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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3月1日 沉迷賭博
賭博行為自古已有，賭狗，賭馬，買六合彩等等，由於非法賭博所帶來的
社會問題，目前很多國家考慮將賭博合法化，但合法化並不能阻止非法賭
博，反而讓博彩額越來越高，成為又一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05 4月1日 婚姻是什麼？

錢鍾書的《圍城》裡說過：“婚姻是一座圍城，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
的人拼命想進去。”“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
我們對婚姻的最高追求。愛情是浪漫的，婚姻是現實的，當現實中的柴米
油鹽，替代了花前月下，當兩人出現問題的時候，是維繫還是果斷的分
手？婚姻到底是什麼？

06 5月1日 憶 童 年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過去，要說快樂的回憶當為童年莫屬，因為童年時
就算再苦再窮也是苦中有甜，也能苦中作樂。你的童年又是如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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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說話藝術，說話講究藝術和方

法，有的人很會說話，就算是批評人也會

說得人家心服口服，有的人不會說話，就

算是想要夸獎人家，但話說出口卻被人家

誤會是在挖苦或者諷刺。

話說有一個人要請朋友到家裡聚餐，有

幾個朋友準時到了，還有一個遲遲未到，

他就說：該來的還不來，他其中的一個朋

友一聽，就說那我算是不該來的囉，就生

氣地走了。他又說：唉，該走的又不走，

另一個朋友一聽，就說那是說我該走囉，

也生氣地走了。

他又說：我又不是說你。最後一個朋友

說，那不是說他肯定是在說我了，也生氣

地走了，結果就因為他的不會說話，好好

的聚會都被他搞砸了，把請來的朋友都得

罪了。所羅門王說：「一句話說得合宜，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25：11)。

箴言6:16-19上帝所恨惡的有六樣，連

祂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

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

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並

弟兄中佈散紛爭的人。細看一下，上帝恨

惡的7樣，居然有三樣是與說話(口舌)有關

的：撒謊的舌，吐謊言的假見證(用假話騙

人)，並弟兄中佈散紛爭(散佈謠言，搬弄

是非)，所以說話要小心囉。任何壞話都不

可出口，而是按著需要說造就人的好話，

使聽的人得到益處。(以弗所書 4:29 )

本期有幾個作者從不同的角度講了說話

的藝術，大家詳讀必有收獲。

時間過得真快，過了元宵，又迎來了復

活節，復活節是記念甚麼的？也許有的人

還不知道，只知道復活節有復活蛋，有兔

兔。本期有兩篇文章是說關於復活節的，

讀者看完必知道復活節的源由，本期還有

一部新出的電影《復活》的介紹，該部電

影正在澳洲各大影院上映，影片《復活》

以尋找消失的耶穌屍體為線索，從新的角

度入手，講述了這段古老的宗教傳說。值

得一看。

月刊搬遷通告:
新地址為 38 Day Street Drummoyne 
NSW 2047 Australia,電話:02 9181  
2222/0419 816 666，電郵:admin@
lifemonthly.org。

基督教新生命事工協會

本刊不負責廣告內容，如有問題請直接聯
絡廣告客戶。

編者的話

劉詩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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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良旭

下午才上完一節課，黃小偉就不見了。有學生告訴我說，黃小偉

是翻圍牆逃學的，書包還丟在抽屜裡。

我心裡感到一陣疼痛。我接三年級這個班快一個學期了，黃小

偉不是逃課，就是不做作業，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對他發過

火，甚至可以用“咆哮”、“聲嘶力竭”來形容，也無濟於事。我到

他家家訪過好幾次，聽說，他的爸爸現在還在關在牢房裡，母親擺了

個地攤，家裡生活不太好。每次看到黃小偉母親那無助、空洞的眼

睛，我總是不忍心將黃小偉的情況對她說，我擔心我的話，會給那雙

眼睛，增添更大的悲傷和淒涼。

放學後，我默默地將黃小偉的書包拿到辦公室。我坐在辦公桌

前，看著桌子上黃小偉的書包，不禁百感交集，心緒難平。我打開書

包，發現裡面很零亂，就將書本慢慢整理著。忽然，我看見一本圖畫

本上，畫了幾幅畫：一幅畫上，一些孩子放學了，都歡快地張開雙臂

跑出校門，他們的爸爸正笑吟吟地迎接自己的孩子，只有一個孩子孤

零零地站在牆角，悄悄地抹著眼淚；另一幅畫上，一個孩子趴在桌上

睡著了，他夢見了爸爸在牢房裡穿著囚服，眼睛裡流淌著淚水。圖畫

裡畫外音：想爸爸！

看到這些畫，我心裡猛地一顫，在黃小偉內心裡，一直活得很沉

重，他是在想念著爸爸，他多麼希望爸爸能回到他身邊來啊！我為一

直不了解黃小偉的內心想法而自責。

我想了想，也畫了一幅畫：畫上一個小男孩舉著優秀的成績單

向爸爸跑去，爸爸脫掉了囚服，拿著提前釋放證明向兒子跑來。那一

刻，好像風停了，樹上的小鳥也停止了鳴囀，地上的小狗小貓也停止

了追逐，都在驚喜地觀看著這一幕……

下班後，我背起書包往黃小偉家走去。到了黃小偉家門口，我看

到黃小偉正幫著母親往三輪車上搬東西，看來他母親要出攤了。黃小

偉看到我，臉上立刻露出緊張的神情。我和他母親打了個招呼，對黃

小偉說道，你將書包放在了教室，我擔心弄丟了，就將書包給你送過

來了。

黃小偉臉一下子紅了，他接過書包，臉上顯得有些局促不安。我

撫摸了一下黃小偉的頭，有些歉意地說道，我發現你的書包比較亂，

沒和你打招呼，就順便幫你理了下！

黃小偉臉更紅了，輕輕地說了句，謝謝老師！

我走了幾步，轉過身來，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了句，你畫畫的

很好，我很欣賞！我將那句“你畫畫的很好”，故意加重了些語氣。

黃小偉聽了，他下意識地將書包緊緊摟在懷裡，眼睛裡閃爍著晶

瑩的淚水……

我驚喜地發現，從那以後，黃小偉再也沒有逃過學，每天的作

業都能認真完成，上課也能積極發言。不久，同學們還選他當了小組

長。

幾年過去了，黃小偉以優異成績考取了重點中學。不久，我收到

黃小偉給我寫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李老師，您還記得您給我畫的那

幅畫嗎？那幅畫我一直珍藏著，每次看了那幅畫，我就淚流滿面。我

讀懂了那幅畫的深刻內涵：是的，我只有用優異的成績向爸爸報喜，

才是對爸爸最大的鼓舞和安慰。令我欣喜地是，每次爸爸得知我進步

了，他總是十分高興，他改造的積極性更高了。當我接到重點中學錄

取通知書的時候，幾乎同時，爸爸也接到減刑通知書，他被提前釋放

了。那情景，正像您當時畫的那幅畫一樣。現在，爸爸開始自謀職

業，生意做的很好，我們一家人現在開開心心在一起。爸爸常對我，

你們老師畫的那幅畫，就是一幅最美的圖畫，暖到了我們心裡了……

教育，有時久久一幅畫，就能輕輕開啟孩子塵封的心靈，甚至能

改變人的一生。 

 作者現居中國

最美的圖畫

主題分享



4 生活月刊   二零一六年三月   第一百七十九期

2016

箴言 3:28 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吧，明天再來，我必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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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很笨的人，說話一向直來直去，為此，我得罪了不少朋友。有一次朋友聚會，

我遇到一位心理學老師，我和她成為了朋友。後來，我在一次與她的會面中，說出了我說話

容易得罪人的苦惱，很多時候，本來我是好意勸解別人，結果，因為我說話太直反而得罪

人。於是，她聽了我的話，就教我一種聲東擊西、旁敲側擊的講話方法，明說是“東”，其

暗示的卻是“西”，讓人從中領悟到你的用意，從而接受你的意見。

她給我講了一個古人向皇帝諫言的故事：五代後唐的開國皇帝莊宗李存勗，有一次打

獵興致來了，縱馬奔馳。等到中牟縣，鞭急馬快，老百姓田地的莊稼被他踐踏了一大片。中

牟縣令為民請命，擋馬勸阻。沒想到引起莊宗大怒，當面斥退縣令，並要將縣令斬首示眾，

隨行大臣沒有一人敢進諫言。過了一會兒，伶人中一個叫敬新磨的，從背後轉到莊宗馬前，

並立即率人追回將被砍頭縣令，押至莊宗馬前，憤怒地指責縣令道：“你身為一個縣官，難

道還不知道我們的天子喜歡打獵嗎？你為什麼縱使老百姓在田地裡種莊稼來繳納國家的賦稅

呢？你為什麼不讓你們縣的老百姓餓著肚子而空著地，好讓天子來此馳聘打獵呢？你的罪的

確該死！”怒斥之後，他請莊宗對中牟縣令立即行刑，莊宗聽著、看著，然後，哈哈一笑，

遂免了中牟縣令的罪縱馬而去。

就是敬新磨這一段新穎奇特的諫言，聲東擊西，逗樂了皇帝，從而免去了中牟縣令的死

罪。由此可見，無論是皇帝還是平凡世人，都不願意別人直擊自己的錯誤和痛處，而採用這

種指東說西的方法，讓人從中領悟話中的道理，更能讓人容易接受。所以，在勸說別人  的時

候，不要直來直去地去說話得罪人，而可以採用這種旁敲側擊，聲東擊西的方法，就比較容

易勸說成功，從而把事辦成。

我得到了心理學老師的這般開導，心裡豁然開朗起來。於是，我學會了聲東擊西，旁敲

側擊的說話方法。在以後的日子裡，信心滿滿，和朋友相處變得非常融洽。

作者現居中國

我學會了聲東擊西

◎  文/李劍紅

Dr. Janice H. Y. Poon (BDS Uni QLD)
Dr. Alexander Chu (BDS Liverpool Uni U.K.)
Dr. Ruth Y. L. Choi (BDS Syd. MDS H.K.)
155 Rowe Street, Eastwood, NSW 2122
Tel. (02) 9858 5709  Fax: (02) 9858 1388
www.myeastwooddentist.com

MY 
EASTWOOD 
DENTISTS

潘瑞廣
牙科醫生

DR. Daniel S.K. Poon 
(BDS Sydney)

人生總是充滿變幻……

唯有找著真正的平安依靠和永恆不變的原則，

去面對各種成敗得失，你的人生定會不一樣。

基督教大使命教會2016 年度
主題 ──「變幻的人生」

歡迎你來參加我們的主日崇拜
(上午10:00，廣東話)

一同尋找生命的目的和意義

崇拜地址：10 Laurel St, Woodridge,  Qld 4114
 (Trinder Park, recreation hall)
網站地址：www.gcca.org.au

