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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幸福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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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在準備這期月刊的時候，看到
媒體上發布的河南鄭州發生水災的消息。洶
湧的洪水席捲了正在行走的路人、行駛的車
輛，在漆黑的地鐵中，乘客們身處齊胸渾濁
的洪水里，一個地鐵站已經變成渾水翻湧的
巨大水池……周邊的十幾個鄉鎮因為堤壩潰
決，也被水淹。
鄭州的這場洪水，多少個家庭破碎，
多少人心碎流淚。這兩年因著新冠肺炎的疫
情，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讓我們越來越明
白什麼是幸福，幸福不再是各種物質的炫耀
和滿足，也不是各種攀比和利益。幸福是實
實在在的、樸實的、瑣碎的一年四季一日三
餐；幸福是孩子在鬧，愛人在笑；幸福是遊
子耳邊爸爸和媽媽的嘮叨；幸福甚至是早晨
出門，晚上平安而歸……
但是啊，人們總是在兜兜轉轉之後才
會明白幸福的含義。生活中，我們常常嚮往
物質的滿足，仰望別人的幸福，堅信別人比
自己幸福，忽視了自己身邊的幸福。幸福的
感覺千千萬萬，但只有一種正解，幸福源自

本期主題：我們的幸福時光
於自己對生活的一種內在滿足。心理滿足，
一朵鮮花，一杯清茶，一間陋室，也能悠然
自在幸福滿溢。只要你願意，一蔬一飯，一
勺一菜，都是幸福的味道。
當你知足，你就可以品出幸福的滋
味；當你珍惜，你就可以領略幸福的風景；
當你感恩，你就可以聞到幸福的氣息；聖經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當你慷慨幫助別人，
你就是最幸福的人。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人世
間，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但我相信，
我們珍惜的幸福時光，將會成為艱難歲月的
盔甲，如冬日的暖陽穿透灰暗日子的幽暗，
喚起心底無邊無際的暖意。
願你我更多的成為別人的祝福。今天
我們要舉起右手為還在患難中的人們禱告，
為受災的河南、安徽等地的人們禱告，為我
們能早日戰胜新冠肺炎疫情禱告……上帝，
你是我們的醫治者，你是我們的拯救者，在
這動盪與悲傷的時代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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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成長
孩子才能成長

很多父母終其一生，都沒有真正的成長成熟。我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
的人，我們要先成為什麼樣的父母，期待孩子有什麼改變，先讓自己成
為那個改變，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在向孩子展現著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希
望在孩子身上看到的好的品質。所以父母要成長，孩子才能成長。

9月1日

告別
負面的情緒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因為某些人做的一些事情，讓我們突然變得憤怒
或激動；經過某些地方或遇見某個人，讓我們陷入不可抑制的悲傷、難
過或感到羞恥；某些人的一句話，讓我們突然崩潰……我們應該怎樣面
對並勝過這些負面情緒，找到平靜與平安呢？

※ 出版日期:每月第一個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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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nnie婆婆

<安妮婆婆手記>

幸福時光
──退休村中的故事(八)
2021年6月，世界陷入疫情的第二年，各
國反反覆覆、鬆鬆緊緊在不同程度上管控防
疫。澳洲布市也不例外，終於又封鎖了數天。
居家隔離也漸成為了生活常態。我利用了這段
居家孤獨的時間，清理塵封已久的幾箱照片，
選出一些有個人歷史代表性的舊照，編輯一冊
《安妮婆婆90歲月剪影》集。今天看著草編好
的目錄和初稿，那遺忘久遠的“曾經”在漸漸
復活：曾經的親人，曾經的家園，曾經的閨密
和少女的夢想，曾經共同奮戰的老友，曾經走
過的山川和異國風情……能夠留下照片的都是
幸福的時光，沒有留下照片的都是艱難困苦的
歲月，正因經歷了、戰勝了才有今日的幸福。
把有記念性的原始照分給兒孫自己處理；其它
就毀掉丟棄。留個乾淨給世界，留下歡樂記憶
給人間的親人。
月刊的老編還真會出題目，這期的主題
是“我們的幸福時光”。我在想這題目很有意
思，到底什麼才是“幸福”呢？而“時光”是
指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大概都是一個生長
的統一過程吧。
每個人對幸福的感受和理解；在不同時
段有不同的說法。記得孩子在小時侯吃到雪條
就非常開心，滿足了自然生理的需要是一種幸
福感。父母見到孩子開心自已也會感到快樂幸
福。一天繁忙緊張工作之後，回家親吻孩子熟
睡的小臉就倍覺安慰，雖然付出了很多，但更
多是有盼望的幸福感。我們這代人，在戰亂貧
困中長大，心中渴望的幸福生活標準很低：解
決溫飽，平安健康就知足常樂。所以將標準定
低些，多感恩就多些幸福感。
如今社會不同了，年青人有許多要求和想
法。《紐約時報》在疫情這段時間，圍繞這類

主題相繼發表了許多討論文章。在大數據電腦
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都用量化的慨念來評估。
一位哈佛公共健康學院的大教授，提出五個
可以參考衡量的維度，來細化這個幸福的概
念(以積分來確量幸福度)。1)快樂感和滿意
度；2)身體和心理健康；3)人生的意義和目
標；4)品性和道德觀(指人的行為特徵和行為
遵循原則標準)；5) 親密的社會關係(歸屬感；
愛與被愛的需要)。也有人認為：幸福是一種
感覺，讓人愉悅而滿足，應帶有蓬勃生長向上
的意念才好，通常由三方面因素決定：1)遺傳
基因；2)可塑性、自發性行動；3)生活現實處
境中正負兩面影響。也有心理學家認為，幸福
應該要包括：“智力正常；情緒健康；意志健
全；行為協調；人際關係適應；反應適度。心
理特點符合年齡心理健康。幸福並不是說沒有
疾病和煩惱，而是能夠適時解脫、積極尋求改
變；能夠領悟人生，不迴避沖突；能體察人性
善惡陰陽；能自由展現個性和環境和諧相處。
善於利用各種資源學習、充實自已，不鑽牛角
尖，能用不同角度觀察解決問題。”這些都是
造就幸福的因素。

生老病死，這都証明上帝是宇宙世界的主宰。
這個信念是建立正確人生觀的基礎。上帝特別
珍惜所造的人，按照祂自已的形像和樣式，並
將生命氣息吹入人的鼻孔裡。所以我們都是“
有靈的活人”。維持人的生命除了肉身需要的
物質之外，還有精神、心靈的需要和靈魂的永
續歸宿。這些問題只有在耶穌基督裡可以得到
解決。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因為神
愛世人，人也需要愛與被愛才有滿足和幸福
感。
我們無法決定生命的長短，但是可以擇
選生命的高度、深度和廣度，來定人生努力的
目標。上帝給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力，當然後果
也要自己負責。上帝並沒有要求每個人都“偉
大”。因為每個人有大小不同的恩賜，不同的
環境和特點，社會也需要大小不同的貢獻。只
要根據你現有的，做好本份內的，按照聖經指
示的原則為人處世。上帝是察看人內心的神，
只要人心中有神，與神有良好的交通關係，信
靠、順服聖靈的帶領，祝福必常伴你直到永
遠。

這眾多專家意見，都是可以參考的。但
是，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和符合實際的奮鬥目標。它決
定你的快樂和滿意度，決定一個人的品性
和道德觀，決定你一切關係(包括與神的
關係)。甚至可以克服身體心理的某些健
康缺憾和痛苦，變成鼓勵前進的動力。
人生觀是在不斷學習、經歷、修正
中，在領悟人生意義中逐漸建立起來的。
上帝在創造世界時已經定下了天地、日月
星辰運動大秩序；定下了生命的大規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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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惠來

淺談我們的幸福時光
幸福，是一個人自我滿足後的情緒。這種
情緒，可以來源於目標達成後的喜悅，也可以
是和別人（或事）的不幸對比後，對自身處境
產生的滿足感。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體會到的
快樂，滿足。幸福往往離不開健康的
體魄，愉快的心情，離不開必要的物
質生活保證，但是局限於物質的幸福
始終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幸福。

一、真正的幸福是什麼？

得著豐盛生命便是幸福

許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心靈如
果沒有安慰、沒有平安，那是最大的痛苦。肉
體享受得再好，不代表有幸福，心靈如果得到
滿足，有平安、有喜樂，這是最大的幸福。怎
麼達到的？靠什麼達到的？凡是真心信上帝的
人都有答案。

亞里斯多德認為幸福的關鍵在於理性與
美德，也有現代學者認為道德是必須的，但或
者定義不同。對於如何得著豐盛生命，當代學
者列出很長的清單。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
（Martha Nussbaum）的清單包括：滿足“正
常”生命與健康所需的物質、教育和思想自
由、情感體驗、人際關係、休閒娛樂、政治自
由和免於威脅的安全感。

許多人因著心中沒有上帝，所以才感到黑
暗、痛苦、虛空。某些富豪、名人自殺也是因
心靈空虛導致的，這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群
人的問題，而是整個人類面對的一種困境。無
論我們遇到多大的難處，無論我們多麼痛苦，
只要我們依靠上帝、仰望祂，祂會帶領我們勝
過一切的痛苦、艱難。經歷過後我們才能真實
體會到，只有上帝能給我們帶來幸福，我們活
在祂面前，世界的地位、權勢無法轄制我們，
心靈感到釋放、輕鬆，才是真正的幸福。

4

聖經雖並未提及Eudaimonic（幸福），但
教導我們如何得著豐盛生命，這與一般人的幸
福定義不謀而合。
詩篇第一篇2節提到，“唯喜愛耶和華的
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聖經的觀
念是上帝所賜的公義生活，不能悖離上帝與祂
的子民所立的約。實際上，希伯來文中的“祝
福”有時被翻譯為“幸福”（如NIV版聖經）
。

生活月刊 二零二一年八月 第二百四十四期

現代人對幸福的定義也同樣出現於聖經。
上帝創造萬物是美好的祝福，以色列被描述
為“流奶與蜜之地”，上帝使祂的子民豐衣足
食。創世記用“豐盛”來形容。耶穌將律法概
括為“愛人如己”，延伸到各層面，如家庭、
社區甚至政治。敬虔度日得到豐盛生命，這
與許多幸福學研究學者的論點相同。這不足為
奇，因為這些學者所探究的，無不出於上帝。
但還是有些不同。聖經探討的生命遠比一般學
者的視野更寬廣。我們不僅是受造而生，而且
是為永生而活。因此，耶穌用截然不同的角度
論述“有福”的人：虛心的人、哀慟的人、溫
柔的人、飢渴慕義的人、憐恤人的、清心的
人、使人和睦的人、為義受逼迫的人，得到豐
盛的生命。耶穌刻意用相反的角度論述被祝福
的態度，與Eudaimonic（幸福）研究者的視角
不同。
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幸福感由4個最基
本要素組成：身份感、安全感、親密感、價值
感。人需要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
去，歸屬於誰；人需要免於死亡和傷害的恐
懼，需要充足的生存保障；人渴望親密關係，
需要愛與被愛，需要被接納，被讚賞；人需要
認識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需要看到這世界因
為自己的努力而變得不一樣。缺少這4點中的
任何一點，人都會感到空虛與不幸，因此上帝
將幸福感的4個要素慷慨地賜給了人類。
以上帝為樂的關鍵，在於經歷一個不斷昇
華的過程。我們用廉價物換得了貴重品，就好
像保羅在《腓立比書》3：8說的意思：“我也
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
為至寶。”耶穌曾經用一個比喻說，一個生意
人要變賣一切所有的，只為了得到一顆重價的
珠子。其實，基督徒品格的成長都包含在這“
以小換大的交易”裡了。一個音樂家必須作極
大的犧牲，花無數的時間和精力才能練就爐火
純青的琴技；而上帝呼召我們，是為了完成祂

