知你一切所行的。詩139:3

就是你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太10:29-31

你是照著我的形象所造的。創世紀1:27

你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我。徒17:28

你也是我所生的。徒17:28

甚至在你尚未成形以先，我已曉得你。耶1:4-5

在創立世界之前，我已揀選了你。弗1:4

你所有的年日都寫在我的冊上。詩139:15-16

我定準你的年歲和所住的彊界。徒17:26

你的受造，是極其奇妙可畏。詩139:14

我在你母腹中塑造你。詩139:13

領你由母腹中出來。詩71:6

我並非冷漠而憤怒，乃是完全的愛。約壹4:16

我願在你身上揮霍我的愛，只因你是我的孩子。約壹3:1

我能給予你的，遠超過地上的父親所能給予的。太7:11

因為我是完全的父。太5:48

你所領受各樣美善的恩賜，都是從我來的。雅1:17

因為我是你所需一切的供應者。太6:31-33

我向你所懷的意念是要叫你未後有指望。耶29:11

因為我以永遠的愛愛你。耶31:3

我向你的意念其數比海沙更多。詩139:17-18

我因你歡欣喜樂。番3:17

我決不停止施恩與你。耶32:40

因你是我珍貴的產業。出19:5

我全心全意栽培你於此地。耶32:40

我要將偉大奧秘的事指示你。耶33:3

如果你一心一意尋找我，就必尋見。申4:29

以我為樂，我就把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詩37:4

因為是我在你心裡動工，使你心裡能立志行事。腓2:13

我能為你成就一切，遠超過你所求所想的。弗3:20

我是你最佳的鼓勵者。帖後2:16-17

也是在一切患難中安慰你的父親。林後1:3-4

你傷心的時候，我靠近你。腓34:18

如同牧人懷抱羊羔，我懷抱你在我胸前。賽40:11

我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淚並帶走你在世上的一切苦楚。啟21:3-4

我是你的父，我愛你如同我愛我的兒子--耶穌一樣。約17:23

因為在耶穌裡，就顯明我對你的愛。約17:26

祂是神本體的真像。來1:3

祂來是表明我要幫助你，不是敵對你。羅8:31

我不追究你的過犯。後5 :18-19

耶穌受死，使你可與我和好。林後5:18-19

祂的死，是我愛你最極致的表達。約壹4:10

我為你捨棄了我所愛的一切，使我或許能得著你的愛。羅8:31-32

你若接受了這份禮物--我的兒子耶穌，你就接受了我。約壹2:23

無論任何事都不能叫我的愛與你隔絕。羅8:38-39

回家吧！讓我為你預備最大的宴席。路15:7

我一直是父親，也永遠是父親。弗3:14-15

問題是…，你願意成為我的孩子嗎？約1:12-13

我在等著你! 路15:11-32

天父的 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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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常識

◎  文/呂敢

黑豆與健康
黑豆為豆科植物大豆的黑

色種子，又名烏豆，黑豆。味

甘性平，性微寒。李時珍在《

本草綱目》中有記載：“常食

黑豆，可百病不生。”