聯絡電話：(07)3272 0197(何景發牧師）



5LIFE MONTHLY MARCH 2016 NO. 179

www.lifemonthly.org
月
刊

主題分享

◎  文/啟之

不少人都認為，說話是要講究藝術。說

話時要深思熟慮後才說，不可信口開河，想說

什麼就說什麼；也就是不可亂說，要在合適的

時機場合，說合適的話。就是“要說得巧，要

說得少”為好，正如“言多必失、語多必敗” 

。更不可說大話，好說大話的人會將小事變

為大事，有一樣說成十樣。他們每逢提到自

己，便揀出幾樣好事來，用千倍的顯微鏡將它

們放大，好博得別人的稱贊誇耀；論到別人，

便將他們的惡跡拿來，盡力鋪張，別人有一樣

過失，不惜加給他十二樣罪名。此外對於無論

什麼事物，只要一到他們的口裡，立時就有枝

添葉，信口開河的胡諂起來。這種大話與謊言

是一樣的可憎，一樣的有害。朋友同仁聚在一

處，有些人一開口就說穢褻的話。他們拿男女

間的事當作取笑的資料。毀謗的言語所加給人

的害處真是不可勝數：它能敗壞人的事業、地

位、名譽、財產、交誼、友情、幸福、平安；

它能使一家中的手足骨肉互相反目；它能使多

年親密的朋友變成仇敵；它能使一個有衣有食

的人變成餓殍；它能使無憂無慮的人流淚傷

心；它能挑啟爭端；它能擾亂和平。無論什麼

地方，只要有一兩個好毀謗人的  人住在那裡，

就會使那裡的人甲輕看乙，丙恨惡丁，以致光

天化日之下，充滿了惡雲密霧。他們常常兩三

個人聚在一處，把別人的事拿來作為談話的資

料：某人好，某人不好；某人的善行可欽，某

人的劣跡可恨。 (其實談到別人長處的時候很

少，多談的乃是別人的短處)，不錯，或者他

們果真是有這些劣跡。但誰立我們作他們的審

判官，來斷定他們的是非呢？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論斷人的時候心中究竟是存著一種什麼樣

的意念？我敢說我們論斷人的時候絕不會存著

愛心。存著愛心的時候，我們沒有工夫去論斷

人，我們不忍得去論斷人，也不願意去論斷

人。

我們存著愛心的時候，總想得機會就去幫

助人、鼓舞人、提醒人，當面將人的缺點告訴

他們，卻不在人的背後論斷他們。其實論斷人

的人也許比他所論斷的人更壞，一個常論斷人

的人，若能將他論斷人的心思時光都拿來去論

斷自己，省察自己，他的進步和他所蒙的恩必

定不可限量了。當一個人口中說出辱罵的話，

就可以知道那時候他的心中必是充滿了惱恨與

惡毒。許多時候，同是一句話，用溫柔和平的

音調和態度去說，就能使聽見的人如春風般的

溫暖；用暴戾的言辭和態度去說，就能使聽見

的人如受火炙，如被刀刺，言辭和態度稍有不

同，結果竟有這等大的差異。我們何苦不說和

平的話，卻說暴戾的言語呢？

我們禁止舌頭不向人說暴戾的話，或者

還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難的就是聽見別人向我

們說暴戾的話，不用暴戾卻用柔和的話回答他

們。這事需要極大的忍耐，需要極大的克己；

但只有這樣行，可以消彌許多的爭端，可以救

自己脫離危險，可以榮耀神的名，因為“他並

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囗，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聖經》彼得前書2

：22-23節)這是一件極不容易作的事，也是一

樣很難學的功課。但是因為它有極大的價值與

功用，所以我們需要勉力學習，直到完全學

成。我們切不可作愚昧人，喜聽諂媚的話使自

己受害；更不可作姦惡人，去說諂媚的話，陷

害別人。要棄絕諂媚的言語，隨時說造就人，

規勸人，導引人走正路的話。我們非但不當用

不正當的方法去求利益，也不當討人的喜悅，

想望藉此得他們的幫助保護，只當盡心盡力地

討神的喜悅。這樣，我們所得的好處必定無可

限量了。

好說戲笑話的人，未說之前又不能詳細思

量這句話可不可說，只是信口開河的說出來。

不知道有那一句正觸著聽眾中某人的隱私，或

是涉及某人行為、家庭、身體上的缺點。說的

人本沒有損害人的意思。可是聽的人竟因此受

了損害：或是因此傷心，或是因此羞愧，或是

因此誤以為說的人是有意對他而發，因此而惱

羞成怒，由此竟至釀成爭端。若遇見陰險狡詐

的人，當時並不發作，可是他將這事懷恨在

心，伺機報復。

某些自以為聰明而好說話、好批評的人，

甚或在動怒中的人，是很難以安靜下來接受別

人的觀點的。“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

動怒”永遠都是生活的最佳原則。“快快的

聽”叫我們多聽聽他人的良言和勸諫；“慢慢

的說”可以少惹人發怒；“慢慢的動怒”可以

消除自己怒氣。話說得合宜，聽的人也歡喜。

以合適的方式，在合適的時機說話，需要很

高明的技巧，就如金蘋果放在銀網子裡(《聖

經》箴言25：11)。

今天人類的文化發展到很高的地步，發明

了一個絕妙的說話的舞臺，那就是互聯網絡。

通過美妙的互聯網，相隔萬裡的人也近在咫

尺，可以盡情的交流、說話，手談（打字）、

語音、視頻，各取所需，方便極了。

在互聯網上網久了，發現有種反文化的現

象，很多人不分青紅皂白喜歡謾罵人，國罵是

不用說了，新興的網罵也是層出不窮，網絡語

言暴力橫行，肆無忌憚，讓文明發帖的人很不

爽。

很多在網絡上進行謾罵的人，他們肯定

做不到上面提到的快快地聽，慢慢地說。什麼

是謾罵，就是缺乏教養不會說話的人被不合適

的怒氣所支配而發出的得罪神得罪人的拙劣語

言。總之，謾罵無論是對人還是對己都是沒有

一點益處的，一個真正有文化的人，他的理智

和行為是不肯讓他發出謾罵的！網絡交流是平

等對話，可以批評，可以爭辯，不能一  致時，

也應該求同存異、和平共處。而謾罵，我想應

該遭到所有文明人的唾棄！

《聖經》上還說：“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

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

惡來”（馬太福音12：35）。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淺談說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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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克紅

公孫歸生是春秋時期的蔡國大夫，他能言善辯、學富

五車，在各國都頗負盛譽。有一年，晉楚兩國的關係很緊

張，公孫歸生就去為兩國調解，結果他在晉國的路上遇到

了一個名叫伍舉的好友。伍舉是楚國的大夫，這半年來他

一直過著逃亡的日子。

伍舉的岳父在楚國犯了罪，畏罪潛逃了，於是伍舉的

一些政敵就趁機造謠，說是伍舉向岳父通風報信並送他逃

走的，楚王聽信了謠言，就撤了伍舉的官職，並要將他治

罪。伍舉聽到風聲，就帶著全家老小逃到晉國來了。公孫

歸生得知伍舉的境遇後，有心想幫助朋友脫困，就讓伍舉

安心躲在晉國，別的事情他去想辦法。

公孫歸生在晉國辦完事以後就來到了楚國，並得到

了楚王的熱情接見。他知道如果直接為伍舉求情，只能使

楚王心裡增加疑慮，就繞了  一個彎子說：“我剛從晉國過

來，我發現以前晉國的人才沒有楚國多，但現在他們的人

才越來越多了，恐怕要超過楚國了！”

公孫歸生智救好友

成人主日學 早上9:00

國語崇拜 上午  10:30

兒童主日學（英語） 10:30

小組分別在不同地點及時間舉行
歡迎來電查詢

聖經學堂：

「恩慈與機智的傑作」－腓利門書

電話：(02) 9746 6964  
網址：www://wsccc.org.au

國語堂牧者：邱國煌牧師   0420 335 655
info@wscc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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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2135, NSW
49A Boyle St., Croydon Park 2033

  三月份大齋節系列講道： 28/2-27/3早上10:30

「以賽亞書53-53章：受苦僕人」
   3月25日早上10:30 

「受難節崇拜」主題：「十架苦路」
   3月20日下午1:00-4:00「聖經學堂」

「約翰福音13-17章：樓房論壇」
   3月10日(週六)長者團契 

“秋遊”歡迎長者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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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王吃驚地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公孫歸生這才不緊不慢地說:“晉國本來是沒

有什麼人才的，但後來他們從楚國挖去了好多人才並都給予重用，特別是貴國的大夫伍舉，他也因

為受到誣陷而逃走了，現在躲到了晉國，相信很快也就會得到了晉王的接見和重用了，這對楚國來

說真是一個損失啊!”