箴言 11:7 惡人一死，他的指望必滅絕；罪人的盼望也必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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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我們身上成就的，為此，我們甘願放棄比較不重要的東西。

二、我們的幸福時光。
作為基督徒我認為我們的幸福時光主要在於讀聖經、禱告、參加教會各種聚會。今分述如
下：
1.讀聖經。這是因為“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或譯：凡上帝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
太后書3：16-17)
聖經一共分為66卷。總共1189章。聖經是基督徒的信仰和行為的最高準則。由於我是退休
老人有充裕時間讀聖經。通常每天起床前坐著讀聖經約10章，晚上睡前讀10章。
通過讀聖經使我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讀聖經使我身心靈得到
主耶穌的眷顧和帶領，使我的人生有意義。
2.禱告。我每天起床後、睡覺前都禱告，多為一天的生活行在主的帶領中；也為某些傳道
人和在難處中的兄弟姐妹們代禱等等。
3.參加禱告聚會。我每逢週二、週四參加所在教會的禱告聚會。目的是“以上帝為樂”，
我們因著祂自己的緣故與祂親密交通，也與兄弟姐妹有交通。求上帝賜給我們有智慧和恩典，
為福音廣傳，為教會各項事工，為講
員傳講的信息，為某些兄弟姐妹在生
活上、工作上的難處代禱；為靈里乾
涸、剛硬的時刻，或是在上帝里滿有
喜樂、領受祝福之際，我們都可以向
上帝禱告和感謝等等。當我們在學習
的禱告中成長時，自然能親身經歷到
那種屬祂的喜樂。安息在上帝里面、
以祂為樂，這並非只限於理智，也不
只限於情感，而是將全人帶入上帝的
同在之中。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華人長老會

誠邀參加主日崇拜
上午9:00英語家庭崇拜 王多馬牧師
上午9.00 國語崇拜
曾恩臨長老
上午10:30粵語崇拜
蔡小麗傳道
中午12:00英、粵語崇拜 陳靈光牧師
下午4.00英語崇拜
陳靈光牧師

0418 867 563
0419284726
0414672188
0433 370 271
0433370271

TomWall@cpc.org.au
zengenlin@gmail.com
dorothychoi@cpc.org.au
chrisChan@cpc.org.au
chrischan@cpc.org.au

教會設有以下活動
上午9:00-10:30
下午1:30-4:00

兒童主日學
語文學校(國、粵語) 附設繪畫班

地址: Corner of Crown & Albion Street, Surry Hills, NSW 2010
電話:  (02) 9331 4459
傳真: (02) 9360 6020
電郵: cpcoffice@cpc.org.au 網址: www.cpc.org.au
主任牧師: 陳靈光牧師 Rev. Chris Chan    0433 370 271    ChrisChan@cpc.org.au

MY
EASTWOOD
DENTISTS

潘瑞廣
牙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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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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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9 Gatwood Close Padstow NSW 2211

粵國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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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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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從愛牧師 手機: 0402 481 915
中文堂牧者 林守旺傳道 手機: 0433 273 589
英語堂牧者: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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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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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舞子蜀

隨歲月步入生命深處
她在我的屏幕裡，聲音沉靜，偶爾低頭，
中長直髮隨意披散兩旁，稍稍鬆弛的臉龐顯出
年齡的痕跡，約莫30歲有餘。
眼前的這位女子，正在講述她在痛苦中對
於上帝與苦難的追問和思考。她的丈夫4年前
意外去世，只留下她和年幼的女兒。
苦難赤裸在眼前，她沒有掩藏自己的軟
弱。但隔著屏幕，她面龐柔和，敘述時彷如無
痕的海面，一種沉靜的力量將人包圍——你感
受到海的寧靜，也同樣感受到海面下的澎湃和
深邃，那裡有上帝在歲月沉澱中的真實祝福，
有苦難拍打下堅定站立的力量。
深切的痛苦和深切的喜悅相互交織，原來
可以如此真實。
彷彿有一種魔力，不在於她說了什麼，做
了什麼，那一刻，是她的存在，讓人望到了上
帝。
8歲的我，彷彿正站在青春的巔峰。那時
我看前路如一條筆直的線，雖然前方有一個個
關卡，但咬牙跨過去就好：高考、大學、工
作、愛情、理想、奮鬥、目標……在生命還沒
有深度的時候，所有這些詞都帶著光芒，所有
的可能性，一切的榮耀，在想像中可以輕易得
到。
“困難”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不是它不真
實，它真實得可以化作一個憤怒的眼神、一句
刺痛的話、一次失敗的考試、一次被拒絕的表
白……它可以那麼具體而細微，也可以讓我絲
毫無法理解他人口中所謂的人生哲理。
但又在那個年紀，我並不知道它指向的是
什麼。
曾經，每件事都是相互獨立的點，一個
接一個，每個點都能耗費我全身心的氣力去投
入，讓我一夜之間感覺整個世界崩塌，又讓我
一日之間重新在陽光底下甦醒。
6

在 我 還 來 不
及回頭看的時候，
前頭的事物、身邊
的聲音，總會向我
一併迎面湧來，我
想要抓住一切的美
好，拒絕任何的失
落，我在忙碌的奮
鬥中打轉，在喜怒
哀樂的情緒轉換中
充盈自我。
我感覺年月好
像沒有止盡，感覺
一個“我”字足以
抵擋整個世界的廣
袤。
這樣的狀態，
一直到我20歲信耶
穌後的數年人生。
我 對 上 帝 也
是這樣看的，直線
型、一眼望到底。
當耶穌進入我的心，我內裡產生了兩個
聲音，如同聖經中用不同方式對待耶穌的兩姐
妹——一個是忙亂服侍的馬大，一個是靜坐在
耶穌腳前的馬利亞。但前者的聲音要遠大於後
者。
我想要愛上帝，但我以為，盡心盡力盡
意愛上帝，便是將自己的身心撲在教會的服侍
上；我以為，彼此相愛，便是努力融入團契、
小組、弟兄姊妹的群體，用給予來換得肯定；
我以為，基督裡的人生，便是拋下俗世的需
要，只專注在所謂“屬上帝的”、“聖潔的”
事上。
甚至，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身邊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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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低。
彼時的我，回應耶穌的愛便是做一個“
好基督徒”，前後忙碌，奮力將每件事做到極
致，卻又忍不住在過程中左顧右盼。想知道自
己的付出是否被人看見、被耶穌看見，抱怨為
何沒有人理解、為何結果不盡如人意。
我不肯停下來，不敢停下來，我害怕會
被人認為無所事事，被人看作不冷不熱，陷
在“馬大”中的我，也在論斷著那個定睛耶穌
的馬利亞：“她是在浪費時間。她為何不來幫
我？”（參《路加福音》10:40）
耶穌卻說：“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憂，但

主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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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www.lifemonthly.org

怯懦的無知，都在讓我走向今日的沉靜與思
考，而未來，誰又能看得清呢？

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
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參《路
加福音》10:41-42）

它流向哪裡，它要澆灌的是平原的春天，
或荒野的寒冬；它是轉眼消失，或是一瞬萬
年；它是更深的苦楚，或是更美的甘甜。無論
怎樣，我知道，我在走向大海深處，在那裡，
是永恆的應許，深邃的恩典。

這一切本身是好的，只
是我忘了，創造天地萬物的
上帝，願意用生命的代價去
愛人的上帝，遠遠比我眼前
所專注的努力大得多。而上
帝為我計劃的人生，也遠比
一條直線更複雜、更奇妙、
更不可測度。

北區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 誠聘粵語傳道人

那上好的福分，不在於
我能為耶穌做多少事情，來滿足自我的安全，
而在於我是否願意走進他的眼眸，在那裡經歷
真實的生命。
他的眼裡，本有生命實底的流淌，不僅
流淌在我以為的“屬靈世界”（如屬於宗教活
動的周日禮拜、查經、傳福音等），也流淌在
我對人生的看法和計劃中，流淌在生命的每一
個角落，每一縷思緒，每一滴眼淚，每一次觸
動。
在上帝寬闊且真實的應許裡，有笑：不僅
是一句讚美、一條朋友圈帶來的滿足，也是在
陽光的一縷斑駁灑在通勤公路上的溫暖，是深
夜里和朋友促膝長談後釋然的相視而笑。
在上帝寬闊且真實的應許裡，有哭：不
僅是人群之中無處安放的孤獨，一天的庸碌後
在腦海裡重複嘲笑內心的軟弱，也是在痛苦深
處直面自己的勇氣，是在看到世界的真實醜陋
後，更看到上帝就在那醜陋之上的應許。有時
候，一句經文，足以支撐一天的難處。
在上帝寬闊且真實的應許裡，還有意外：
超乎我的計劃、我的期望、我的“以為”。
他在各樣的紛擾中挑戰我的舒適區，在
外在的苦難和內在的掙扎中將我一層層塑造成
形。
當過去的傷痛以新的形式不斷來將我帶
回到記憶深處，喚起我最原始的抗拒反應，上
帝卻也在用他的話語來打破我曾經視為真實的
循環圈，告訴我，我不必再相信自己的成長經
驗，不必再困在這個世界為我築起的圍牆，他

箴言 11:8 義人得脫離患難，有惡人來代替他。

為我展現的人生，遠比這個世界為我塑造的藍
圖，要深得多，美得多。
僅僅是數年之間，每一天卻都像長途跋
涉。誰能想到呢？ 20歲的時候，我坐立不安
地害怕自己被遺忘、被忽略，用盡全力將每一
天與完美抗衡，我定睛自己的一條準則，希望
世界都圍繞著這樣的敘事鋪展，把上帝也框死
在其中。
但我是否能預見，生命遠不是程序式的按
部就班，不是機械式的問題與回答，甚至不是
困難的克服與能力的超越。生命不僅是向上生
長，被人看見，更是向下紮根，在靜謐處有不
可動搖的穩固。它並非來自於馬大式的紛擾忙
碌，而是來自於馬利亞的定睛與安靜。
當我雙眼仰望那創始成終的完美真神。
我知道，不是我做什麼，會讓我成為什麼樣的
人；而是我盼望什麼，會讓我的生命，散發出
不一樣的氣息。
如同那位分享自己故事的姐妹，我雖不能
看透她敘述背後所有的情感與疑問，也無法完
全理解她所經歷的苦難的深度，但就是在那一
刻，她生命的重量卻穿越所有事理的邏輯、言
語的組織、甚至神學的探究，不在於她如何表
現、怎樣言辭，而是她內在的篤定，真正彰顯
出有力量的豐盛生命，向人宣告，這是上帝給
她的故事，獨一無二，無可替代。
我讚美上帝，當生命逐漸褪去年少的激
情，當理想主義在現實的溝壑裡看似磨平。我
知道，事實並非只是年歲的增長，所有流淌而
過的時間裡，每一處衝撞與湍急，看似勇猛又