一、營養成分： 
1、蛋白質：黑豆具有高蛋白、低熱量的特性，蛋白質含量高

達45%以上。其中優質蛋白大約比黃豆高出1/4左右，居各種豆類之

首，因此被稱為“豆中之王”的美譽。其蛋白質含量相當於肉類（

豬肉、雞肉）的2倍，是雞蛋的3倍，更是牛奶的12倍，因此又被譽

為“植物蛋白肉”。 

2、脂肪酸：每100克黑豆中含粗脂肪高達12克以上。其中亞油

酸含量佔約55.08%。亞油酸是人體中重要的必須脂肪酸，對膽固醇

代謝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只有當膽固醇與亞油酸結合時才能在體

內轉運而進行正常代謝。當亞油酸缺乏時，膽固醇將與飽和脂肪酸

結合併在人體內沉積，導致動脈硬化的發生。亞油酸又有“血管清

道夫”的美譽。 

3、礦物質及微量元素：如鋅、銅、鎂、鉬、硒、磷等，而且含

量都比較高。 

4、維生素：富含多種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E在每百克黑豆中

的含高達17.36微克。維生素E（Vitamin E）是一種脂溶性維生素，

是最主要的抗氧化劑之一，發揮著重要的抗氧化保護機體細胞免受

自由基(據估計，大約有一百多種疾病：如癌症、中風、心臟病、糖

尿病等都跟自由基的毒害作用有關)。

5、異黃酮：它與女性雌激素結構相似，所以異黃酮又有“植物

雌激素”之稱。黑豆的異黃酮含量比黃豆還要多。

6、皂苷：具有保護生物膜及亞細胞結構的完整性的作用。

7、多醣類物質：具有顯著的清除人體自由基的作用，尤其是對

超氧陰離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非常強大。黑豆中的多醣成分還可以

促進骨髓組織的生長，具有刺激造血功能的再生的作用。

二、五大功效：
1、高蛋白低熱量：黑豆的蛋白質含  量高。黑豆氨基酸含量豐

富，特別是人體必須的8種氨基酸含量。黑豆含有19%油脂，其中最

高限度脂肪酸80%，吸收率高達95%以上，除了能滿足人體對脂肪的

需求外，還有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而黑豆不含膽固醇，只含一種

植物固醇，具有抑制人體吸收膽固醇，具有降低血液中膽固醇含量

的作用。 

2、增強活力：豆乃腎之谷，黑色屬水，水走腎，所以黑豆入腎

功能多。人的衰老往往從腎機能開始，要想祛病延年、防老抗衰、

增強活力，必須重視補腎。 

3、防止大腦老化：黑豆中約含2%的蛋黃素，能健腦益智，防止

大腦因老化而遲鈍。黑豆含有豐富的微量元素，每一百克黑豆中，

含鈣370毫克，磷577毫克、鐵12毫克，其他如鋅、銅、鎂、鉬、硒、氟等

含量都不低。這些個元素能滿足大腦的需求而延緩腦機體衰老。能降低血

液粘滯度，保持良好的身體功能。 

4、使容貌美麗：古代很多重要藥典都記載黑豆可明目、烏髮。因為黑

豆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E及B族維生素，其中維生素E的含量較

肉類高5-7倍，維生素E是人們發現的最佳的保持芳華、延伸生命的營養元

素。 

5、預防便秘：黑豆中粗纖維的含量達4%，超過黃豆很多。粗纖維素

具有良好的通便作用。便秘是中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問題，現代人飲食過於

講究精細，以致粗纖維素攝入過少，加重了腸道承擔，容易便秘，導致痔

瘡、腸癌的發生。每天吃點黑豆，增加粗纖維素，可以有效預防便秘發

生。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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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我們當中

      神学学士(B.Th)            教牧学士(B. Min)           文科硕士(M. A.) 
      道学硕士(M. Div)           神学硕士(M. Th)
学院也是澳洲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註册的培训机构(註册号 # 
91402) 提供澳洲政府认可的中文(普通话)课程：
      教牧和神学文凭(Diploma of Ministry & Theology)。
      Child protection training & Church related WHS policy matters.
      学院并提供保护儿童和教会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政策培训项目
      全时间(英语)或部份时间 
For Enquiries: (普通话及英语)授课
          English:Chris Haeusler Tel.(02) 9876 4370
          E-mail:chrishaeusler@emmas.edu.au
中文查询:林明弟牧师(M.Th)
         电话：02 9876 4370或0426 812 789。 
         电邮：mingdeelam@emmaus.edu.au
上课地点是：Macquarie Park 和Miranda
Emmaus open Day 2015. Please send your contact details & we will advise 
date, venue, etc.
学院2015年将举办开放日，欢迎莅临并列席上课程序，请通知联络资

料以便到时发出邀请函，欢迎本地及海外信徒进修，学费不分彼此，

相同学费。

Emmaus Bible College is an accredited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its membership alliance with 
the Sydney College of Divinity (SCD). As a Member 
Institution we offer courses in English:

澳洲悉尼以马忤斯圣经学院是澳州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悉尼神学学
院(SCD) 联盟的会员。作为一个成员机构我们提供英语的课程包括：

Emmaus Bible College is affiliated with the Christian Commu-
nity Church Australia who is a National network of indepen-
dent evangelical churches across Australia. 
详情请进入学院网址: www.cccaust.com 及
                                              www.emmaus.edu.au

CRICOS Provider
Code: 02948J

Is Music your true Passion and Purpose?
Our Music cours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technical, artistic and analytical training required 
to become professional musicians. At Wesley your 

talent matters
AUDITIONS ARE NOW OPEN for our Master of Music, 

Bachelor of Music or Associate Degree in Music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819 8810 or visit wi.edu.au

CRICOS Code: 02664K                 ABN: 50 360 319 774

衛斯理學院,澳洲雪梨市特出的基督教學府

為您提供一流高水準學習環境.

除學業之外學院並且注重培養學生人格,

信仰及靈性增長.

現在學院音樂系招生.您是否對音樂充滿熱情 ?

歡迎您加入衞衛斯理學院音樂系大家庭.

政府認許大專院校,設備,師資環境一流.
除音樂系以外學院尚有其他科目,詳情請進入學院網站.

2015年現已開始招生詳情

請進入學院網站www.wi.edu.au/apply

明年學院將改名為Excelsia College

www.wi-iwu.wi.edu.au
校址:5 Mary Street,Drummoyne,NSW 2047 Australia.

P.O. Box 534,Drummoyne NSW 1470.
Tel.61-2-98198888.  Fax.61-2-91814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