楚王聽後，這才意識到要保住伍舉，不能讓他成為晉國的人才，就連忙赦免了伍舉的所有罪

名並恢復了伍舉的官職，又寫了一封信委託公孫歸生請伍舉回來。就這樣，伍舉又平安地回到了楚

國並受到了重用，此後為楚國做出了不少貢獻。

作者現居中國



7LIFE MONTHLY MARCH 2016 NO. 179

www.lifemonthly.org
月
刊

箴言 3:29 你的鄰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設計害他。

世說新語

◎  文/王濤

薺菜，一如故鄉的丘陵，連綿起伏在我兒時的記憶裡。

杏花盛開的季節，鄉下孩子的春天就真正開始了，臃腫的老棉襖、

老棉褲開始讓位給輕薄的單衣。天晴的時候，我和小伙伴們每人一個竹

籃子，一把小鏟子，三五成群像鳥兒一樣在田野裡飛來飛去。聞著丘陵

田野間青澀的味道，我們快樂地搜尋著薺菜的清香，一棵又一棵……

30多年前，我家幾乎一日三餐離不開新鮮的野生薺菜。圓圓的菜籃

裡裝滿了我童年的記憶。

鄉村粗食淡飯，紅薯稀粥，蘿蔔白菜，吃的東西不好，能填飽肚子

就很滿足了。富貴哥的媽媽經常笑呵呵地對我們說：“皮小子們，都給

我記住嘍，閒吃稀飯，忙時吃乾。”大人們省吃儉用，從牙縫裡擠出糧

食，留著農忙乾重活時吃。富貴哥兄弟多，每當吃飯時，哥四個如餓狼

撲食。富貴哥呼呼嚕嚕三兩下就把大黑碗裡的薺菜粥喝光了。門外二大

爺一袋煙的工夫，富貴哥幾泡尿撒出去，肚子裡又咕咕作響。

春雨貴如油。丘陵高地上的薺菜，因為缺少雨水的滋潤，又少又

小。富貴哥是我們小伙伴中年齡最大的，他的願望就是春天能經常下

雨。每逢薺菜挖不滿籃子的時候，富貴哥就與我們唱起古老的童謠求

雨：老天爺，下大雨，蒸了包子往上舉；老天爺，別晴天，煮了餃子往

上端。

天空晴朗，沒有一絲雲影，一片炫目的藍。富貴哥用手托著臉，沙

啞著嗓子說：“啥時候，地上有許許多多的薺菜，我們能天天吃肉包子

和餃子呢？”包子和餃子是富貴哥最想吃的。能吃上香噴噴的肉包子和

餃子，那也是我們童年最清晰、最具體、最熱切的盼望。

聞著薺菜的清香，我們分散在田埂上尋薺菜。腳下返青的麥苗，

稀疏而又瘦弱。雖然腹中空虛和飢餓，但一點兒也不影響我們對大魚大

肉細米白面的嚮往。我們湊在一起興高采烈地爭論皇上吃什麼。富貴哥

說：“皇上天天吃大米白面，粉條燉肉。”大旺說：“皇上吃的應該是

8個大菜，一個薺菜湯！”我們常常為皇上吃什麼爭論不休，最後誰也

說不清楚。這時候，富貴哥就把他細長的胳膊一揮，指向天空。我們就

抬頭仰望天空尋找著雲朵，再次唱起祈盼下雨的歌謠：雲彩往東刮大

風，雲彩往西披蓑衣……

童年的故鄉，家家都很窮，一年見不到一點油。為了防止鍋裡生

鏽，造成薺菜渣裡帶有銹味。母親每次做薺菜渣前，就用一塊豬油皮擦

鍋，直到肉皮又黑又硬。

勤勞能幹的母親，是做薺菜的巧手。她教我把薺菜洗乾淨，然後

放入沸水里燙一下，切碎，和蘿蔔絲一起放上一點黃豆麵，做成美味的

薺菜渣。我端著大黑碗到飯場裡去，與小伙伴們分享口福。一路疾走，

唇齒間溢著芳香，眉眼裡寫著幸福和滿足，那美味吃起來甜滋滋、香噴

噴。小伙伴們每人一大碗，吃完了再盛。富貴哥個子大，吃的也最多。

我們往返灶台與飯場的快樂，母親疲憊而又開心的笑容，嬸子大娘

們疼愛呵護的話語……氤氳著滿滿的一大鍋薺菜渣香，帶我尋找那久遠

的、歡快的、美麗的童年春天。

故鄉的丘陵邊緣是一條河，一年四季永不停息地流淌著。臨水的

河邊生長著綿延的垂柳。放下滿滿的一籃子薺菜，我和頑皮而迅捷的小

伙伴們爬上柳樹，擲下幾枝抽出新芽的嫩條在地上，樹下圍著的孩童便

爭著用那枝條做成粗粗細細、長長短短的柳笛來。做柳笛很簡單，富貴

哥用小刀在柳枝根部割一圈，皮與枝脫離。用牙齒咬住根部，用力一

拽，把柳皮退到盡頭，嘴唇使勁抿兩下柳皮，一支柳笛兒就做好了。他

就帶頭嗚嗚咽咽地吹著。我們還喜歡把柳枝做成草帽戴在頭上，跑著、

笑著、鬧著，或到河裡捉魚。春天便從每一支柳笛聲中欣欣向榮地跑出

來。

春天的河水不算太多，清澈而透明。在陽光下波光粼粼，可以直

接看到水底黃燦燦的沙子，一些小小的魚兒遊蕩在水里，和我們捉著迷

藏。

河的南岸是一片一望無際的果樹林，那裡是我們挖薺菜最愛去的地

方。成行的果樹林下，是軟軟的黃沙灘。沙粒細細的沙灘上，一棵又一

棵的薺菜，花朵一樣長在那裡。潤潤的沙土裡的  薺菜，用手一拔，薺菜

的根一點兒泥土也沒有，很乾淨的。果園里花朵灼灼蝴蝶紛飛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樂園了。

春天裡，樹林中會開滿形形色色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還生長著一種

野蒜，挖出來吃的時候感覺辣辣的。母親做的野蒜拌薺菜，能讓富貴哥

一頓多吃兩個煎餅呢。每一次從果樹林裡挖薺菜回家，我們都要折一些

帶有花骨朵的野花，將父親的廢酒瓶灌上水，然後插進去放在桌子上。

這樣的“插花”儘管很原始、很簡單，但我家低矮陰暗的小屋，卻會因

為這些鮮豔的花兒而美麗過整個春天。

在年復一年朝氣蓬勃的春天裡，我和我的小伙伴們，伴著薺菜的清

香漸漸長大。許多年後，站在皺紋初現的年輪上，驀然回首——童年的

故鄉雖很貧瘠，嚴重缺乏“營養”，可故鄉歲月深處的薺菜卻“營養”

了我的一生。

作者現居中國

難忘兒時的

薺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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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盤龍軒

遠遠地街燈明了，好像閃著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好像點著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物品，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定能夠騎著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定然在天街閒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們提著燈兒在

走。 

再次讀到郭沫若先生《天上的街市》，那

充滿想像的意境，竟使我想起了幼時的元宵節。

那個時候的農村還沒有電燈，一切的繁

華和熱鬧都是孩子們自己創造的。小一點的孩

子手裡提著個燈籠，滿街上轉，大人們跟上孩

子看熱鬧；上世紀七十年代是中國人口生育的

高峰時期，小孩子特別的多，一個村動輒有上

百個孩子，大家擁擁擠擠，你來我往，大呼小

叫，像小老鼠一樣滿街亂竄。所有的笑臉都被

那燈籠映照得明明亮亮，格外動人。那燈籠也

是千奇百怪，因為所有的燈籠都是大人們自己

動手為孩子親手製作的。由於手藝的高低，眼

界的不同，做出來的燈籠有的很精緻，有的很

粗糙；簡單一點的是最常見的圓形燈籠，而有

些人則別出心裁，做成兔子的，公雞的，還有

牛馬驢等等，裡面點著一根蠟。孩子們小心翼

翼，生怕那蠟把燈籠給燒著了，然而這樣的事

件總還是不可避免的發生。過一會就聽見有小

孩子哇哇的哭聲，一看，有一個燈籠正在烈火

中燃燒，孩子則在旁邊滿臉無奈的嚎叫，漣漣

的淚水在火光中閃著細碎的光亮。大人們在一

旁哄勸，其他一幫孩子則在旁邊看著熱鬧，瞅

著那哭叫的孩子發出響亮的笑聲。

大一點的孩子已經過了打燈籠的年齡，

而只能玩比較簡單的捻火。即用柔軟的紙張捲

起來的火藥，捏在手上，讓它放出一串串的火

花。土話叫做鱉鱉捻，洋話我不知道叫什麼。

拿在手上要跑得很快，越快火花越多。所以大

孩子們使勁在巷子裡一路狂奔，夜幕中出現了

一行行的流星。說起這鱉鱉捻，我就想起我家

閣樓上那曾經柔軟而又古老的書籍。為了卷這

鱉鱉捻玩，我們爬到閣樓上，把老祖宗留下來

的許多老書，一古腦兒地撕扯開來，弄成了一

卷一卷的藥捻子。為了一時的痛快，毀了老祖

宗的遺產。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那斯拉斯

拉的聲音還仍在我的腦子裡迴響。那可都是老

版的線裝書啊，拿到這會還不知怎麼值錢呢，

真真讓我吃這碗文化飯的人傷心欲絕，生生把

兩片肝揪得生痛。我怎麼也想像不到當年的我

怎麼會幹出那樣荒唐的事來。但有啥辦法呢，

那個年代就是一個讀書無用的年代，不要說我

這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就是那些見多識廣，吃

的鹽比我吃的米都多的老知識分子，還不是把

一本本四書五經扔到火裡頭去了嗎？

那個時候所謂的火藥，實際上也都是孩子

們自製的。用的是柳木灰，做肥料用的硝氨，

還有其他什麼易燃的東西，攪拌在一起，就成

了。不僅如此，我們還會自製煙花。把一個磚

頭掏空，把藥裝進去，封死，再在正面戳一個

小孔，用一根燒紅的鐵絲戳進去，那明光耀眼

的火花就從小孔裡噴湧而出。在夜色籠罩的小

巷裡，它就像一株盛開著的火樹銀花。孩子們

歡呼雀躍，大人們喜笑顏開。這顆盛開的火樹

雖然幾十年過去了，但還在我的心裡盛開著。

儘管我以後見過規模宏大的焰火晚會，五彩繽

紛，流光溢彩，聲震長空，鋪天蓋地，但在我

的心中，還是我們自製的那小小的焰火更讓人

難以忘懷。

最後還是要說到吃。每次一說到吃，我的

眼睛就會像黑夜中四處覓食的老狼放出熠熠的

綠光。因為那個年代吃對人來說太重要了，誰

不渴望好好吃上一頓呢？元宵節是正月十五，

是春節勝利竣工的日子。休息了十幾天的農

民，通過熱情奔放的鑼鼓，瘋狂扭動的秧歌，

激情四射的舞獅子，舞龍燈，已經把一年來積

攢的所有能量釋放殆盡。從明天開始又要進入

新一輪的勞作，所以需要好好的慶祝一番。既

然慶祝，按中國人的習慣，就免不了吃上一

頓。吃什麼呢？元宵。那白白的，圓圓的，甜

絲絲的元宵，就像天上圓圓的月亮。這一晚，

大家聚在一起，把月亮盛在碗裡，人的心就跟

明鏡似的亮堂。大家就著月亮，品著小酒，回

味那曼妙的香甜，在心中規劃著新一年的光

景，升騰著一個明亮亮的希望。

在中國所有的吃食中，元宵是最有特色

的。一個是它的外形，圓圓的，從美術的角度

來看，圓是最美的圖案；從人的感覺來說，圓

最能讓人產生聯想，花好月圓，人間團圓，都

能從這小小的圓圓的元宵中生發出來；二是它

的色澤，白白淨淨，晶瑩剔透，就像是一顆純

潔的心；過去在大街上經常能看到那些作坊老

闆製作元宵的情景：一個簸箕掛在樹上或者木

桿上，簸箕裡裝滿了小小的元宵，那人慢而有

力地搖晃著簸箕。小元宵在簸箕裡不停地滾

動，漸漸地由小變大，最後成了肥嘟嘟，白胖

胖的元宵。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圓，所有的圓都

是經過摩擦和滾動才形成的。三是它舀到碗里

之後的那種感覺，白白的瓷碗，清亮亮的湯，

幾顆白嫩滾圓的元宵，還有哪種食品能像她這

般單純，這般透明，這般清爽！四是吃到嘴裡

的感覺，嫩滑柔軟，香香甜甜，餘音裊裊，回

味悠長。生活的美好全在這無窮無盡的回味當

中。

    作者現居中國

懷念兒時的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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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

Dear Friends,

Pls look into this very important announce-
ment to object to this so call “Safe School”  pro-
gram.