申請人必須具備認可的神學資歷、具成
熟的屬靈生命質素和表現、熱衷忠心宣講聖
經、成熟的人際關係、有團隊精神、具備與
不同文化背境人士相處的能力、及操流利粵
語(普通話更佳)。
申請人將與本會主任牧師、5位教牧同工
及各事工領袖緊密合作，計劃及推行門徒牧
養及關懷事工。
有意申請者請在2021年9月19日前將
申請書資料，包括求職信函、簡歷、2位以
上推荐人資料，電郵本會聘牧委員會psc@
ndcccs.org.au
詳情查詢請與張家群牧師聯絡，手機
0413 943 412 或電郵: david.truong@
ndcccs.org.au
有關本教會更多訊息，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ndcccs.org.au

UNITING CHURCH
IN AUSTRALIA (UCA)
誠聘牧者：墨爾本近郊區一間以華人為主的教
會，以傳播福音為首要目標從而不斷成長和發展，
本教會熱誠歡迎大家的加入，我們以聖經和福音為
教會的基礎，同時也重視聖經學習，細胞小組的建
設，愛宴團契和主日學教導。

主要職責：
提供牧養關懷以及培訓和監督牧養團隊；講道
以及執行聖餐禮；主持洗禮，婚禮和葬禮；提供門
徒訓練並促進會眾參與聖經學習。

職位要求：
被按立傳道人或牧師；接受過神學專業的高等
教育；能用英語和粵語講道，若可講國語也會有所
幫助。

事奉條款：
開始聘用合同為3年；兼職-80%的工作時間。

如欲申請此職位或瞭解詳情，請聯繫
Sandy Brodine牧師， sandybrodin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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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下
◎

文/魯西西

“男朋友來，還不讓他睡你家呀？”
我當時就想，男女間的親密感只能透過身體接觸才能建立
嗎？除此之外，彼此相愛的感情與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不才是我
真正應該在婚前考量的嗎？
從人際關係的角度討論守貞好不好這個議題，我認為是無解
的，因為每個人都會列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很多看法我都可以同
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壓根兒就不只是一個文化或人性需求的議
題，所以我無法就這些角度給這件事下判斷。
我決定婚前守貞，是出於那位愛我並設立了婚姻的上帝。上
帝對我在世界上的所作所為，擁有最終解釋權，所以當我知道他認
為婚前守貞是好的，我就樂意這樣去做。我知道是上帝創造男女與
婚姻；他創造婚姻的終極目的不只是一張結婚證，也不只是為了讓
人類傳宗接代，而是要彰顯他和他子民間契約之關係。

2019年，我和男朋友在預備進入情侶關係時共同決定：結婚前要守
貞——不發生婚前性行為。
有這樣的共識，且彼此樂意堅持，不是出於一個貿然的、天真的、不
合時宜或一時興起的決定。雖然我們各自身體也能感受到對對方的嚮往，
以及慾望馬上得到滿足的衝動，但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而“性”是出於
上帝美好的創造，是婚後的一份禮物，所以我們選擇順服，選擇守貞。

七嘴八舌的“好心人”
對此，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是關心我的姑姨：
“你男朋友來，晚上還不讓他睡你家呀？”她近似調侃，“外頭那麼
冷，狠心讓他走啊。”
“我們商量好了，讓他去朋友家過夜，沒事的。”
“這樣不好！”
親戚的堅持讓我感到尷尬，她搬出的一些理由也同樣讓我感到尷尬：
她無外乎是要讓我明白，男生喜歡留宿下來，作為女生，對這種增加親密
感的事不要這麼固執，固步自封。
就連我親媽都覺得婚前守貞是上個世紀的事，守貞的時代已經過去
了！如果有一種說法談到婚前守貞是必須的，不論是出於什麼宗教信仰還
是某個人，他們都會感到可笑，並認為這種行為毫無意義，只是盲從、過
時和倒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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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婚前守貞不是出於強迫，而是心甘情願地基於信
仰——因為在乎和上帝保有親密的愛的關係，我選擇讓他的話成為
我人生的指導和方向盤：如果他說守貞是更好的，那我情願這樣去
做，而且從婚姻的事實來看，婚前的守節對自己和另一半既是祝
福，也是保護。

沒有懼怕的愛情
我們在做守貞選擇時，內心毫無懼怕。我想這才是真的自
由，在真理中的愛讓我們得自由。
有一次，我們幾個單身人士出遊，我男朋友開車，車上還有
幾個女生朋友。路上聊天的時候，我提到男朋友住在外州，我和他
還沒有結婚，他每次來紐約看我時，都是住在教會朋友的家。
這個分開過夜的事情對車上一個單身姐妹的衝擊很大。她說
她以前不相信如果一個女生拒絕一個男生在身體上的要求後，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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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百感交集！是啊，我們不是都渴望愛情
嗎？我們很多不是都相信女生要用身體上的親
密換取情感上的親密嗎？所以我們被各種慾望
和世界的聲音所操控。我們求，但仍不滿足，
是因為每一顆心都渴望得到別人完全的接納。
只是在懼怕裡，我們怎能感到愛，感到被接納
呢？

夠保有這個男生的愛情，所以當她看到有這樣
的關係存在時，她感到震驚並開始思考自己的
感情生活。

活在上帝的愛里是能夠在地上建立一份健
康感情的基礎。先讓“上帝接納和愛我”這句
話落實在我們的生命裡，再去建立自己和其他
人之間的關係，是更健康的秩序。而上帝這份
看似“約束”的愛，反而讓我在戀愛關係裡更
加自由。
面對守貞的挑戰，男朋友說：“在信仰

上帝之前，我是從一些當代電視劇作品裡得出
結論，認為兩人需要同居一段時間，來磨合彼
此的生活習慣，包括性的和諧程度。信了上帝
以後，覺得兩個人有共識是走入婚姻的最大前
提，剩下的放心交託給上帝就行。”
守貞，沒有讓我們失去什麼，反而讓我們
在交往上更感到輕鬆和自在，能讓我們更好地
學習彼此尊重和相愛。
基督徒的守貞和時代沒有關係，甚至和戀
愛本身都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上帝的話，我
們順服是出於愛上帝。如詩人所言：“我羨慕
你的訓詞，求你使我在你的公義上生活。”（
《詩篇》119:40）而上帝的恩典，能使我們在
愛里得自由——在正確的愛的秩序裡翱翔。

現在不能隨便出外很多人都有焦慮
「焦慮」是一種情緒的表現，並非一定是不好的，事實上，
某程度的焦慮是可以成為一種推動力，讓自己不懼艱苦的去完成
日常需要處理的工作，而在危急的情況下，適當的焦慮更是重
要，有提高自我保護意識的作用，例如在疫情嚴峻的時候，焦慮
會令我們更加注重個人和環境衛生。所以，當我們身處受威脅的
環境下，如果完全沒有提高警覺的意識，情況可以變得非常惡
劣，亦有可能影響自身的安危。
儘管如此，我們切勿產生過分的焦慮，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
候，很多人忙著跑去超級市場搶購衛生紙和食物，這便是一種過
分焦慮的反應。除了在行為上，過分焦慮也可能令某些人的起居
生活受到影響，最普遍的便是失眠，亦有些人會出現強迫症狀，
迫使自己感覺在生活上還有一些事情是在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
例如會產生嚴重的潔癖症狀，過分地洗手，令皮膚出現敏感，有
時候亦都會令家人無所適從，也有些人的操控慾念會突然增強，
家庭暴力個案在疫情期間增多便是當中一個例子。
要處理好嚴重性焦慮症，最重要的是要探討出令自己產生焦
慮的源頭，以疫情為例，現今科技資訊發達，我們隨時隨地都可
以實時跟進世界各地疫情，部分人或許會感覺到自己的脈搏次數
會隨着疫情個案增多而出現波動，如果這是源頭，其中一個處理
方法可以嘗試避免每分每秒收看任何與疫情相關的新聞。
嚴重性焦慮症的另一個症狀是睡眠質素欠佳，處理方法有多
項：一是盡量避免由下午至睡眠前飲用含咖啡因成分的飲品，例
如濃茶和咖啡，可以嘗試以舒緩心情的花茶替代；二是多點進行

戶外運動，吸收陽光，保持愉快的心情；三是睡眠前盡量減少接
觸電子產品和避免持續地收看有關疫情的資訊。
至於舒懷壓力和放鬆心情的方法，大家可以按自己身體的五
個感觀，包括視覺 (visual sense)、聽覺 (auditory sense) 、
味覺 (sense of taste) 、觸覺 (tactile sense) 和嗅覺 (sense
of smell) 而度身訂造出合適的方案。舉例而言，如果您認為聽
覺和嗅覺的方式是比較適合自己，可以選擇在房間內，開上精油
擴香機，放進自己選用的精油，並同時播放自己喜愛的歌曲，花
上10至15分鐘的時間好好享受，藉以放鬆自己。如果您感覺視覺
和聽覺的方式是比較有效，便可以嘗試在早上前去公園散步，悠
然的欣賞各款花朵草木、雀鳥、噴泉花式、天上雲彩等等，也可
好好觀望一下在公園內努力進行運動的人士。
最後，假若焦慮的情況持續，絲毫沒有減退或有漸趨嚴重的
跡象，甚或產生人際間相處問題的時候，便需考慮尋找心理咨詢
師，作適切的輔導，及早接受治療。
康恩心理咨詢師： Annie Cheng
#康恩關懷中心 #心理輔導 #焦慮
查詢電話:0412 384 838.
轉載自康恩關懷中心.特此致謝.
https://www.facebook.com/1428319260807035/
posts/2620034978302118/?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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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天紅

一根黃瓜
比华利山华人浸信会
诚聘国语堂牧者
比华利山华人浸信会（BHCBC）是悉尼南区一个多元教
会，由粤语堂、英语堂、国语堂及儿童事工组成。现拟聘请
一位全职国语堂牧者，致力于圣经教义，擅长讲道及教导，
清楚蒙召，委身事奉神。本堂每周崇拜约有50人出席，大部
分是住在当地或邻近地区的家庭和成年人。
应征者要有异象及心志致力推广及发展国语事工。能说
流利国语，懂英语沟通，能用粤语交流更佳; 持神学学位或
以上（或同等资历）;至少有2年本地职场经验。详情请浏览
本教会以下网页。有意申请者请缮求职信连同履历及两位推
荐人的联络资料到 mm.psc@bhcbc.org.au
教会聘牧网址: http://www.bhcbc.org.au/cm/?cat=5

請與陳偉雄(Colman Chan)聯絡
手機:0419 816 666
電郵:colman@lifemonthly.org

啟明駕校
Blacktown,Castle Hill, Silverwater

1

Website:auto driving.com.au
Tel: 0416 112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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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屋外屋，桌上櫃裡，碗裡盤底，娘翻
箱倒櫃地找了好一會兒，終於找著了，一根黃
瓜。娘說，就一根黃瓜了，稀飯倒是還有一大
盆，能行不？父親笑了笑說，有黃瓜，當然能
行呀，下稀飯，那可是個好東西。娘又進裡屋
廚房灶台忙活了一會兒。半碗涼拌黃瓜端上
桌，父親吃得津津有味，能聽見一口口喝稀飯
的聲響。
父親對黃瓜是有感情的。從村子口去洞子
場，上坡五里，下坡六里。父親就喜歡挑著黃
瓜去洞子場賣，那是錢呀。好些日子，父親都
是太陽剛從東山頭露頭的時候挑著黃瓜出了村
子口，要天邊打麻子眼黑的時候才能回家。一
根黃瓜，幾碗稀飯，就能解決父親一天的飢餓
和疲憊。
每年春天來臨種子萌動的時節，父親都要
種上幾大坡地的黃瓜。父親種黃瓜那是有一套
技術的。父親不把黃瓜籽直接播進地窩裡，全
是採取糞球育苗的模式。什麼是糞球育苗呢。
就是把農家肥拌好，搓成一個一個拳頭那麼大
小的糞球。糞球頂端用大拇指按一個窩，再把
黃瓜籽放在裡面，撒上細土。那黃瓜籽，一個
窩裡最多放兩粒。糞球一排一排地擺上，放了
籽，撒了土，澆上糞清水。不到
一週，黃瓜籽就萌芽了。等黃瓜
秧苗慢慢長大，選擇粗壯的移入
地窩裡，那豐收就有希望了。

得滿頭汗水股股直滴都捨不得歇上一會兒。黃
了的葉要摘，歪屁股的小個要丟，長了的藤要
抹尖兒，父親管理黃瓜那是有一條龍成熟的方
案。從育苗到收穫，從早晨到傍晚，哪個季節
該施肥澆水，哪個時候該打葉收瓜，父親的兩
個眼睛都盯得緊緊的，生怕有半點差錯。不要
小看是一根黃瓜，出了差錯可不得了。莊稼人
就看著莊稼吃飯，要是荒了一季，那就誤了一
年。
當然，父親最感興趣的，就是去洞子場
賣黃瓜。洞子場是大山里的一個老場鎮子。村
子裡方圓一二十里地界，就洞子場是一個場
鎮。洞子場緊靠國道邊，早年是個水陸碼頭，
那裡往來人流量大，黃瓜好賣。半夜裡，雞
才叫著頭遍呢，父親就起來收拾傢伙下了地，
摘黃瓜，洗黃瓜，擺放黃瓜。剛看得見走路，
父親挑著黃瓜就往洞子場趕。過一座橋，上老
鷹山，下磨刀溪，走泡子沱，看到洞子場的老
碼頭上的過河船，天才剛剛亮透。黃瓜直接賣
到那些菜販子的手裡，那事兒就簡單了。父親
說，他幾個傢伙，收菜，耍秤桿，還壓價，我
就偏不賣給他。父親把黃瓜挑到洞子場口，就
在王二娘的店子門前，擺一塊粗麻皮口袋，黃

父親管理黃瓜，如同照顧自
己的兒女。父親說，種黃瓜可大
意不得，黃瓜種好了，才有兒女
和一家人的好日子，當然要費點
心思喲。牽藤上架，打枝疏葉，
施肥防病，太陽再大，父親都愛
把整個身子骨放進黃瓜地裡，忙

生活月刊 二零二一年八月 第二百四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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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就放在上
面，攤子就算
扯開了。就偏
偏有好些人喜
歡買父親的黃
瓜。那是山里
土生土種的
貨，吃起來放
心。父親這樣
賣黃瓜那可就
花時間了，要
大半天的功夫
才能把一大挑
黃瓜賣完。父
親說，鄉下
人，分分錢也是錢，能多掙幾個是幾個。有黃
瓜賣就不錯了。
父親對黃瓜的感情還來源於一件事兒。那
件事兒一直在父親心裡放不下抹不掉。那年，
父親出遠門去遠方幫人挖煤。幹得大半年都好
好的，眼看煤老闆就要發工資發獎金了，那是
多大的事兒呀，半夜裡都夢見數錢呢。成天全
身上下黑得跟煤球一樣，能拿著錢回家，心底
再冷也是熱的。可是心再也熱不起來了。那個
下午，西邊的天空發黃發紅，紅得讓人心驚肉
跳。煤廠炸窯了。好幾個兄弟夥奔了命往外
跑，才撿了一條命。煤老闆坐在廠子門前的煤
堆上，搭拉著臉比黃瓜還長還青皮。煤老闆對
父親說，你看看還有什麼值錢的，能拿走就拿
走吧，工錢的事兒，只有以後再說了。還有什
麼可拿的呢，車子，家具，電器，屋裡的東西
早搬光了，就連煤老闆的那個平日里愛得死去
活來的老婆都跟人跑得沒影兒了。父親說，落
井下石的事兒，自己是一輩子沒幹過也幹不出
來。父親和幾個兄弟夥看了看，廚房裡還有幾
根黃瓜，一人一根，拿在手裡。怪就怪了，父
親一路憑著一根黃瓜，一天一夜的路程，居然
吃著走著就到家了。
鄰居二叔說，那有什麼奇怪的，那幾個
兄弟夥裡，其中一個就是我呀。一根黃瓜真能
創造出奇蹟？當然行。二叔在村子裡與黃瓜打
交道的名氣，不亞於父親呢。泡來吃、涼拌
吃、煮來吃、炒來吃，黃瓜悶黃鱔泥鰍、黃瓜
煮肉、黃瓜燉排骨湯、黃瓜燒鴨子、黃瓜香辣
兔，鵝呀雞呀魚呀牛肉呀都能與黃瓜混在一起

機場接送至悉尼各區
澳洲政府NDIS註冊傷健人士交通接送及家居服務

手機: 0403 183 648
Email:airportshuttle@live.com.au

做出好菜好味道，這是二叔的拿手好戲。二叔
那手藝，也是在煤廠裡逼出來的。大山溝裡的
煤廠，買葉子菜兩天就黃了爛了，就黃瓜便宜
又能放，老闆還省錢呢，多好的事兒呀，就買
黃瓜了。二叔一邊挖煤一邊幹著廚房的活兒，
還把黃瓜做菜研究透了。村子裡哪家哪戶做大
壽娶媳婦請大酒辦桌席，請著二叔你就算請對
人了。主人家說，家裡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怕
招待不了客人。二叔說，怕什麼，只要有黃瓜
就能辦成事兒。這些，幾乎成了村子裡的談笑
樂事兒。二叔本來就是一個好廚師，再加上那
一手對付黃瓜的手藝，成了村子裡家家戶戶辦
大事兒請客上酒席的主角兒。二叔也得了個“
黃瓜大廚”的響亮名號。一根黃瓜，可撐夠撐
足了二叔的面子。
父親和二叔本來就是好朋友，再加上煤廠
子裡那點事兒，倆人成了過命的兄弟。閒來無
事時，一根黃瓜，一壺老白乾泡酒，倆人能擺
談到下半夜。從一路去洞子場上學讀書逃學到
娶老婆成家立業，從一路去煤廠討生活到一路
去洞子場賣黃瓜，從洞子場左邊場口上王二娘
豆花館裡那些事兒到右邊場口上老油房裡又來
了個新伙計新管事，還有童年時一起到村頭劉
大娘的地裡偷黃瓜吃的記憶，父親和二叔每每
談起來，都樂得倆人合不上嘴，一杯一杯往嘴
里大口喝酒大塊吃黃瓜。一根黃瓜，能牽扯著
他們歲月年華裡多少酸與甜的往事。
那只是一根黃瓜的事兒嗎。
一根黃瓜，長在地裡，或許就牢牢根植於
心上，於我，於他，於他們，都是深深的鄉間
味道。

澳洲區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雪梨台福

10 CARLOTTA STREET,
ARTA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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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平台福

2 George St. Epping, NSW
週日10:00am 華語聚會
邵牧師 0416 221 668
www.efcepping.org

聖山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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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爾本台福

5 Havelock St. Burwood, VIC
週日10:30am 台/英語聚會
洪牧師0434624389
www.efcmel.org

東雪梨台福

橄欖山教會

829 Anzac Pde.
Maroubra, NSW
週六10:00am 華語聚會
高牧師 0431 177 826
www.efcm.org.au

378 Blackburn Road,
Burwood East, VIC 3151
週日2:30pm華語聚會
邢傳道0452303016
www.efcmtolivet.org

睦鄰台福

羅以台福

1 Conder St, Burwood, NSW
週日 2:00pm 華語聚會
許牧師 0414 521 514
www.efcburwood.org

124 Nemies Rd. Runcorn, QLD
週日 2:00pm 華語聚會
邱牧師: 0426 257 771
www.efchurchrohi.org

雪梨區台福徵牧者履歷請寄:
pclin11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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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頭觀景台

庫靈蓋狩獵國家公園遊記
◎ 庫靈蓋狩獵國家公園旅遊中心入口處
庫靈蓋狩獵國家公園(Ku-ring-gai Chase
National
Park)，位於悉尼北部的熱帶雨林
中，是澳洲第二古老的國家公園，2006年被列
入國家遺產名錄。其占地約一萬五千公頃，北
邊是霍克斯伯里河(H awkesbury River)，右邊
是皮特沃特灣(Pittwater Bay)，園區包括熱
帶雨林、濕地、沼澤地、砂岩、沖溝盆地，叢
林廣闊，層巒疊嶂。公園建於一八九四年，以
原住民庫靈蓋人命名，創建人是埃克爾·斯頓
(Eccie Ston)。
我的庫靈蓋狩獵國家公園之旅，可以說是
一次驚險之旅。我從市中心乘火車，到庫靈蓋
火車站(Mount Kuring-gai )後，選擇了園中四

條步行道中一條路，然而沒想到我是選
擇了一條險峻之道，開始了驚險之旅。
開始是寬闊的柏油路，不久變成
了沙土道，繼而是林間小路，愈走愈艱
難，有時則是一線天似的岩石道，道旁
樹木繁茂，奇形怪狀的岩石屹立。走出
◎ 原住民遺址
一個多小時後，路更為艱險，有時是大
樹橫在道上擋住去路，有時則是灌木和
蕨類植物擋道，有時又是林中濕地，只
好撿來一根幹樹枝作拐杖。行走間，我看到了 木草叢，讓我大吃一驚，此處是懸崖，崖下是
原住民庫靈蓋人的洞穴，還有從巨大岩石上開 浪花沖岸的一條大河。再看岩石兩邊，均無路
鑿出的石道。走了二個多小時，一巨岩擋道， 可行。可謂山窮水盡！若再走回頭路，力不從
前行不見路，走上巨岩，用拐棍撥開岩石前灌 心。我四處尋覓，不見有路，站在懸崖上眼望
河面，盼望河上有船駛過，等了許久，不見人
影。
焦急無奈之時，眼睛一亮，驀然發現順河
灌木草叢中有一條環河小路，有路便有希望，
於是，我疾步奔向環河小道。走出不遠，見到
一位垂釣者，他站在大岩石上甩竿釣魚。向前
詢問，他手指前方的園中的遊客中心。經他指
點，我沿環河小路走了二十多分鐘，在林中河
畔碼頭，遇到一位老者，開車把我送到了遊客
中心。由此，我終於度過了園中艱險地段。