It’s in fact the opposite, it’s similar to SSM 
where your son could bring another man home 
introduce him to be his “ wife”.

How would you feel if your daughter goes 
to a school where she has to share “toilet” with 
a “boy” ?

Do you know what are being taught to the 
students at schools under The “Safe Schools” 
program in Australia ?

To name a couple:

    1.   display prominent posters depict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transgenderism, bisexu-
ality and intersexuality throughout the school 
grounds, and allow

    2.   students with transgender feelings to 
use the uniform, toilets and change rooms for the 

sex of their choice.

In fact, this program is actually an LGBT 
indoctrination program, designed to get impres-
sionable school-aged children to agree that, 
amongst other thing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hysical/biological 
gender - that gender is something that you make 
up, so having a penis or a vagina doesn’t matter 
in determining someone’s sex.

Gender-confusing activities, like cross-
dressing, and downright dangerous activities, 
like breast binding (where a girl physically sup-
presses the growth of her breasts, on purpose) are 
acceptable in schools.

Every type of family structure is equally 
good - so that there is no particular benefit to chil-
dren being raised by both a mother and father, 
when possible.

Since Bill Shorten and Penny Wong launched  
the program during the caretaking period before 
the 2013 election, over 400 schools nationwide 

have taken up.

This petition intends to do three things:

Demand the immediate withdrawl of the so-
called “Safe Schools” program from the curricu-
lum by any school which has already adopted it.

Address the Parents and Citizens’ Associa-
tions in your area.

Address your local MP making them aware 
of the situation and asking them to help restore 
the proper rights of parents to vet such material 
and programs.

Please go to 

http://www.citizengo.org/en/ed/32781-ur-
gent-call-australian-parents-oppose-gender-
confusing-program-australian-schools?tc=gm 

It takes about one minute to sign the peti-
tion. Please also share this urgent petition to stop 
this LGBT indoctrination program, and to restore 
parents’ rights - as the primary educators of their 
children!

STOP The so called “Safe Schools” Program 
        - SIGN the Petition please.

家長們如果你的兒女在政府特別是男女生學校上課祈望你們
注意這所謂“安全”是非常“不安全”

驚悉聯邦教育部耗資800萬澳元製作的一套所謂安全學校課程Safe 

School Program，內容包擴教導學生：性別是可以選擇的，變性Trans-

gender是正常的，同性戀是正常的性關係，鼓勵學生穿異性校服，使用

異性廁所，甚至還教導一些同性的性交方式！這是淫亂的邪靈對澳洲孩

子的心理和身體上的殺害和毀壞！

據說現在澳洲已有490所中學甚至小學採用了這套課程！其中包括

一些精英中學。

我們強烈呼籲家長們起來簽名或其  他方式來保護我們的孩子們！為

這個國家的未來爭戰！如果我們今天只顧自己的小日子，麻木不仁，明

天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國家就會毀滅在邪惡，淫亂，愛滋病等等的罪惡

裡面！ ！ ！

這個美麗的國家已經在水深火熱之中了！ ！ ！下面是知道的
三個簽名請願，請盡快參加和通知其他人也來一同支持。

1.https://www.change.org/p/i-disagree-that-11-yr-old-
children-should-be-taught-about-transgender-issues-in-
school?recruiter=52971005&utm_source=share_petition&utm_
medium=facebook&utm_campaign=autopublish&utm_term=des-lg-
share_petition-reason_msg&fb_ref=Default

2.http://citizengo.org/en/ed/32781-urgent-call-australian-par-
ents-oppose-gender-confusing-program-australian-schools

3.http://www.corybernardi.com/remove_funding_from_safe_
schools_propaganda

 “安全學校課程”是否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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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3:30 人未曾加害於你，不可無故與他相爭。 

聖經清楚教導人類，愛與尊重的功課。家庭

中必須充滿愛與尊重，才能建立溫馨的家。社群

中更需要愛與尊重，促進大家的人際關係。人類

是由神的愛開始地上的生活。《約翰福音》十三

章三十四節：「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愛是相和的基礎，由此推動互相尊敬。尊

敬是一種敬重、禮貌和崇敬的內在態度， 也應該

帶著合宜的關注，甚或順從。所以，神按祂的形

象樣式創造人類，使他們帶著尊貴的軀體，成為

萬物之靈。各人都具不同的性格，互相欣賞彼此

的長處、才能和價值，才能和諧地生活。

世間的愛與尊重

1. 世上忽略真理

現今的世代，很多人都自私自利，尋求自我

的好處。為求自己的利益， 不惜損人利己。《

羅馬書》一章二十八至三十二節：「他們既然故

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

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

家庭中的愛與尊重

◎  文/楊偉明

楊偉明牧師:教會主任牧師，曾任社工，處理青少年、長者及家庭問題。

在教會工作三十多年，體會基督徒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盼能幫助在戀愛、婚

姻、家庭生活中出現困難的基督徒。

毒；滿心是嫉妒、凶殺、爭競、詭詐、毒恨；又

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

狂傲的、自誇的、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

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

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

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信徒就是活在

周圍都是行這些事的人群裡，他們不行真理，不

守神的命令！

2. 家中缺乏教導

此外，不少信徒都活在忙碌的世界中。為人

父母者，照顧兒女成為沉重的負擔，聖經要父母

管教兒女，但當父母每晚帶著疲乏的身軀，每每

有力不能勝之感。兒女的前途，卻成為父母所掛

心的！兒女可以進入名校讀書，前途必然美好。

於是，父母為子女安排各方面的操練、忙個不停

的訓練——智能、技巧課程、音樂培訓等，使兒

女有把握進入名校！但父母卻忘記了自小教導兒

女聖經。經文教導父母，必須將神的話語代代相

傳。亦有父母缺乏與兒女溝通，不知道他們的心

事。可能父母只以其他產品代替，如手提電話、

遊戲機、玩具、電腦等，盡量減少相交的壓力！ 

3. 合適成長方法

夫妻的婚姻生活需要持久地成長，在兒女

面前活出美好的婚姻生活。父母的相處，兩人的

情緒、愛情表現，兒女都看見，陰影存在心裡。

父母要以愛和尊重，實踐神的話語，從小給兒女

作好榜樣。除了以身作則，更要有合宜的生活方

式。如果父母過分寵愛兒女，以「皇帝仔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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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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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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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9 Gatwood Close Padstow NSW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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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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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站: www.padstowchinesecong.org

模式處理他們的日常生活，很易變成他們要甚

麼，就給甚麼！這樣，寵壞了的小朋友很難自

立成長。不錯，兒女是需要照顧， 但要合宜！

學校不能完全取代家庭，子女在家的時日更

長，所學的事更多！所以，父母的責任是按著

聖經，妥善地教導兒女！

家中的愛與尊重

家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建立在愛與尊

重的相處上。聖經有很多教導，都具有建立家

人之間良好關係的教導。

1. 夫妻之間

基督徒夫妻由婚姻開始時，便要按聖經

的教導過活。《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二至二十

三、二十五、三十一至三十三節：「你們作妻

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

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

是教會全體的救主……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

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

督和教會說的。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及《彼得前書》三章七節：「你們作丈夫的也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

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這幾段經文說明了

夫妻之間的愛和尊重，在真理追求及實踐上，

都要二人一起去實踐。夫妻恆久的相愛和尊

重，直接影響家人，並能一生活出好見證，成

為別人的榜樣！ 

2. 親子之間

基督徒父母要教導兒女孝敬，而兒女要孝

敬（尊敬-honor）父母乃是十誡其中一條重要

誡命。《出埃及記》二十章十二節：「當孝敬

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

上得以長久。」十誡頭四誡論及神，而第五誡

開始論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尊敬父母是必須

的，養育之恩和自小教導成長是父母的職責，

所以，感謝父母的心是神的教導。

《申命記》六章六至九節：「我今日所

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

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

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

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

城門上。」神的話語建立兒女的一生，父母必

須實踐教導真理的工作。《以弗所書》六章一

至四節：「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

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

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

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歌羅西書》三章

二十至二十一節：「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

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作父親

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這些經文清楚指出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乃是基

於神的吩咐。

3. 兄弟之間

家庭中可能有兄弟姊妹，他們自小應有

親密的關係，互相幫助、扶持，走過人生的路

程。聖經中有好的見證，亦有壞的見證。在《

創世記》四章八節：「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

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

把他殺了。」亞伯被兄長殺死，記載了兄弟相

殘的悲劇。該隱因神悅納亞伯的供物，爭寵失

敗而動殺機。聖經記載的好見證在《創世記》

五十章十九至二十一節：「約瑟對他們說：『

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

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

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

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約瑟面對那些害

他的兄長們，卻愛他們，使他們明白神在他身

上的心意，不只饒恕了兄長們，還答允將來會

幫助他們。家人的互相幫助十分重要，有需要

時，兄弟情成為莫大的力量。《傳道書》四章

十一至十二節：「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

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

斷。」整個人生中，不是孤身一人，是互相幫

助的，只要互相尊重和親愛對方，自然成為力

量的泉源。

結語

神賜人類有祂的形象、樣式，既是有靈的

活人，就當活在神的教導下。聖經教導信徒彼

此相愛，主耶穌亦頒佈最大的誡命：「愛人如

己」！人要互愛，必須敬重他人的同在。讓信

徒由家庭（個別成長的地方）開始，孕育愛和

尊重，成為美好的見證。無論信徒是父母、兒

女或兄弟姊妹，總要活在愛和尊重中，迎抗社

會中的冷漠、自我中心，只顧己、傷害別人！

每個人活著都有家庭，健壯的家必須家人互

愛、互敬，尊神的名為聖！

作者現居香港

蒙允許轉載自《天倫樂》

宣道基督教会
Christian Missionary Church

粤语:礼拜日上午11点 国语:礼拜日下午3点30分
296 Hamilton Road Fairfield NSW 2165

健身操,乒乓球, 祷告,查经,证婚,
公证签名,中英神学文凭授课 

   

Fee help和Austudy详细请联系：林明弟牧师JP(M.Th)
电话:(02)8901 3392或0426 812 789 mingdeelam@emmaus.edu.au

CRICOS: 0294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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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田櫻

聞知悉尼新州圖書館（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展出世界最大書，吸引我去

那裡親眼目睹這本巨書。

新年伊始，我走進新州圖書館米切爾閱覽

室(Mitchell)，目睹了這本世界上最大的書，聽

著導覽者的介紹，方知這是一本重達150公斤的

巨大地圖冊，名曰：《白金地球（Earth Plati-

num）》，其高約1.8米，寬度達到了2.7米。這

本巨型圖書在全球範圍內共有31本，由Millen-

nium House(千年之家出版社)在2012年首次出版

發行，也是澳洲境內唯一的1本，為該館鎮館之

寶。25年前，該出版社的Gordon Cheers就醞釀

了出版世界上最大地圖冊的主意，並花費了4年

時間來製作。100多名國際製圖師、地理學家以

及攝影家參與了這本地圖冊的製作過程。這本地

在新州圖書館看大書

圖冊有128頁，61頁是地圖，並有27個著名景點的

圖像，其中包括了梵蒂岡聖彼得堡大教堂(Basil-

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和秘魯印加帝

國遺跡馬丘比丘（Machu Pichu）。許多圖像都是

把1000多幅單個照片合成在一起的。最大的一個

用了12000張照片合成。站在書前細觀之，確是一

個龐然大物，彷彿是一座大山，又彷彿是一個書

海，讓人聯想到中國唐代詩人韓癒的治學名聯“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在新州圖書館裡看書，其實有許多大部頭的