◎ 一橋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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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趣，公園是熱帶雨林的大看台，樹木品種繁多，有的華蓋如
傘，有的捲曲拐扭，有的亭亭玉立，有的盤根錯節，而且有時會看
到古樹與新生代樹並存的林景。其中有枝繁葉茂的藍色桉樹林，其次
是石楠林、水膠，棕櫚、橡樹和灰色石榴林。在溝坡和砂岩區，生長
著紅膠、砂岩樹和蕨類植物。鋪青疊翠的灌林區，生長著茶葉樹。在
鹽水濕地，是一片一片的紅樹林。林中有各種澳洲特有動物，沼澤袋
鼠、袋狸、針鼴、飛狐、藍舌蜥蜴和鴨嘴獸等。這裡還是禽鳥的天
堂，生活著橙色或蔚藍色的翠鳥，以及楔尾鷹、紅鸚鵡、鵜鶘、鷺鷥
等。
石趣，這裡集奇石大成，怪石嶙峋，巨石猙獰，亂石矗矗，細
石鱗鱗。公園是熱帶雨林的砂石地質結構，其特徵是由堅硬的砂岩
組成，蜂窩狀的、洞穴似的、圓形的、長方形的，砂岩山脊，無奇不
有；也有火山形成的熔岩，還有凝固的熔岩砂岩流動形成的管形道和
坑洞。園中看石，最具特色的是結合了原住民傳統和強烈的歷史感，
涵蓋了庫靈蓋人文化，這裡散落著八百多處的原住民文化遺址，包括

◎ 山道

◎ 巴倫喬伊燈塔（Barrenjoy Lighthouse）

◎ 吊橋

石窟壁畫、岩石雕刻、繪畫、斧頭磨糟、墓葬遺址，以及長矛、盾牌和生
活用品，反映了原住民的古老文明。沿著山脊砂岩、海岸線沖溝、澗穴，
可以看到原住民的魚類、鳥類、爬行動物、長矛、盾牌和人形的岩刻，以
及洞穴中的飛鏢、石斧等壁畫。小溪瀑布處散落著原住民墓葬遺址。園中
還有—塊奇特的烏龜石，巨大的石頭，好似烏龜狀，坐在上面拍照，頗有
興味。
水趣，公園融合了大河和大海之趣。悉尼北邊的霍克斯伯里河從園中
穿流而過，雨林中觀賞林中河的景緻，別有洞天。皮特沃特灣上，聳立著
建於一八八一年的巴倫喬伊燈塔（Barrenjoy Lighthouse），壯觀秀麗。
河灣上，張一片風帆，盪千層碧浪，滿目遙山疊翠，遠水澄清。
庫靈蓋狩獵國家公園之旅，是一個趣味之旅，上了一堂熱帶雨林的知
識課。

◎ 小河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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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走過的路(三)

彩虹之國中國
國”之美譽，位於非洲大陸的最南端。南非是
世界上唯一同時存在３個首都的國家：行政首
都比勒陀利亞（Pretoria）；立法首都開普敦
（Cape Town）是南非國會所在地，司法首都
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為全國司法機構的
所在地。
我們認識的一對年輕夫婦R&R服務大學
生。他們住在南非的Bloemfontein，工作卻在
Lesotho首都，每天穿梭兩國多次，過海關十
分方便，就好像美加的Windsor & Detroit，
Fort Erie & Buffalo一樣，我們跟著他們也多
次出入南非和利國。

2001年，我們三人有機會到南非探望一些
在那裡居住的華人傳教士朋友(本來是三對夫
婦，卻意外地探訪了七對中西傳教士夫婦)；
走訪了兩個國家(南非共和國和Lesotho，粵譯
利蘇圖，國語是萊索托，我慣用利蘇圖)，有
繁榮都市和窮鄉僻壤；認識不同族類人士(中
港台華人、非洲黑人包括城市人和土著、歐美
白人和印裔朋友等) 。
利蘇圖王國(The Kingdom of Lesotho)，
是非洲最小的國家之一，1966年獨立。四周為
南非所環抱，是世界最大的“國中之國”。因
地處高原，利蘇圖也被稱為「天空王國」，約
90%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其餘信
奉原始宗教和伊斯蘭教。利蘇圖王國自然資源

14

貧乏，經濟基礎薄弱，被聯合國列為最不發達
國家之一，屬亞熱帶草原氣候，全年最高氣溫
33℃，最低氣溫-3℃，但晝夜溫差大，因位於
高地，山峰和山路時常被雪覆蓋，利蘇圖很可
能是非洲最冷的國家。當地人平均壽命50歲，
新生嬰兒死亡率為92%，愛滋病情況嚴重失
控。

有一個週末，我們一行四人駕四驅車往
利蘇圖山上去，探望一對年輕的美國傳教士。
沿途山路坎坷不平，羊腸小徑，顛簸難行，經
過幾小時的的艱辛旅程，我們終於抵達了一個
小村莊，並會見了已居住那裡有8年之久的白
人傳教士夫婦，T&R。他們已經入鄉隨俗，可
以用流利土語和村民溝通，我們一點都聽不明
白。
在這個簡陋的小村落裡，沒水又沒電，洗
手間在戶外，每一滴水都是非常寶貴的，女主
人向我們展示了她發明的淋浴水箱，是將一個
水袋綁在一竹桿子上，讓水點慢慢滴下來，在
這兒沐浴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多的時間。

若從南非駕車前往利國，最先看見的會是
一行列的峭壁巉岩，像一把巨大的鋸矗立在天
際。除了西部邊界的一小片低地之外，利蘇圖
全國都是山地。

他們與我們分享在山上的工作，他們很
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也非常喜歡為當地人工
作。T要騎馬翻山越嶺探訪不同的村莊，每次
路程需時一整天。

南非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簡稱南非，地處南半球，有“彩虹之

那天晚上我們住在村裡，四人共住一間
小茅房，只有兩張泥床，兩女各睡一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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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男在泥地上睡睡袋，其中一人在午夜便離開
小屋，走到車廂上睡，因為屋裡鼾聲如雷的聲
音，令他無法入睡。雖然探訪只是36小時，但
印象深刻。
另一對要探訪的華人傳教士G&P住在南非
約翰尼斯堡，是服事印裔群體和黑人婦孺，她
邀請我在一個南非印裔婦女聯合大會中，主持
一個音樂培訓工作坊。知道現今婦女的生活要
面對許多在工作、家庭和社會間的張力和壓
力。我靈機一觸，決定學以致用，用音樂治療
和他們探討如何面對壓力和舒緩張力。為了和
她們打成一片和無分彼此，我穿上印度民族服
裝主領這個工作坊，她們看到我的打扮跟她們
一樣，覺得很有親切感。
來參加培訓工作坊的二百名婦女，有年輕
新婚太太、有幾個孩子的中年母親，也有兒孫
滿堂的袓母，大家濟濟一堂。我和她們先玩一
些遊戲「吐苦水」（speak out the stress）
舒發感情，作為婦女，在社會、家庭和工作上
都要扮演不同角色：是女兒、妻子、母親、
媳婦、上司、下屬和朋友等，會面對很多壓
力，各人訴說苦況後，我便帶大家一起做音樂
運動，用跳舞來「跳走壓力」（work out the

stress）。不過，討論完難題後，便要找出解
決方法。我也是用遊戲方式分享解決辦法；再
用音樂舒緩法和安慰詩句做結束。
這些婦女非常喜歡這個音樂減壓活動，她
們十分投入，踴躍參與，真的做到「口到、眼
到、手到和腳到」的訓練。跳舞時，連袓母級
的婦女都手舞足蹈，絕不遜色於年輕一代，每
個人都面露笑容，顯出一副很享受的樣子。工
作坊後，又吃了一頓很豐富的印度午餐，感覺
非常良好，回味無窮。
來南非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使命是為一位加
拿大好朋友千里尋親。她舅舅六十年代離開香
港前往南非，他們多年失去了聯繫，當她知道
我要去南非，問我能否幫助她找尋在南非的舅
父。南非人煙稠密，尋人如大海尋針，是一項
艱鉅的任務，但我喜歡挑戰，向當地人打探他
的消息，因他是老華僑，感謝上帝！終於找到
了他的電話號碼。我們通電話後，馬上安排見
面，他告訴我們，本來他住在利蘇圖首都馬塞
盧，因為1990年和1998年的騷亂，他的房子被
燒毀，他失去了所有朋友的聯絡地址，十多年
前便退休移居南非。他的
四個孩子已經成家立業，
移居各地。他們終於在電
話中相認，為我在南非旅
程中寫上一個很感人的千
里尋親的故事！

暴；也有機會參觀出名的非洲野生動物園和礦
場。
南非治安差，貧富懸殊，特別是華人，雖
然賺錢較容易，但常常生活在恐懼中；曾遇見
幾位不同族類的寡婦，他們的丈夫都被劫殺，
留下幼童給她們照顧。
在南非市中心駕車要格外謹慎，那裡的人
上車習慣性馬上鎖車門，夜間行車時有一個不
成文的交通規則，就是在十字路口的紅燈前，
若看到左右兩邊沒有車子經過，就可以不用停
車，只管繼續勇往直前，因為若停車隨時會有
人破窗搶劫或劫車。
所以人的生命是很卑賤，每天都活在人心
惶恐和慌張當中，沒有安全感和盼望。
「上帝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
們末後有指望。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
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
尋見。」(耶利米書29:11-13)

南非國家很大，由
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
距離很遠，都是崎嶇的山
路，氣候變化也很大，我
們也曾經歷冰雹和風沙
箴言 11:10 義人享福，合城喜樂；惡人滅亡，人都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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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傑斯達

我的“出埃及記”
截至7月9日，悉尼已經封城兩個星期了，本來會在下個星期五結

聲已經呼嘯而來，已經快追上了一百多萬已經疲憊不堪的以色列百姓。

然而今天的感染病例是77例，明天會達到100例以上，據說下一個
星期五不太可能解封，甚至有人說可能會封到8月份。

同時，這群老百姓前面是長達17公里寬度的紅海。這紅海真實的地
理位置是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一段海峽。這一段紅海海底是比較
平坦，坡度平坦的海床，不是懸岸峭壁。

束。

這對作小生意的，特別是從事服務行業的人來講，簡直是災難性的
消息，各種失望和煩惱的情緒都湧上心頭。在悉尼做小生意的人都是小
本經營，所以其實非常依賴市場能開，經濟能活動，人員能自由流動來
做生意。
憂慮，愁煩，恐懼，擔心，各種情緒如影隨形跟著我們，甚至都
不知道明天在哪裡。如果明天再沒有生意，那後天的生計在哪裡？一家
老小的生活費在哪裡？每個人的內心，跟動物世界的小羊羔沒有根本區
別，我們也像小羊羔那樣很軟弱，也常常沒有方向。一有風吹草動的，
我們就開始擔心這，擔心那，甚至為明天憂愁。
杞人憂天，其實我覺得自己真的是杞人。
今天，我突然再次聽了一段馬克西姆演奏的鋼琴協奏曲《出埃及
記》，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遇到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不確定的因素來的時候，人無非有兩種態
度去面對。
一種就是負面地應對，消極地等待，甚至跌入到絕望、失望、憂慮
和煩惱的種種負面的情緒中。然後轉身逃之夭夭；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正面去面對，一面試圖找方法，千萬不可轉身逃跑。
人是跑不過、逃不過環境的。
在樂曲開始的時候，我彷佛聽到、看到那埃及軍兵的馬蹄聲和吶喊

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不是神話故事，因為考古專家潛入到這片紅
海的海底，找到過那些當年戰車上的車古轆，還有一些遺跡都還保留在海
床上面。
前有紅海攔阻，後有追兵。
這個時候鋼琴的音響響徹雲霄，也讓我們想起了以色列百姓那種
驚魂無助，甚至絕望的呼喊聲，他們知道這回是完了，完了，山窮水盡
了，已經到了滅亡的地步了，根本就是沒有任何回頭路了。
在馬克西姆鋼琴曲的後半段，卻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紅海立
地成壘，紅海分成了兩堵水牆，海底的河床就顯露出來了，成了旱地。
老百姓走過了旱地。一百多萬的以色列百姓走過了旱地之後，埃及
軍兵立馬趕到，他們也想通過這個旱地來繼續追殺以色列百姓。
突然，海又合攏起來了，把旱地又變成了一個海底世界。
所有的埃及軍兵及他們的戰車、戰馬都被埋沒在汪洋大海裡面。
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用馬克西姆的鋼琴協奏曲描繪得繪聲繪
色，如臨其境。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個出埃及記。人的一生中，我們都有面
對困難挑戰，無路可走的時候。這真的考驗我們的信念和態度，甚至我
們信仰的堅強程度。
兩軍相遇，勇者勝。
我們自己頭腦裡面的正面和負面情緒，其實就是兩軍
相遇。
我們要么讓這個負面情緒壓倒我們，要么讓正面情緒
戰勝負面情緒。
其實就是看誰更勇敢，誰更堅定，誰更有把握！
環境對我們每一個悉尼人，無論是做生意的，還是拿
一份薪水打工的人來講都差不多，區別只在於我們在這個
時候，如何去面對前有紅海，後有追兵得環境，是坐以待
斃還是靠著上帝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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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爺
中國人的語言及文字中有關「天」的詞
句相當多。比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命難
違；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天有不測風雲人有
旦夕禍福；天無絕人之路；天助人助先自助；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人合一；孟子曰：「故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
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促成一樁好姻緣就說這真是天賜良緣，他
們倆是天作之合。
事情搞砸了，就算呼天喚地，搥胸頓足，
也無濟於事。
含寃數十載，終於遇上英明清官，揭露真
相，含冤者及圍觀的老百姓都會喊出：「蒼天
有眼哪，這惡霸難逃天譴。」天網恢恢，疏而
不漏。雖然沒有天誅地滅，畢竟為非作歹的天
理難容呀！

文/明珠

怎樣的關係？天有理嗎？有情嗎？有眼有耳
嗎？有能力有智慧嗎？天是咱中國人的神還是
洋人的神？ ……
後來民間各種宗教興起，很多人甚麼都
拜。山有山神，河有河神，灶有灶神……。甚
至人死了還要祭拜。這種種究竟反映出人與動
物最大的差異是什麼？人有宗教性，人也被稱
為「萬物之靈」，人的心靈若沒有與創造的神
建立美好的關係，他的內心深處總是空虛的。
隨著教育的普及，人的思想不斷在變，
許多知識份子表面聲稱不信宇宙中有神，但潛
意識裡「人在做天在看」的畏懼感還是揮之不
去。

皇天不負苦心人，老張終於熬出頭啦！
一般人碰上好運，除了感激幫助他們的
人，通常還會謝天謝地。遇到困難，求助無
門，只能呼喊「老天爺，救救我！」
古代皇帝（又稱為天子）每年都得祭天，
為國為民祈福。
古人為何能說出這些與天有關的至理名
言？他們如何悟出天性天意？究竟「天」是什
麼？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神？是遙不可及高
不可攀的？天與我有關係嗎？若有關係，又是

◎

中國人對「老天爺」是又敬又怕，按照
人的想法或可揣摩一二，但更多的是不懂。信
一點，然而更多的是疑惑。若說沒有神吧，許
多人都承認冥冥中老覺得有一種超然的力量，
甚至在自己的人生際遇中，或崎嶇，或順利，
似有神助。反正，搞不懂、摸不著、看不見，
算了，還是別管這麼多，為眼前的生活打拼要
緊。
兩百多年前，陸陸續續有好些西方傳教士
捨棄他們高尚的職業、舒適的家庭生活，冒著
生命的危險，飄洋過海，來到中國，學習中國
人的語言、文字，穿的、吃的、住的都跟中國
人一樣，就是要把聖經中所記載的獨一真神，
用各種方法介紹給中國人，讓神州大地的中

國人對模糊的老天爺觀念得以理清，通過讀聖
經，得以認識祂、相信祂、接受祂的愛，祂對
人類的救贖，從而得到永恆的生命。
《聖經》就是老天爺給普天下各國各族
人的家書，讓人從家書中了解這位素未謀面的
老天爺是誰？祂是怎樣的神？與我們有什麼關
係？ ……
老天爺介紹祂自己是「自有永有的」，
意思是說祂是永在的神：無始無終，是始也是
終，是天地的主，創造宇宙和萬物，將生命、
氣息，賜給人，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
地上，並且預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
界。祂按時賜雨，就是春雨秋雨，又為我們
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廢。祂以永遠的愛愛我
們。天地都要改變，惟有祂永不改變。祂喜愛
公義，恨惡罪惡。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衪叫我們不要自己伸冤，
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衪說：「伸冤在
我，我必報應」。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
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祂都必審問。祂就是
上帝，唯一的真神。
上帝叫我們要將一切憂慮卸給祂，因為衪
顧念我們……。還有許許多多寶藏蘊藏在聖經
中，有待大家自己去發掘。不管誰與老天爺聯
繫上之後，他的人生就不一樣了，不但這輩子
可以預嚐天堂的美好，而且下輩子享受永遠的
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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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拉密

笑看花開，靜聽花落
——記我罹肺癌後
人到中年，有意
無意，最常在腦中
閃現的片段就是回
憶和不自覺的檢
視。最近發現，曾
經我最不情願接受的禮
物竟然是鮮花！
做教師多年，
每年教師節都會“
被迫”接收一
棒又一棒來自
學生、朋友和
年輕同事的花
束。芬芳絢麗
或清雅，或熱
烈，擺滿家中
的茶几、餐桌、書桌和書架平台。
然後，受煎熬的日子就暗暗地開始了。

唯有落花，最能傷情
前3天，是花開最美的時刻。那幾日，我一邊聞著空氣中飄蕩的花
香，細察花瓣和花葉上的紋路，一邊心神不寧地計算它們凋謝的日子。

非常態，是病，得治。
曾去某心理科室掛號，因排隊人太多，匆匆放棄。
現在回想，上帝早知道我的症狀心理醫生解決不了：醫生會傾聽，
但我並非無處傾訴，只是眼見所有的訴說與回應無力交匯於同一頻道，
只好重新顧左右而言他，以免被人看為矯情。
醫生能開藥方，但藥物解決不了我的困擾，我的問題在於想弄清人
活一世的目的，而這不是治療身體和心理疾患的醫院能提供的。
今日回想，事實上，我焦慮於一朵鮮花的開與落，實在是因為恐懼
在未明了人生意義之前，就如花凋謝。而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死問題的，
只有賜萬物以生命的永恆主。幸運的是，我在窮途末路時看見他伸出的
手，並在他一再的呼喚中認出了他的聲音。

寒風起處，心湖無波
秋末例行體檢。丈夫不經意地提醒一句，讓我把檢查肺部的X光片
換成低劑量螺旋CT，我想也沒想就照做了。一周後取片，被嚴肅告知左
肺上下兩葉各出現一處磨玻璃結節，從圖像看屬於高危，必須複查確
診。
我出於學術研究的慣性，立時進入資訊搜索和比對模式，發現
極大概率是令人談之色變的肺癌。隨後是高密度地出入各大醫院，詢
問名醫，對比胸片。醫生們的初步判斷基本一致，建議“適時手術干
預”——就是切除有癌細胞的肺葉。

正如歡喜催不動花開，焦慮自然也阻不住花落。感傷時刻一定會到
我第一時間把體檢結果告訴了朋友們和兩三位親人。從早到晚，微
來。先是一朵接一朵地枯萎，隨後一片逐一片地凋零，花莖枯瘦，葉片 信裡不斷湧進海潮般的激勵和關愛信息。從頻率上看，那段時間，估計
萎黃，花瓶發出惡味——到了把它們當垃圾丟棄的時候了，一場絢爛終 天父接收到關於我的“代禱電波”應該相當密集，彷彿某種靶向治療。
歸於塵埃。
先生比我焦慮，但又不願意表現得太明顯，免得讓我有壓力。時常
這恐怕是我始終不敢喜歡鮮花的原因——它們每一刻的存在，似乎 在吃著美食、說著笑話、觀著風景的時候，他會因突然想起體檢結果，
都在昭彰時間的鋒利，無數芳華，轉眼零落成泥碾作塵。正如人生，無 瞬間覺得周遭世界沉重難耐。
論如何全力奮鬥以至繁花似錦，至終也不過如電如露如夢幻一場。
我呢，相形之下顯得過於淡定，照常吃喝、讀書、寫作、逗貓、關
這小小的悲劇，一再在家中的茶几和方桌上上演，令脆弱的自己無 注自認為比我更多愁善感軟弱的姐妹，一覺睡到天亮。只比從前多了散
處隱藏日益逼迫的焦慮感；憑理性又深知，這種過度敏感，無力欣賞花 步的時間，電腦裡多了一份偶爾想起就填幾筆的遺囑，還有時常備份的
開，也無力承受花落，日漸受困於憂鬱之中，於人於己都是一種消耗， 工作文件和交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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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認不是一個生性樂觀、寬心大度的
人——一個見花謝傷心聽葉落悲情，對生命每
一分鐘的滴答流逝都敏感至病態的人，是多麼
容易為自己的身體變故而愁苦哀嘆啊。
有一次起夜去洗手間，經過畫室狹長的走
廊，我在半懵懂間問上帝：“別人都為這事焦
慮，我是不是也應該焦慮一下？不然顯得我對
生死感覺很冷漠似的。”
停息下來，細細檢視內心實況，發現心湖
寬平如鏡，毫無焦慮，亦無疑惑，哪怕一絲陰
影，那麼，好吧，繼續睡，當然又是一覺到天
亮。
我對自己的從容鎮靜深感驚奇，因為這
完全不像我的反應。只能說，聖靈在我心中置
放的平安，替換了我的本能。這是被更新的本
能，是我不曾擁有卻一直渴望擁有的。

生死之大，悲欣交集
平安的本能最先激發的，就是日常生活中
的坦然。
這坦然裡有清冽純淨的大歡喜，那是與主
同棲同行才有的歡喜。
就像小孩子，走在慈父的身邊，時不時牽
他的手，拉他的衣襟，或快或慢地貼行，一路
上不斷仰頭看見父的臉，又不時俯看腳下的路
和自己胖乎乎臟兮兮的腳趾頭，草葉和花瓣上
的露珠不時滴落下來，空氣中瀰漫著新刈的草
香。
孩子知道自己一路上都有父的牽引，在溝
渠難行之處，更會被抱在懷裡，一躍而過。如
此美妙的同行，怎會不大生歡喜呢？更何況，
他帶我前行，至終是為了回家——在那裡，已
經為我預備好了永恆之所，他在那裡，我和我
們也都在那裡。
這坦然裡也有純淨清冽的小哀傷，那是對
親人、朋友和世物由衷的眷戀。
我們的哀傷對象，從來是無法長存之存
在，就如朝開夕落的花朵，如曲終人散的歡
宴，如物是人非的景觀，如一呼一吸間轉瞬散
滅的人生。
這樣的哀傷，本來很大，正像王羲之在《
蘭亭集序》中所悲嘆的那樣：“向之所欣，俯
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