書。在一樓入門大廳左側有個神秘的房間，每個

星期二開放，10am-4pm，叫莎士比亞室(Shake-

speare room)，是英國偉大的詩人莎士比亞圖書

室。走進古色古香的書室，給人以典雅的感覺，

一排排擺放有序的莎士比亞著作，在靠窗高大書

櫥的左下角擺放著莎士比亞的雕像。導覽人詳細

介紹了書室的建造背景、設計概念、設計家等，

天花板、吊燈、木門、書櫥別具一格，玻璃窗上

有三小塊藍色玻璃，是當時設計者精巧設計。這

裡的木工全部手工打造，做工精細。靠窗一角有

一個神秘箱子，無鎖，至今無人打開，也不知箱

中何物。引人注目的是在書室入門處旁，一個書

架上展出了一本大部頭書，這是莎士比亞全集的

◎ 米切爾閱覽室一隅

◎ 米切爾閱覽室

◎ 莎士比亞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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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導覽人介紹說，後人把莎士比亞的作品

規類成四大本，後來因火災，正本己被燒毀，所

幸意外發生前把那四大本都做了複製品。在莎士

比亞室，翻閱莎士比亞大部頭的書，回眸他的作

品，給人留下溫馨的感覺。在一樓還有一個古色

古香的、彩色玻璃窗的友情室，室內展示了澳大

利亞文學藝術界的成就數字和作家肖像油畫，在

古雅的書櫃上，有一本由Haneman博士收藏的西

班牙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

dra)的名著、世界文學瑰寶《唐‧吉訶德》古老

版本。

到新州圖書館看書，一定要到主閱覽室米

切爾閱覽室，那裡不僅存放著那本巨書，而且存

放著許多大部頭的書籍，站在米切爾主閱覽室入

口處，舉目望去，兩層樓高的整牆書架，和電影

裡那些老派圖書館很相似，好像一個巨大的私人

藏書室，還有巨大的磨砂玻璃天窗，讓人覺得舒

服，願意讀書。

經常到新州圖書館，因為新州圖書館給我的

感覺是像寶石一樣美麗的地方，它是澳大利亞最

古老的圖書館，由南北兩部分組成，南館（Mac-

quarie Wing）是現代風格的新館，北館(Mitch-

ell Library)是古典風格的舊館。圖書館存放了

超過五百萬的項目(其中超過200萬冊圖書、120

萬縮微膠卷、110萬照片，以及報紙、地冊、建

築設計圖、手稿等)，這其中有庫克船長和約瑟

夫銀行的期刊和布萊船長(後來州長)的日誌等珍

貴資料，是一個向公眾提供參考和研究資料的圖

書館。這裡不僅是傳統圖書館，一個靜品書香的

好地方，還是一個文化中心，不僅有長期展出的

畫廊，還經常舉辦新穎臨時展覽，讓讀者在看書

之餘，去欣賞各色展覽。

在新州圖書館看書，記起讀小學時，在日

記本上記下的高爾基名言：“書是人類進步的階

梯，終生的伴侶，最誠摯的朋友。”和莎士比亞

名言：“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書

籍，就好像大地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

好像鳥兒沒有翅膀。”的含義；到新州圖書館看

書，會鼓勵讀者去攀登書山，穿過高山峻嶺；到

書海遨遊，乘風破浪，真正感受書的“營養”內

涵。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 新州圖書館外景

◎ 前廳的航海圖

西南區華人浸信會為成立超過十五

年之福音派教會，祟拜出席人數若

八十人，多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

現誠聘牧者主領教會，負責牧養、

教導及發展工作。應徵者須持正統福音派信仰及神學院學

士學位，具主理教會兩年或以上經驗，能以粵語及國語証

道，並諳英語。有意者請於31/12/15前把個人履歷，得救

見證及蒙召見證電郵至：pastorrecruit@optusnet.com.

au或郵寄至：Pastor Recruitment Committee, P O Box 

778 Bankstown NSW 1885

電詢請洽：0418 410 529 William

誠聘牧者

啟明駕校
Blacktown,Castle Hill, Silverwater

Website:auto1driving.com.au

          Tel: (02)8212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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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天地萬有，全能的上帝，

感謝您差派愛子降臨人間，

賜下恩主，救我成義，

讓我們獲永生得進天堂裡。

您授我們使命將福音傳講到地極，

神子、人子，耶穌基督

信靠祂，沐浴在祂的大愛裡，

我們將得屬地平安，進入永生天堂境地。

人類必須懂得靈魂重生的重要意義，

暴力和仇恨正在地上氾濫無邊無際，

我們必須彼此照顧，親如姐妹兄弟，

地球一旦毀於我輩之手，我們將回天無力！

耶穌福音救世               作者：白約翰      翻譯/任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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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瑞玉口述 

  鄭雅麗筆錄

1922年，我出生於一戶張姓農家。

在90多年前的封建時代，流傳著重男輕女

的封建思想，所以我出生不到一個月，就被送給

一戶林姓的貧窮家庭。收養我的這個家庭沒有孩

子。我的養父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所以家裡無

地無業，一貧如洗。我和養母只能艱難度日。

養父染上鴉片煙。每每手頭無錢的時候，

就生氣、打罵我的養母。在我5歲的時候，有一

天，養父大發脾氣，雙手各拿一支尖頭的短鐵

條，追殺抱著我的養母，所幸同屋居住的阿婆看

見，大聲喊救命，引來許多親堂拉著養父勸解，

才不致釀成大禍。

養母的婆婆，就是我的奶奶，看到家無寧

日、甚至險出人命的情形，勸我的母親到廈門投

奔她的生母。於是母親就帶我到廈門找外婆---

洪勸姑。當時外婆在鼓浪嶼的救世醫院做工。

我的外婆洪勸姑原是住在福建南安鄉間，

信奉菩薩。她的兒子鄭炳輝5歲，女兒鄭純宜8個

月大時，丈夫患重病。她去求問菩薩幫助時，菩

薩說女兒要送給人，不然丈夫會死。為救丈夫的

命，就將僅有8個月大的女兒（我的養母）送給林

家人為童養媳。

但是不久，丈夫還是死了。外婆守寡時26

歲，生活已無著落，又受到惡嫂子的欺負及驅

趕，更是雪上加霜。後來去為人磨豆腐，每天靠

一碗豆渣和野菜為生。

當時鄉下已經有人信主，看到外婆的苦況，

就勸外婆來信耶穌，並帶她到距離鄉村8公里地

的石井禮拜堂聽道。外婆聽了福音以後，覺得心

裡很受安慰；聽了聖詩以後，覺得滿有喜樂、平

安。於是欣然接受耶穌為她的救主。並每個禮拜

天堅持到教會聽道，因主愛的話語，讓她在絕望

中見到光明。當時有廈門教會的外國傳教士，經

常去南安的教會巡視、關心、幫助那裡的會友。

看見我外婆處境很是可憐，深為同情，就將外婆

及她的兒子帶到廈門，並安排在鼓浪嶼救世醫院

做工，兒子鄭炳輝由外國人培養送去讀書，直到

大學畢業，並成為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學生。我

舅舅大學畢業後在學校任教，並已訂婚。有一

次，他帶領學生出去遠足，因學生打球，球掛在

樹上，他爬上去取球，不小心摔下來，傷到肺

部，雖經治療，卻仍無效。臨終前，對他的母親

說：“天父愛我，我要回天家了，你不要傷心、

流淚，我死後，也不必去看我的墳墓，因我已不

在那裡，你去只能看一堆土而已。”

外婆26歲守寡，48歲喪子，孑然一身，依人

看著是極其悲哀的事。但外婆自從信主以後，已

經輕看世上的勞苦，滿心感謝神的恩典，專心仰

望愛她的主，知道萬事都出於神的旨意。她順服

神，並遵從兒子的遺願，不傷心、不流淚，因她

知道兒子是到極美的天家。她也很少去墓地看望

墳墓，所以我們都不知道舅舅葬在何處。外婆堅

心信主的情形，猶如“活水”書中有一句話：“

在世上有苦難的信徒，在世上孤單的信徒，他們

反而在基督裡迅速長進。”

當她兒子過世後，她更全心投入傳福音及做

愛主、愛人、幫助人的工作。她在醫院的工資每

月16大洋，若在醫院吃飯伙食需交8元，但她不吃

醫院的伙食，卻將8元錢捐給救世醫院裡所設立的

捐給救世醫院裡所設立的“幫助無錢治病的人”

的機構，自己卻過著一日兩餐克勤克儉的生活。

為報答主恩，她在醫院勤快地工作，任勞任怨，

對周圍的人充滿愛心，並能捨己幫助有需要的

人。有一次，她出差到南安官橋，看到一個人毒

打一個三歲左右的女孩，然後，用雞罩罩著那個

女孩。她上前勸解，並說，你若不要這孩子，就

不要領養她，如今卻這樣欺凌她。那人反而說，

你若可憐她拿20元來，把她帶走吧。外婆就付了

20元，將小女孩背回廈門照顧，然後送到孤兒院

培養。此人就是後來在漳州醫院工作的王寶珠護

士長。外婆也曾  拾了幾個棄嬰，養大了以後才送

給人家。最後留下一個名鄭亞珍，作為她的孫

女，培養至初中畢業後，與一軍人結婚，現居住

在上海。外婆還幫助、救了不少人，我多數忘記

了，因她從不表露自己的善舉，所以多數人不知

道。她認為所做的是為主而做，因主愛她，她也

應將主的愛分享出去。

當我5歲到鼓浪嶼找外婆時，外婆已經有53

歲，她把母親送去教會辦的婦女學校讀書，裡面

教羅馬字（俗稱白話字），所以後來母親會看羅

馬字聖經。母親寄宿在婦女學校內，我就和外婆

住在一起，外婆就教我念聖經。兩年中間，我會

念“耶穌愛我，我知道”、“耶穌，和我相同（

一起）走”、“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我目抬

頭望天”、“兩蕊小目，要常望天。”詩篇第

一、第二十三篇等等。外婆成了我屬靈的啟蒙老

師。

外婆中年喪夫，老年喪子，在世俗人眼中是

不幸中的不幸。但因外婆信靠救主耶穌，明白世

間萬事皆過眼雲煙，唯獨永生才是真正的盼望，

所以她在患難中有平安，在哀慟時有盼望，在孤

獨時有主的同在。當我回想外婆的一生，我不禁

想起“哀慟的人有福了”這句主的話。外婆的一

生是幸福的一生。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香港

哀慟的人有福了

◎ 93歲林老太攝於香港



15LIFE MONTHLY MARCH 2016 NO. 179

www.lifemonthly.org
月
刊

箴言 3:31 不可嫉妒強暴的人，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 

見證如雲

預言

猶太王希律在位期間，亞比雅班的教士

裡有一位名叫撒迦利亞的人，他的妻子伊利莎

白，也是亞倫祭司的後裔。他們為人完全遵照

上帝一切的命令和吩咐，在上帝眼中是公義正

直、無可指摘的。可是他們沒有孩子，因為伊

利莎白不能生育，兩人又已經年紀老邁了。

有一天，輪到撒迦利亞他們那一班教士當

值，恰巧抽中他到聖殿裡去燒香，其餘的人都

在外面祈禱。忽然間，上帝的使者在香壇的右

邊向撒迦利亞顯現，撒迦利亞嚇了一跳，驚慌

失措。

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

你的禱告已蒙應答。你妻子伊利莎白要替你生

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你一定會因

他的誕生而感到喜樂，許多人也會因此歡喜快

樂，因為他要成為上帝偉大的僕人。”