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豈不痛哉！”

許說：“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
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
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
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
身體。”（參《哥林多前書》15:42-44）那就
安心等待這個軟弱殘損的身體復活的日子吧，
她必然會改變，成為不朽、榮耀和強壯，沒有
瑕疵和斑點。

世間所愛，俯仰之際即成往事，都能引人
傷懷，更何況生死之大事，豈不更令人大痛？
為生之短暫與死之必然而焦慮輾轉，古今並無
不同，不過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罷
了。
要解開這萬古悲愁的神秘死結，只能由
永恆者親自動手。既然死從罪來，赦罪之恩從
基督耶穌的代贖而來，我這蒙恩因信稱義的罪
人，豈不因著與聖子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應
許，而進入永生了嗎？

從醫院回來，接到最多的禮物仍是鮮花。
花瓶照樣不夠，好在總有存留的玻璃瓶罐
可以喬裝變成時尚花瓶。坐在花叢之間，用力
吸聞花香，再慢慢輕吐出來，肺腑彷彿被山野
深處的清風滌蕩過，每個細胞都舒展開來。

既如此，此世的哀傷，一旦被他長明不滅
的生命之光所籠罩，自然會遁化為小哀傷。稱
其“小”，不是蔑視以之為瑣碎膚淺（所有的
哀傷都以疼痛和失去為代價，沒有哪種疼痛毫
無價值），而是因有永生的大歡喜在側，足以
顯其之短暫與微細。

一室鮮花，次第開放。守在桌邊，滿懷感
恩，歡喜地欣賞造物主賜每一朵鮮花的獨特之
美。
再然後，到了日子，一室鮮花，漸次凋
敗。守在桌邊，仍是滿懷感恩，安靜地傾聽花
瓣悉悉窣窣輕落的微聲，那是花朵歸回塵土時
的告別語。

當然，這個體生命中所感知的小哀傷與大
歡喜，都無法推己及人，只能如人飲冰冷暖自
知，就像救恩與信心與審判，就像疼痛與瀕死
與一場手術，都必須獨自經歷，獨自面對，獨
自承擔結果。但也正因此，越發明白，在孤絕
之境，無數的他人與堅實的世物，因其本質上
的短暫、必朽和脆弱，皆難依附，唯有永生的
創造者與救贖者，才是孑然獨行者唯一且真實
的仰望和靠山。

記得他的書上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
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
凋謝；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
音就是這道。”（參《彼得前書》1:24-25）

笑看花開，靜聽花落
夏末，終於等到疫情減弱，醫院重新正常
運轉。辦了入院手續，做了全身大檢查，切除
了一個半左肺葉，每天練習腹式呼吸、大聲咳
嗽、做吹小球訓練。

我們活在世上，也不過如花似草，今天
還燦然綻放，明日就悄然歸土。若此生只止於
塵埃，這樣的生命一定令人哀痛絕望；而此生
若與生命之主相連，其綻放雖短如煙花，亦須
經歷凋零時刻，但這樣的一生，卻在永恆中被
賦予了意義，並在此世就被賜予不斷更新的活
力，更有來世復活的盼望。這樣的生命，豈不
值得追尋和擁有嗎？

再次進入秋涼，體重開始回升，面色恢復
光潤，竟能一口氣走上7樓。左肋多了3處
疤痕。總算能自由洗浴的時候，揭開防水
膠布，不免驚詫於它們的醜陋。
藝術家丈夫安慰我說：“很像眼睛
啊，白楊樹身上的眼睛。”
朋友推薦我用某種淡疤膏，“絕對有
效”。
我想一想，沒用。還是讓疤痕保持
自己的樣子吧，說到底，它在我身上的
存留也不過是短暫的。因為，同樣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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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宛玉

邀請耶穌來做客
記得三個孩子還小的時候，每天晚餐是我們全家最快樂的時光，也
是我大展身手的時刻，辛苦工作、辛苦玩樂是丈夫和孩子們尋求休憩的
時光，每次在餐前當孩子們用兩隻老虎的旋律，配上簡單的英文歌詞唱
著「謝飯歌」：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for giving us food , for giving us food.
Let’s pray together, Let’s pray together.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In Jesus name we pray - A man!
此時飢腸轆轆的肚子，被他們催促的歌聲攪擾的更添慾望。當丈夫
誠摯地向我道謝，孩子們也有樣學樣此起彼落的謝謝爸媽，謝謝大家。
常常面對他們的鼓勵與感謝而自覺不配，因為我知道，若不是他們
愛的包容，怎能在如此單調的菜色中嚐出滋味。感謝上帝！藉著祂愛的
調味，讓我這技窮的廚娘，不因捉襟見肘的窘狀而喪失希望，反而在祂
那夠用的恩典中還能供應家人飽足。
記得一天做完謝飯禱告，兒子允恆忽然若有所思認真地問我：
「媽咪，Jesus對我們這麼好，每天都給我們這麼好
吃的東西，那Jesus會不會肚子餓，他要不要吃東西
啊？」他那單純的關心的確令人喜悅，但是這出
乎意料的考題，卻也讓我倒吸了一口氣……
記得我是這樣回答的：「Jesus和我們
一樣會哭、會笑、會開心、也會傷心，所
以當然也會肚子餓了。」
聽完我的話，兒子更著急地問道：「
那誰給祂東西吃啊!」
我說:「主耶穌已經升天了，但是祂
還時時刻刻關心著我們，上十字架前祂特
別告訴我們什麼?」
大女兒回答:「哦，對了！祂要我們彼
此相愛。」
我說:「是啊!天父是個靈，祂最喜歡的是
愛，所以當祂肚子餓，誰家的愛多祂就到誰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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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每次謝飯禱告以前，如果誰讓別人傷心了，記得要先say sorry，
因為彼此相愛，就是邀請主耶穌來家裡吃飯！」孩子們似乎聽懂了，滿
意的點點頭。
而在這段互動的過程中，也讓我更加了解聖經中的教導：『我喜愛
憐卹，不喜愛祭祀』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
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合好，然後再來獻禮物。（馬太5
章23.24節）
中國人說：吾日三省吾身。這本是智者、仁者最高的境界，但是平
凡如我，總是心有於而力不足，如今成為一個基督徒感受到上帝從來不
用高言大智的話語來要求，祂只是用最平凡的經歷讓我們去感受。就像
每天吃飯和睡前的禱告。
每個人都會飢渴，都會疲累，這是身為人最基本的生理反應，這也
是祂創造人最基本的公平，無關乎男女、智愚和尊卑，而在這最基本的
生理需求中，上帝教導基督徒透過禱告與祂「連結」，讓我們在軟弱、
飢餓和疲累的時候來到祂的面前，好在安靜的靈裡～為自己的富足獻上
感恩，為自己的過犯尋求赦免，更為自己的軟弱求神加添力量！
基督徒的「反躬自醒」絕不是律法更不是教條，而是一項遊戲，一
項「愛」的遊戲。
當我們因著「愛上帝愛人」，知罪、認罪、
饒恕與赦免便自然而然的完成了！
保羅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
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
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
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
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
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
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
益。
「愛」是實踐所有律法的新命
令，亦是基督給予信徒的一個生活秘
訣。
我誠摯邀請你與我們一同共享主耶穌
的~「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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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enny He

對於“信靠上帝”，我搞錯了這3點
我們都知道當我們的信任被打破或當我
們發現自己辜負了別人的信任時，所帶來的傷
害和失望多大。無論是為你最好的朋友保守秘
密，還是在你老闆給的最後期限前完成工作，
信任都是人際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涉及
到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時更是如此。
但信靠上帝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以下是我
想消除的三個常有的誤解：
1 ） “ 只要信！”
誤解 1 ：信靠上帝不需要理由和邏輯。
在基督信仰環境中長大，我經常聽到這句
話被用作回答對信仰有懷疑的信徒。如果對上
帝的本性和祂的應許沒有清楚的認識，單單這
句話會很容易被誤解為“原因無關緊要，我們
應該盲目地相信上帝”。
在我年輕一些的時候，我會告訴自己，任
何看起來超出邏輯和理性的東西都必須靠信仰
來接受。但在這個信靠上帝的表面背後，我仍
然有很多疑問沒有得到解決。
直到我的朋友開始對我的信仰提出問題
時，我才意識到我對聖經有很多不理解的地
方。感恩的是，有我的牧者和朋友陪我度過了
那個時期，他們耐心地解決了我的疑惑並給我
講了神學上的相關解釋。那之後我決定多讀聖
經，在研究了經常被引用的經文的事件和上下
文背景之後，我對上帝的品格和祂在祂子民中
的行事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路走來，我了解到我們對上帝的信靠不
是沒有理由的——而是對祂的能力和可靠性的
堅定信心，這個信心1）以聖經為基礎，因為
當中顯明了上帝的品格和應許的；2）是由聖
靈賦予了相信的能力（約翰一書 2章）。
我們查考得聖經越多，就越能加深對上帝
的信靠——這樣我們就有信心順服祂，即使祂
要求我們做我們不能理解的事情，如同亞伯拉
罕那樣（希伯來書 11章18-19節 ）。
2 ） “ 想想上帝賜予你的所有祝福！”
誤解 2 ：上帝給我們的生命祝福使祂值得我

們信賴。
儘管上帝確實會行神蹟並在某些事情上面
賜福我們，但聖經向我們表明，這只是上帝用
來加強我們對祂信心的眾多方法之一。當我們
把信靠和希望寄託在神蹟和祝福上，而不是單
單寄託在基督身上時，危險就來了。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對遊戲無比著迷，以
至於我只在期末考試臨近時才開始追趕功課。
因為擔心我會在這學期考不及格，我開始在等
成績的那週努力禱告。那時我相信上帝會行一
個奇神蹟將我從這種窘況中“拯救”出來。
當我通過學生賬號在網上查看我的成績
時，卻看到我得了個“D”——在不及格的邊
緣了。我失望極了，為自己沒有更努力地學習
而生氣，我甚至也生上帝的氣。
那時我才意識到我對上帝的信靠一直都
建立在上帝會如何“拯救”我脫離不利的環境
上。
但也許那個沒有得到回應的禱告正是上帝
要教我真正信靠祂意味著什麼的方式。
這些年來，我了解到，雖然我們的環境、
情緒、甚至我們時常尋求和禱告的結果會發生
變化，但上帝對我們的愛和應許卻永不改變（
以賽亞書54章10節）。與其將我們的希望建立
在我們希望祂為我們的生活做些什麼（在我們
的工作、人際關係等方面），不如將希望寄託
在祂為我們做的最具體的事情上——為我們被
釘十字架。
正是在十字架上，祂將我們從最絕望的境
況——罪的轄制中拯救出來（羅馬書5章8節）
。僅憑這一點，祂就完全值得我們信靠。
3） “ 耶 穌 ， 請 你 來 掌 舵 ”
誤 解 3： 信 靠 上 帝 意 味 著 我 什 麼 都 不 用 做 了
當我們談論信靠上帝時，經常會提到“耶
穌來掌舵”這句話。雖然我覺得這句話確實幫
助我們承認並接受上帝的主權（羅馬書8章28
節，歌羅西書1章16節），但它也可能會扭曲
我們對信靠上帝的理解，並可能助長我們的不

負責任，甚至讓我們在沒有得到希望的結果時
對上帝充滿怨恨。
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這個比喻。方向盤的
功能是將汽車轉向某個方向。 “耶穌，你來
掌舵”暗示既然耶穌是駕駛者，我們就可以舒
舒服服地坐在後排座椅上，等待祂帶我們到下
一站。在我生命中的某個階段，我很愛這種想
法。
在理工學院的最後一個學期，為了完成
學業要求我在尋找實習機會。要做決定進入哪
個公司（哪個決定才是“對的”）讓我不堪重
負。當時我沒有向我的老師們尋求幫助，而是
決定讓“耶穌掌舵”，通過做一個簡短的禱
告，告訴上帝我會選擇某一天給我發送第一封
電子郵件的那個公司。
到了那一天，我沒有收到任何郵件和實習
邀請，這讓我意識到我所做的是一種非常荒謬
的“信靠上帝”的方式。從那時起，我開始做
自己需要做的功課。當我剛巧遇到我的一位老
師時，我鼓起勇氣向他尋求建議，並在之後的
多次考慮和努力後找到了一個實習機會。然後
我就開始準備面試，並最終獲得了那個實習機
會。
我並不是說我們做決定的時候不要禱告
和祈求上帝。而是信靠上帝——將我們生命的
主權交給祂——的同時，也要做祂的好管家，
忠於祂所託付給我們的（馬太福音25章15-30
節）。
這意味著使用祂給我們的恩賜（經驗、技
能、教育經歷和我們朋友的建議）來做出榮耀
祂的決定，然後將結果交在祂的手中。
信靠上帝不是我們立刻就能弄清楚的事。
但正是通過我們的失誤、試煉和經歷，我們才
知道每天信靠上帝真正意味著什麼。當我們經
歷人生的起起落落時，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從
不孤單，而且在聖經中，上帝已經將認識祂和
信靠祂所需的一切事告訴我們了。
（雅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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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啟之

堅固到底
堅固，國語辭典解釋，牢固不移，不易
毀壞的。1.這座平房很堅固結實；牢固。2.堅
定。

聖經中的堅固
一 、堅固到底的重要性
1.免受任何的指責。使徒保羅對哥林多信
徒的勉勵，正是我們每個人都當追求的：也就
是蒙主堅固到底，叫我們在“主耶穌基督的日
子，無可責備”（哥林多前書1:8）。上帝應
許，到末後那榮耀的日子，我們可以免受任何
的指責，全世界沒有任何人敢質疑我們蒙主救
贖的身份。我們在得救時若真的嚐到了被主堅
固的滋味，也必會被主堅固到底，因為誰也不
能把我們從主的手中奪去(約翰福音10：28)。
信徒應當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應當深信祂
能保全我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後
書1：12)。
2.信心堅固。“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
固，人數天天加增。”(使徒行傳16：5)
當時眾教會的成員，仍以住在外邦地的猶
太人為主；因此耶路撒冷教會信函中的條規，
不但有助於猶太人和外邦人信徒之間相處融
洽，並且有助於得著更多的猶太人加入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並不是保羅所建立的，但他仍願
意與那裡的教會維持美好的交通與關系。我們
基督徒不應該有狹窄的宗派和堂會觀念。
3.堅固眾門徒。“住了些日子，又離開
那裡，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堅固眾
門徒。”任何上帝的工人，應以信徒們的信心
能得堅固為己任，而不是尋求受到信徒們的擁
戴。我們應當體會上帝的心腸來看待一切信
徒。不論是自己帶領信主，或別人帶領歸主，
都一視同仁，看作上帝家的兒女，是主的羊
群，是我們所應當關切照顧的。
4.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

又 說 ： “我們進入上帝的
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使徒行傳14：22)我們不僅需
要領人歸信基督，並且還要
帶領已經有信心的人，堅固
並加強他們的信心(歌羅西書
2：6-7)我們接受基督耶穌，
是接受祂為“主”；我們必
須將我們人生的主權完全交
付給祂，由祂掌管一切。信
徒是因著信心和順服而接受
了基督耶穌為主，也要照樣
憑著信心和順服來活出“基
督耶穌是主”的生活。只有
活“在祂的里面”，與祂有
更深的聯結，才能有信徒所
該有的生活表現。
聖 經 教 導 ： “在祂裡面
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
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歌羅西書2：7)“信心堅固”：“信心”乃是
堅固或加強的對象，意即信得更堅定，以致
完全不會動搖。這裡提示，信心堅固是由於在
祂裡面生根建造。信心是從認識上帝來的，我
們愈認識祂，信心就愈堅強；最有信心的人，
就是那些最認識上帝的人。堅固的信心，是使
感謝的心增長的根源。傳道人不但要播種：傳
福音；也要栽培，教導與餵養；不但要勇往直
前，也要“回頭堅固”。
二、上帝在堅固我們
上帝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神是信實的，你們
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同得份。（哥林多前書1:8-9）
1.我必堅固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
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

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
你。”(以賽亞書41：10 )
這句話在兩千年教會史中，給深陷孤獨與
痛苦、苦難與愁煩、灰心喪膽的人帶去強有力
的希望與活力，是一句永恆的安慰之言。上帝
和祂所揀選的人之間是割不斷的愛的關系。
2.得以堅固。“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
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
兄。”(路加福音22：32)主豫告彼得在跌倒
之後，將會再度成為眾門徒的領袖(使徒行傳2
：24)。信徒所以能持守信心，乃因主為我們
祈求。我們如果感到信心軟弱，請記得，主正
為我們禱告。是主先為我們“祈求”，使我們
堅固，“不至於失了信心”，我們才能“回頭
堅固弟兄”。信心是連天接地的電線，藉它我
們可以傳達我們的請求給上帝，祂可以傳達祂
愛的答應給我們。
三、我們對堅固到底應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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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堅固你們的心。“要等候耶和華！當壯
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
詩篇27：14) 訴諸對象包括所有人。大衛敘述
過去、現在、未來的信仰經歷，以勸勉壯膽、
信靠耶和華。“等候”可譯為“靜候”，雖然
眼下慘淡困苦，卻不要喪膽，當耐心等候上帝
施行偉大救恩。
2.堅固到底的信心。“你們要用堅固的信
心抵擋它，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
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得前書5：9)“堅固”
意即堅忍不拔，不屈不撓；“抵擋”乃軍事用
語，意即堅壁清野，抗戰到底。

格更為堅定穩固，表現更強而有力，根基立得
更牢靠。
4.真道上堅固到底。“你們雖然曉得這些
事，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上堅固，我卻要將
這些事常常提醒你們。”(彼得後書1：12)“
已有的”指信徒現在所已經接受並持有的；“
真道”指基督徒的信仰真理；“堅固”指堅信
不移。“提醒”表明我們人何等容易忘記，所
以需要時常被“提說而想起”。

信徒決不能憑自己的力量與魔鬼相抗衡，
僅能倚靠上帝的大能，而“信心”就是搬動祂
手的最佳方法，促使上帝不能不出手。當我們
感到孤單、軟弱、無助、與人隔離時，我們多
半只看見自己的困境，而失去對周圍危險的警
覺，這時最容易受撒但攻擊。
3.依靠神的恩典堅固到底。“那賜諸般
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
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
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得前書
5：10)上帝呼召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我們受
苦，乃是要我們得享榮耀。“苦難”不是上帝
的目的，它乃是上帝的手段；苦難是“暫時”
的，得享祂榮耀乃是“永遠”的。苦難能造就
信徒，使我們的靈性更趨成熟老練，信心和品

聘請學生傳道（Student Pastor）
澳大利亞悉尼市南區好事圍（Hurstville）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Grac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的國語堂，現要聘請一位在校（神學院
或聖經學院）學生為學生傳道（student
pastor），致力發展大量講普通話的華人事工，特
別是拓展年輕人的工作。教會將提供訓練和指
導，該學生畢業後，若雙方都覺得合適，可以轉
為教會的全時間牧者傳道。對申請人的要求：
信仰純正，熱心愛主，喜愛讀經禱告，工作勤
奮，有開拓精神，能講流利普通話，懂英語。
若有意向，請將簡歷、得救見證和蒙召見證寄
至：mandarincong@gracechurch.org.au。

佳美廚櫃

專業電腦設計各種風格廚櫃，衣櫃，澳
洲板材，德國配件，廁所翻新，油漆，
水電一條龍服務。免費報價，價格優
惠，十年保用。

廠址:21 Hollywood Dr Lansvale NSW
2166
Lic:238789C

0415 900 314

訂閱電子版通知電郵或在網站上登記

箴言 11:12 藐視鄰舍的，毫無智慧；明哲人卻靜默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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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盒義賣贊助學金.送禮自用,最
佳選擇.精美禮品盒.

澳洲特產純天然蜂蜜義買
麥盧卡Manuka
500 gm MGO 50+ $28
500 gm MGO 120+$40
250 gm MGO 550+$97
250 gm Kiddies $97.

每盒$60.
全套4本書包括

澳洲蜂
蜜
然產品 天
，
污染， 無
無
任何其 加
他材
料,符
合國
際標準
健
食品， 康
幫
消化， 助
抗
消炎等 菌
。

1.聖誕禮物.
2.棄兒.

兩本中英對照:
3.新約聖經故事.
4.小熊所羅門和他的朋友們.

500 gm 自家養百花蜜 $15，

送禮自用又可支助國內山
區兒童，請多多支持

網站訂購:
honey.lifemonthly.org
電郵:honey@lifemonthly.org

Colman陳偉雄0419816666
E:colman_chan@yahoo.com

聯絡:黃弟兄0416 183382.
Colman陳偉雄0419 816666.

永生殯儀
M. y. Funerals

Pacific Garden Hotel.新省中央海岸渡假村

0427 260 264

家庭,教會,機構渡假及會議理想選擇.

* 以國、粵、英語為各區華人提供喪葬服務

*
*
*
*
*

感謝信
今天的告別禮很完美, 非常感謝你的
細心和專業的職業素養.
再一次深深的感謝你.
李豐成 28.9.2019

喪葬服務

郭 銘 恩 傳道

鄰近旅遊景點包括Gosford日本花
園,The Entrance 喂塘鵝,Terrigal釣魚,沙灘.

Frank Kwok

歡迎參觀查詢電話: (02)4385 2035 or 手機: 0433 226 883
Email: contact@pacificgardenhotel.com.au
地址: 871 The Entrance Rd, Wamberal, NSW 2260

Email: rlife290152@gmail.com
website: www.mingyanfunerals.com.au
Address:118 Durham Street Hurstville NSW 2220
10 Jane Street Blacktown NSW 2148

鸧代理預售

華人基督徒墓地

距離雪梨1小時車程.高速公路或火車Terrigal站或Gosford站.
2間會議室共250座位並一切會議設備.
新省中海岸(Central Coast)最大300人獲獎中餐廳.
游泳池，網球場，乒乓球，桌球 設施.
43間全新裝修房間附帶浴室，電視，茶水包括3間可以帶同
小狗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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