“他要滴酒不沾唇；在出生之時，已經

注入了上帝的靈。他要勸導許多以色列人，歸

順他們的上帝。他具有堅強的心志和能力，如

同以利亞先知。他要使父子和好，使叛逆的人

◎  文/愛新覺羅‧寶珣

轉從義人的智慧，為上帝準備良善合用的子

民。”

撒迦利亞問天使：“我怎麼知道你所說

的話是真的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上

了年紀。”

天使回答說：“我是加百列，是上帝面

前的侍僕，受上帝的派遣向你報這喜訊。我

說的這番話到了時候必定應驗。但因為你不

肯相信，所以在約翰出生之前，你要變成啞

巴！”

這時候，在聖殿外邊等著撒迦利亞的人

都奇怪他怎麼遲遲不出來。但他出來了卻不

能說話，只能打手勢表示，大家都意會到他

在聖殿裡一定看見了甚麼奇異的景象。撒迦

利亞值勤完畢，就回家去了。不久，伊莉莎

白果然懷孕，她就獨居了五個月。她說：“

上帝成就這事對我真是特別的恩待，把我不

生育的羞恥都除掉了。”

蒙允許轉載自《耶穌全傳》

施洗約翰的誕生

◎ 約翰說：「我是用水
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
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
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
你們施洗。」(路加福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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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牧師 0416 221 668
www.efcm.org.au

聖山台福
42 Hill Road,
West Pennant Hills, NSW
周日10:00am 華語聚會
林牧師0431 696 644
www.facebook.com/efchills

雪梨台福
26 Horsley Ave. 
Willoughby, NSW
週日10:30am  英語聚會
周日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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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nder St, Burwood, NSW
週日 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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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弟兄: 0401 036 559
www.efcperth.org.au

澳洲區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感謝大家15年來對《生活》月刊
的厚愛和支持，在此新春佳節之際，
我代表月刊全體同工祝您們明天會更
好。為表達感謝之情，謹此聲明，從
今年四月份起，本刊將開設“洪恩信
箱”新欄目，與大家一起討論解答生
活中遇到的各種困擾問題，與您們一
同走過心路歷程。

倘若閣下有任何問題，虹恩願
盡一己所知，與你共商對策，一同
學習，請將你的問題寄38 Day Street 
Drummoyne NSW 2047 Australia或電郵
editors@lifemonthly.org

編輯部敬啟

生活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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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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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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主日崇拜
時間: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國語堂

柳耀遠牧師 (Rev James Liu)         (02) 9588 4170

31 MacMahon Street, Hurstville

◎  文/沈立德

王峙先生（1903-98）乃新加坡神學院第二任院

長，於1961-62年接下於力工牧師的棒。他是我們做福

音工人的榜樣，把生命與服侍定位於基督，一生為耶

穌得人和育人。

相信耶穌基督。王牧師出生在一個不信主的家

庭，哥哥王載先信耶穌（後來成為佈道者，以「未讀

聖經，不進早餐」為座右銘見稱），他的母親為此傷

心流淚，王峙對她說：「媽，你不要掛慮，哥哥信耶

穌，是他的事，我決然不信耶穌。」

不久後王峙離家去廣州海軍學校受訓。一天，他

收到母親的信，第一句話說：「我信了耶穌，今日要

受水禮。望你時常往禮拜堂聽道，亦早日信主。」他

歎息說：「母親畢竟是個女人，女人容易搖動。我是

男子漢、大丈夫，我說不信，就是不信。」

他在海軍學校裡修讀科學，十分佩服牛頓。他

想到地球是常動的，它每年環繞太陽走一圈，每日又

自己旋轉一圈，究竟是誰發動的？誰叫它如此有規律

地、連續不斷地動呢？他問自己的班友，班友譏笑地

答：「你家裡有人信耶穌，當然是上帝管理這些動

作。」沒想到這一句話竟然使他開始了有神存在的思

想。

1921年夏天，他回家渡假。有一天晚上，他想起

過去許多的罪過，如貪心、詭詐、怨恨和許多不可告

人的思想，不能入睡。第二天去問哥哥，如何才能洗

淨罪。哥哥問他：「你信有神麼？」答：「我信。從

力學我領悟神是宇宙的第一因。」哥哥又問：「你知

道你有罪麼？」答：「我昨晚就是為罪的緣故失眠。

」

哥哥說：「主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就是擔當我

們的罪；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能夠洗淨我們的罪。

」真理像光一樣，照亮他的心，解決他的問題。王峙

與哥哥站在樹下，祈禱認罪，接受耶穌作他的救主。

他信主後，才知道他為罪自責的那夜，他哥哥與嫂嫂

徹夜為他禱告。從此王峙深信祈禱。

定位耶穌基督 王峙心裡有耶穌的呼召，決志降

服。他寫信給送他獎學金去讀書的英國人校長說：「

我不去深造當老師了，神召我去傳福音。」校長的回

信很長，大意說：你不但叫我失望，你亦使神失望！

王峙回信說：「我如此決定，不是為名，也不

是為利，乃是為要引導在黑暗中的同胞，要他們看見

神的亮光。我的目的十分光榮，你應該感謝讚美神。

」後來，校長自己亦辭去職位，與他的夫人一同去傳

道。

王峙先生一生以愛心努力傳道，得人如魚。他講

了一篇道，題目是「五個問題」，以此激勵我們要以

愛心努力傳福音：

（一）「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徒八31

）你我為何不去指教迷茫的人，叫他們明白耶穌的救

恩？

（二）「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賽六8）先知以賽亞是我們的榜樣：「我在這裡，請

差遣我!」

（三）「我豈是看守我弟兄的嗎？」（創四9）

冷心的人會這樣發問；得救的人會熱切關心別人得

救。

（四）「焉知你得了王后的地位，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斯四14）我們應該自問：主施恩拯救和

造就我，不是為傳福音嗎？

（五）「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十

15）教會應該作傳道者的後盾，以祈禱幫助他，使他

的靈性有力；以物質的東西供給他，使他的生活沒有

缺乏。這就是教會的差遣。但傳道人的眼睛要專心仰

望信實的神，不要注目依賴任何的人。

王峙先生二十一歲開始傳道，他一生傳道的足

跡，遍及東南亞、英國、澳洲、南美洲、北美洲各

地。他也擔任「聖經報」編輯四十多年。他的座右銘

是：「定意不知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

架。」 (林前二2)

親愛的同路人，耶穌是主! 我們是祂的門徒，忠

心為祂得人和育人。耶穌基督與十字架是我們信息的

內容、成長的楷模及侍奉的動力。

請為我們禱告！

沈立德

新加坡神學院代理院長

定位基督的門徒
編者按：王峙先生：1966-1969年在雪梨牧會，他鼓勵雪梨的華

人教會為福音的緣故聯合開佈道會，並組織了一個聯合佈道培靈委員

會，成為以後聯合事工的前身，他的哥哥王載先信耶穌，亦曾經在50

年代在雪梨當年唯一的華人教會──長老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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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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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小品

人的裡面有神的國，人的裡面有神的靈，人的裡面有神同在！

所以，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你的心靈成長要多讀神的話有敬畏神的智慧，心靈強壯要多親近神禱告

有愛慕神的性情，心靈恩賜要多服事神幫助人有分享神的愛心。

這是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

教會也是一座心靈殿堂，教會裡有神的國，教會裡有神的靈，

教會裡有神同在

所以教會是一個生命體不是建築物，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不是福音機構或

社團，教會是神同在彰顯之處不只是人聚會處。

既然教會是生命體就要有陽光（神的話）雨水（神的靈）空氣（禱告）

的養份來餵養，教會是基督身體就要有像枝子連結葡萄樹（愛基督耶穌）和

彼此連結（愛弟兄姐妹）和結果纍纍（愛領人歸主），教會是神同在彰顯就

要有神形象（聖靈九種果子）有神性情（愛的真諦）有神作為（大使命）。

教會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們。

我們都是主基督用自己的形象創造的，不分男女老少，都是神的兒子，

有神的榮耀；

我們都是主基督用自己的聖靈運行的，不分男女老少，都是神的僕人，

有神的恩膏；

我們都是主基督用自己的真理餵養的，不分男女老少，都是神的學生，

聽神的聲音；

教會是個奧秘：但是最重要是愛，一切教會的真理都在愛裡面，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和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愛神就要敬

畏祂，遵行祂的話來生活；愛人如己就要助人為樂。

教會要成長

教會裡一定要勤讀神的話，晝夜思想，讀後就要切實執行神的話，不要

犯罪，執行的過程長成神的生命，作新造人。

勤讀神的話

讀神的話不能只看重字句會使人靈命被狹隘以致於固執，要整本聖經融

會貫通；

讀神的話不能只追求亮光會使人靈命被混亂以致於盲從，要聖經知識和

聖靈感動平衡；

讀神的話不能只要求模範會使人靈命被偽裝以致於假我，要天天心意更

新從心裡被改變。

建立健康成長的教會

學習神的話─體會神的話要融會貫通，聖經一定要從世記到啟示

錄讀完。查考神的話要虛心求教，這世上除了基督耶穌和聖經原文的40

多位作者，沒有一個人的解釋代表絕對聖經權威。有不明白的經文要多

想多問多讀多禱告，你現在自以為懂的，要保持謙卑的心思繼續求教。

明白神的話要精益求請，神的話起初會很難明白，但存謙卑的心求教受

教，神的話會像日頭，在謙卑人心裡愈照愈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你心裡的答案和解釋不要強求也不要強解。神的

話好像大海，我們的理解好像小水滴，小水滴怎能去體會海洋有多大？

所以，學習神的話是終身學習，樂意時常被更新，常存謙卑受教心。

渴慕神的靈─神的靈要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並且想起主耶穌基

督對我們說過的話，所以，渴慕聖靈就是渴慕神的話，並且被神的話改

變生命。神的靈要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所以，渴慕聖靈就是渴慕

愛神和愛人如己，在愛裡學習不計算別人的惡。神的靈揀選我們去傳福

音，所以，渴慕聖靈就是順服聖靈去領人歸主，教導他們學習神的話和

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

彼此切實相愛─愛是真心流露，有算計、虛偽、詭詐、說謊和不饒

恕人，就無法切實相愛。愛是無私付出，有求回報、求報酬和不甘心，

就無法切實相愛。愛是真我的生命，有恨人、害人、妒嫉人和不相信

人，就無法切實相愛。愛是個奧秘，沒有人完全明白和了解，沒有人可

以完全保證和信任，完全的愛只在神那裡，我們在神的愛裡追求被愛更

新的生命，然後學習在彼此相愛裡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

http://www.revivalspark.net/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

=revivalspark&category=02&ID=revivalspark42207816715078&page=1

人 的 裡 面 ◎  資料來源：陳百加

邱國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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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3:32 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為他所親密。

信仰探索

◎   文/惠來  

從前猶太國有一位財主，田產極多，難以計

數。特別是在豐收的那一年，眼看著金黃色的穀

粒，是那樣的晶瑩可愛，不久就要一擔一擔的往

他家裏送了，他真是喜得連嘴也閉不上。他想就

是把所有的倉房都打開，也難全數容納，他急得

跺腳說：我的出產這麼多，沒有地方收藏，怎麼

辦呢？

後來他就僱了許多瓦匠木匠，把原有的倉

房拆了另蓋，蓋成更大的。直到糧食和財物都充

滿了所有的倉房時，那時他自言自語說：我有這

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

的喫喝快樂罷。這好像在慶祝他計劃的成功。可

是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

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這真是當頭一棒，

叫他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世上有許多「財主」，表面上他們是擁有

豐盛的財產，實際上是豐盛的財產擁有了他們

──從「財主」變成了『財奴』。這個財主以為

他的「靈魂」可以用「吃喝」來滋養；豈知「吃

喝」只能滋養他的『身體』，有時反而會敗壞「

靈魂」。身外之物乃是虛幻，不足作為人生的倚

靠；我們的指望乃在乎神(參《聖經》詩篇卅九

5~7)。

也許有人要問，怎麼神稱他是無知的人呢？

他豈不是聰明透頂，精打細算，計劃周到嗎？他

真是無知嗎？讓我告訴你，神所衡量，所估價的

是最準確不過。神說他是「無知」，他就不是聰

明。

第一、是因為他否認有神，所以儘量利用自

己的機會和地位去剝削別人，他把自己的快樂建

築在人家的痛苦上面。豈不知這一位他所否認的

神，就是伸張公義的神，他不能再繼續讓他貽害

人群，祂親自乾涉，和他算賬，結束了他在世上

短暫的生命。

第二、這位財主之所以「無知」，是因為

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祇顧自己喫喝快樂，不管

他人死活，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

是他的寫真。他單為自己剝削來的財富打算怎麼

辦，他根本沒有想到受困苦的人。自私自利盤據

著他整個的心，幹了一輩子損人利己的勾當，還

以為得天獨厚，洋洋得意。那想到會有一天「今

夜要你的靈魂」。

第三、他的「無知」，也是因為他只知有肉

體，不知有靈魂。換句話說：他只單為身體怎麼

辦，沒有為靈魂怎麼辦。這不是說我們用不著為

肉體打算，我們既要活著，就是為肉體打算。不

過，不要忘記也應當為靈魂打算，因為肉體是暫

時的，靈魂才是永遠的。這位財主以為積存這麼

多的財物，可以長生不死。誰知，神向他收取靈

魂的時候，他就束手無策了。

第四、他祇為今生怎麼辦，沒有為來生怎麼

辦。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這個意思。只

圖今生如何享受如何安逸，並沒有用一點工夫為

來世的歸宿而設想。

朋友們！我們都不願意作無知的人，都喜

歡作聰明的人。可是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和這位

無知的財主相差無幾！我們要作聰明人，就應當

醒悟，更弦易轍，這是關係你切身問題。你當悔

改歸向耶穌，就是你不但想到自己，也當顧到別

人；不但顧到肉體，也當顧到靈魂；不但有今生

的福氣，也有來生的永福。神願意我們人人都作

聰明人。

作者來自中國 現居雪梨

無知的財主

Email:Sydneyelectrical@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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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靂鎮華人基督教會（Blacktow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是一間位於Blacktown, NSW
的獨立教會，我們現誠聘一位全職牧師，應徵者
需要具備福音派神學畢業學位／有牧會經驗／能
以粵語或普通話講道，具有英文溝通能力／愛
神、愛人／有傳福音的負擔／能與教會執事會一
起同工，按照聖經教導來帶領教會屬靈成長。有
意者請將履歷表、得救及蒙召見證寄至聘牧委員
會 bcccrecruit@gmail.com

霹靂鎮華人基督教會
誠聘牧師

 悉尼地區家居清潔，地毯清潔，退房清

潔。服務忠誠，網上即時報價，方便快捷。

Tony國粵語,0413 198 820. 
norwestcleaning.com.au

Norwes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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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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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文化聯合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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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Medicine 
Dr  John Wong(English speaking only)

Croydon Medical Centre
The Strand,  Croydon,  N.S.W.  2204

Phone: (02)9715 7300

悉尼中央浸信会
现寻求

全职或臨時国语牧者
主要负责讲道，培训门徒，牧养会众

应征者要有牧者的心肠，国

语背景，良好英文沟通能力，具

有神学学历，至少三年国语堂

牧会经验，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

解，因会众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

大陆。其他详情请联系我们。

电邮：pastoral_search_committee@centralbaptist.org.au
电话： 0414 980 226

與耶穌有關的影視作品無外乎是關於生存或

死亡話題的探討，而由凱文‧雷諾茲執導的《復

活》則另闢蹊徑，從一個新的角度入手，講述了

這段古老的宗教傳說。

從預告片來看，影片通過尋找消失的耶穌

屍體而展開。克拉維烏斯是一名羅馬軍官（約瑟

夫‧費因斯飾），他接到猶太總督彼拉多命令，

去查明屍體消失的真相，以攻破耶穌死而復生的

說法，恢復帝國的威嚴。

《復活》發布首款預告
從另一個角度講述耶穌的故事

穌的死和復活之謎，為局外人帶來全新的角度去

看這一件人類歷史中的最重要事件。」

《復活》由LD娛樂公司製作，SONY電影娛

樂公司聯合AFFIRM電影公司發行。AFFIRM電影公

司已發行過多部信仰與家庭主題電影，如Soul 

Surfer、Courageous 和When the Game Stands 

Tall。

2004年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的《耶穌受

難記》(The Passion of Christ)將耶穌被賣、受

苦受難、直到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活現螢幕，

震撼了無數觀眾的心，包括很多未信者。十年之

後的今天，《耶穌受難記》甚至成為每年復活節

必定要回顧的電影。這部有關耶穌度復活的電

影，未知會否一樣成功，成為經典。

製片人米奇‧利德爾(Mickey Liddell)花了

超過10年時間籌畫這部電影，時間比凱文‧雷諾

茲改寫接手《俠盜羅賓漢》還早。史蒂芬‧默克

維什(Steven Mirkovich)因剪接《受難記》而成

名，這次他將在《復活》中再次展現剪接技巧。

演員方面，飾演主角克拉維斯的是喬瑟夫範

恩斯(Joseph Fiennes)。其他領函主演的有演過

《哈利波特》的湯姆‧費爾頓(Tom Felton)，《

珍珠港》男角彼得‧弗斯(Peter Firth)和《終極

警探4.0》男角克里夫‧柯蒂斯(Cliff Curtis)。

據製片人利德爾解釋，耶穌在片中是非常

難以觸摸的，觀眾僅能在幾個鏡頭中看到他的影

子。 「有幾次你會看到他，然後你就會意識整部

電影裡，自己最期待的就是那一刻。」他說。

主角範恩斯則說，「我真的很愛這部片，即

使是不瞭解聖經的觀眾也能被強烈吸引，聖經真

的是最美、最有內涵的故事。」

轉載自網路上流傳 

該部電影現正在Event, Greater Union 

Hoyts 電影院放映.

請上官方網站http://www.risenthemovie.

com.au/查詢放映時間和地點.

彼拉多的部下(左)克拉維斯(Clavius  )與同

伴(右)盧修斯(Lucius)被命令找回耶穌的屍體，

澄清彌賽亞復活的謠言，以遏制耶路撒冷起義。 

(圖:TriStar)

現正上映的聖經主題電影《復活》(Risen)

，將從非基督徒的角度展示耶穌的死、復活與升

天的故事。

《復活》的故事主軸圍繞彼拉多的部下、名

為克拉維斯(Clavius  )的羅馬士兵。不信仰的克拉

維斯與同伴盧修斯(Lucius)被命令找回耶穌的屍

體，澄清彌賽亞復活的謠言，以遏制耶路撒冷起

義。片中耶穌復活是難以捉摸的謎團，羅馬士兵

與耶穌的跟隨者的史詩戰鬥場面是重頭戲。

「在《復活》這部電影講述一名羅馬高級官

員被命令找回耶穌的屍體，並打擊耶穌那些少數

卻熱心的門徒，以證明耶穌的復活是一個騙局。

故事十分引人入勝。」發行《復活》的AFFIRM電

影公司副主席Rich Peluso說，「基督徒都知道這

並不是一個騙局。但從一位懷疑者一步步揭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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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鄭憲

復活節又來臨了！或許你很幸運，因為在你所在的國家，復活節是一

個長假，你又有多一個休假的機會了。但是，復活節到底是關乎什麼？復

活節其實是關於生命與死亡的事，更正確地來說，這節日告訴我們：怎樣

因著死亡得到生命──因著一個很特殊的死亡而使人能得享永恆的生命。

因著死亡得生命。這，就是複活節的意義。朋友，確實是有一個人為你而

死，你應當去了解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基督教日曆的兩個最重要的節期就是聖誕節與復活節。慶祝聖誕節

的，不只是基督徒而已，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來慶祝

聖誕節。這是因為在全世界聖誕節都已經被商業化了，特別是近六十年

來。但是複活節的慶祝在基督徒圈子外的世界就比較少人參與了。看起

來復活節是宗教性質比較重的慶典，只是那些比較虔誠或篤信基督教的

人才慶祝的節日。

在電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虔誠的天主教徒把自己釘在木製的十字

架上，來仿效在受難節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其實商場也有嘗試把復活節

商業化，希望藉此增加商機，就如他們把聖誕節商業化一樣。他們搞出

了用巧克力做的複活節兔子，復活蛋，還有十字麵包。我不知道復活節

兔子與復活節怎樣拉上關係，但是複活蛋的傳統可能是源自有人以真正

的雞蛋來代表基督所賜的新生命。十字麵包呢？ …… 那更沒問題了。

麵包師傅只要在普通的麵包上加上十字形的巧克力，就成為熱賣的特種

產品了！

從教會早期的日子開始，週五的耶穌受難節與週日的複活節，對

基督徒而言，一向是有最深重意義，神聖，嚴肅以及最喜樂的慶典。因

為這兩個節日是紀念神的救贖大工，那使人類從罪與死亡中得自由的日

子。正是發生在這日子的關鍵性的事件，導致基督教會與基督教的建

立，而這兩千年多前所發生的事件，也改變了整個世界。

在第一個複活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聖經把當時發生的事記載下來：

就在當年逾越節那個晚上，耶穌與門徒們一同喫了逾越節的晚餐，

然後他們到一個被稱為客西馬尼的園子裡去禱告。就在那園子裡，耶穌

被出賣被逮捕。當晚整夜耶穌被審訊被拷打直到次日凌晨。在周五那天

早上他們把耶穌釘十字架，六個小時之後，耶穌就死了。有兩個人：約

瑟與尼哥底母獲得當局的許可，把耶穌的身體取去埋葬。他們根據當時

猶太人埋葬死人的習俗，用香料與細麻布把耶穌的身體包裹好，就把他

的身體置放在附近的一個新墳墓，然後依照當時的做法用一塊大石頭把

墳墓的門封緊。

就在周日那天清晨，天色還暗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一位很親

近耶穌的門徒，來到墳地，她看到那塊大石頭已經從門口被移走，而墳

墓內是空的！她感到困惑又痛心，就跑去告訴門徒們，而門徒們也趕緊

跑去看，他們也看到那墳墓是空的……

祂為你而死……
── 復活節的真義

汽車 $11,600

小船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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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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共有英、粵、普通話三個崇拜。現聘請

一名全職普通話牧者，負責普通話事工並配

合教會長遠發展。應聘者須具有牧養普通話

會眾經驗，認同浸信會信仰立場，了解中國

文化和懂得培訓信徒領袖，持有福音派神學

學位。能說流利普通話和英語為佳。

有意者請把個人履歷、得救蒙召及三名推薦

人聯絡資料寄到；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Rev Ricky 
Law,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PO 
Box 3015, Cotham L.P.O. Kew, Vic., 3101
查詢請發電郵Email: admin@mcbc.org.au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誠聘普通話堂牧者

約翰福音20章10-18 節這樣記載：

10 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11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

往墳墓裡看，12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

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

個在腳。13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為甚麼

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

不知道放在那裡。”14說了這話，就轉過

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

穌。15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

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

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

我，你把他放在那裡，我便去取他。”16耶

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

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

夫子的意思。）17耶穌說：“不要摸我，

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

那裡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

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

神。”18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

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

訴他們。

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

如果你去閱讀新約聖經四福音書在最

後幾章所描繪的事件，你會發現門徒們與耶

穌的追隨者當時都是在驚恐中，他們不知所

措，他們實在很難相信他們的主真的已經從

死裡復活了。雖然在這之前，耶穌已經一再

告訴門徒們他會被處死，然後從死裡復活。

顯然他們並不很明白耶穌所告訴他們的這番

話的意義。但是，又有誰能怪他們的不信

呢？

但是我們從經文讀到復活的主一再向他

們顯現，他們終於確確地相信了，他們為這

實在難以置信的奇蹟的發生大大地喜樂。

有人這麼說：耶穌基督身體的複活，是

基督信仰真實性的最終極證據。假如耶穌沒

有從死裡復活，那麼基督教就是個虛假的宗

教。使徒保羅說得很清楚：

17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

然，你們仍在罪裡。18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

人也滅亡了。19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

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20但基督已經從

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21死

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

來。22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

裡眾人也都要復活。（哥林多前書15章17-22

節）

Ian Tay 鄭憲

ianchtay@gmail.com

中文翻譯：陳業宏 (tanngethong@ya-

hoo.com.sg)

請與鄭牧師聯繫: 手機: 0402-188-116;

郵件: revta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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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信仰探索

說起宗教信仰，大概沒有人會列「瑪門」為正統的宗教信仰吧！(

「瑪門」在《聖經》中是「錢財」的意思。) 但是，拜「瑪門」的人

卻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瑪門」的殿宇或者可以以股票交易所出現；

「瑪門」的廟堂更以投注站的形式林立於大街小巷。TAB賭馬的招牌隨

處可見；賣LOTTO的報攤或商店五步十步就一間。開大獎的時候，還有

很長的人龍來獻上他們的金錢。凡是有賺錢的機會都會掀起搶購的浪

潮。無論是股票上市或新郵票發售，排長龍的現象見怪不怪。為甚麼

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呢？因為很多人相信有了財富就有快樂。這個假設

能不能成立呢？這正好是傳道者在這一段經文中要討論的題目。

傳道者對金錢與財富提出幾個嚴謹的看法。他最終的目標是要

知道究竟誰佔優勢，是腰纏萬貫者或是兩袖清風者？如果要你來回答

這問題，你會怎樣回答呢？相信一般的人都會回答說：有錢總比沒錢

好，能夠出手闊綽總比捉襟見肘好！而傳道者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未見其利，先見其弊   〔傳5:10-12〕

傳道者對於人熱切的追求財富的看法是：未見其利，先見其

弊。5:10說：「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

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有沒有人因為錢賺得太多而喊停？「夠

了，夠了，不好讓我再賺太多的錢了！」有沒有這種人呢？若有也算

是異數，少之又少。大公司的老板一定希望今年比去年賺得更多，小

職員也不會因為加了一些薪水而滿足。通常發生罷工非因沒有加薪，

而是加的幅度不夠大。有人比喻錢財如海水，愈飲就愈口渴，永遠止

不住渴。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是美國十

九世紀初第一位以石油起家的億萬富翁。有記者問他：「你還要賺多

少錢才滿足？」他回答說：「Just a little bit more. 」又有人將

賺錢比喻成一種「癮」，上了癮就脫不了身。許多人以為是他們的手

在掌控財富；其實，在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已被財富所控制，賣身給

財富而不自知。

有了錢財，自然有很多人來攀附、巴結，也要養一班為你效勞的

人。有一位南非白人，雖不是頂有錢的人，卻有一個願望：能擁有一

架「勞斯萊斯」的車子，就算是二手貨也滿足了心願。有一天，他真

的買了一部有二十年車齡的「勞斯萊斯」。過了不久，他就把車子賣

了；不是因為他負擔不起保養費或燃油費，而是因為他到任何地方都

有許多人向他討小費的，償的錢太少還要給人嫌。這不就是5:11「貨

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甚麼益處呢？不過眼看而已！」所形

容的嗎？

5:12傳道者說：「勞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

豐滿卻不容他睡覺。」人說「錢能滾錢」，但別忘了錢也能生焦慮。

打工的人，早上八時上班，下午五時下班就能回家與家裏的人一起吃

飯，過家庭的生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從下了班到翌日上班都不

必想著工作的事情，禮拜五之後，還可以與家中大小一起享受週末的

時間。當老闆的就沒有這麼寫意了。除了要為生意上收支平衡著急，

還要掛慮同業的競爭。除此之外，還有政府的法例、稅務的問題等

等，連晚上睡覺也要想著這些事情。

(未完待續)

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現居紐西蘭

作者保留版權

金錢萬能？             (續上期)

◎  文/黃偉蒼

尋找豐盛的人生 〜 傳道書的信息

《傳道書》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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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網絡文章

臉書創始人、首席執行長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大

多數公開場合下都穿著同樣的灰色T恤衫。他認為簡化的生活可以讓他

關注及決定更重要的事。他需要為十多億人服務，必須把精力花在生活

中最有價格的事情上而非每天傷腦筋要穿甚麼衣服。他實踐了“將最重

要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道理。

孔夫子在說“物有本末，事有絡始，知所先後，乃近道矣”時也在

強調區別事情的根本和枝末，確定先後次序，有智慧衡量每件事“輕重

緩急”的重要。

我們一生中都有很多的“人”要見，繁鎖的“事”要做，無數的“

物”要理，在受到時間及能力的限制之下，我們如何訂定基本先後次序

呢？

除了古人及現代成功人士的榜樣之外，事實上，主耶穌很早以前就

已經回答了我們這個問題。“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太6:33)

“先”表明第一要緊的原則，強調一個次序，就是在一切之上，

超越一切。換句話說就是“優先做這個”。“求”按原文的意思是“尋

找”、“渴望取得”。主耶穌要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把屬天

的事排在第一、放在先，擺在前，遠超一切之上。舉個例子，若是煤氣

爐發現漏氣的現象，第一要緊，必須優先處理的就是立馬關閉煤氣爐開

關旋鈕。如此就能解決問題，避免發生意外。

主耶穌要我們重視神所看重的：“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

地上的事。”(西3:2)。當我們以神為中心，其他物質的東西，祂應許

不但會賜給，而且會加倍的供應，我們就因此不必為“明天憂慮”(太

6:34)。神要我們未雨綢繆，卻不要我們被明天“喝甚麼？喝甚麼？穿

甚麼？”等憂慮所綑綁。換句話說，若我們本末沒有顛倒，神永遠是在

生命的首位的話，我們可以過無憂的人生。

生命的優先次序很容易區別。你若抓著某個人事物不肯放鬆，通常那

就是你生命的首位。從一個人因錯過一項投資時機或可以成名的機會而懊

悔，就可以發現他看重的是甚麼。那麼，我們是否因錯過一個靈修禱告的

早晨而感後悔？因今天沒有參加崇拜聚會而心裡感到虧欠神？如果我們覺

得無所謂，也不會耿耿於懷，那麼你的反應態度就可以說明甚麼是你生命

的首位。

你應該有不少計劃要完成，許多抉擇需決定，好些美夢待成真。記

得：把耶穌基督放在首位，讓祂干預你的計劃、介入你的抉擇、參與你的

美夢。你將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神是生命的首位



感謝神賜予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新堂址。在短短的
一年零三個月裡，神帶領百思道教會從購堂到建堂，並
於2015年12月6日啟用新堂，榮耀歸於主！現在百思道
教會將與眾教會配搭，完成主在教會中的託付。

近期內將與“三福”機構聯合舉辦

“初信栽培師資培訓班”

時間：3月12、17、24日三個晚上7-10pm 

4月2日晚上將協辦

“盛曉玫音樂佈道會”

歡迎眾主內肢體參加，並請在主裡一同代禱

地址：9 Gatwood Close Padstow

聯繫人：姚牧師 0438 382 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