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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婚问题在近日热议纷纭，部长的你情我愿言论掀起千层浪，
屡遭挞伐。

童婚是马来西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在人口和住房调
查，全国有逾15万人未成年结婚，这项数据在世界占比颇高。

两起童婚案引发的社会哗然，让在朝政府重新检视现有法律，
商议提高法定结婚年龄，严格制定童婚程序和指南。

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人士对童婚的关注，莫过于为儿童伸张正
义，无论是不是你情我愿，尽可能阻止他们在生理和心智不够
成熟的阶段下，为未来做出匆促决定。

无可否认，未成年婚姻不一定是与贫穷、宗教、社会问题息息
相关，有些早熟青少年被爱情冲昏了头，对婚姻的责任意识不
高，无法为人生大事做出正确选择。

童婚关乎到基本人权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任何形式和理由的童
婚都违反了国际公约。为保障儿童的生活权益，尽管是两情相
悦或你情我愿，都不能成为合理化童婚事件的理由。

同样，十诫律法如同羊圈的篱笆保护羊群，使人拥有真正的自
由。神赐下律法是出于爱和保护，我们行事为人必须活出上帝
所赐福的人生，见证并荣耀祂！

汤镇遥
《麦子》主编

主编的话



做基督徒难？ 文／郭进吟牧师

主题故事

人们常说：“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那么基督徒更是：“做基
督徒难，难做基督徒，基督徒难做”。是不是这样呢？你有话说

吗？

基督徒难做在哪里呢？难做，是因为在于“做”。1

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太5：13-14）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的基督徒生活，是活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主不是说我们要做光，或是做盐，而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光”，“是盐”。我们之所以是光，是盐，是因为耶稣基督——
这位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住在我们的里面。因着祂，我们有所表现；因着
祂，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因此， 
“做”基督徒其实不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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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重要的事，是基督徒必须活出来的，既荣神及益人。

有关荣神，圣经怎么说？ 

乌兔赛跑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兔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兔
子的目标是打败乌龟，而乌龟的目标是终点。我们今日的人生目标是
什么？是世界？是基督？圣经提醒我们一生要以荣神为目标，无论做
何事，都要以荣神为准绳。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
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5-16）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10：31）
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连最小的一件事，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要荣耀
神。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
神。”（罗15：7）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太6：13）。
主祷文教导我们，祷告时要愿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主面前敬拜，并
要祝愿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神，直到永永
远远。









1 “做”：动词  1. 干，从事某种工作或进行某种活动，列如：“做某件事情”
 2. 制造，列如：“做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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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益人，圣经怎么说？ 

我们的社会常以“我”为出发点的思想，也常以我的族群为中心的思想。
华人为华人，马来人为马来人，结果就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宗族间的
紧张局面。可是，主基督祂不以捍卫自己的尊荣为首要。因此，我们也需
要以别人为优先，尊主为大，以马来西亚人为中心。保罗要我们以基督为
他人着想的思想生活，把“我”请下宝座，而与基督同心，以解决自己和
自己的冲突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不可藉个人的自由而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林前8：1-3、8-1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
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林前10：23-24）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
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
们得救。”（林前10：32-33）

“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罗15：2)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 
基督徒，需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承担社会责任，造福社会，把神的
爱传递出去。这也是为神做了美好又益人的见证。“益人”是为他人
着想，顾念他人，为他人代祷，这是蒙神悦纳的行为。中国人常说的
一句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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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要常常监察个人的行为，做“应该
做”和“值得做”的事情，且要体谅别人的看法，不要因为自
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我们是主基督在世上的代言人，我们既
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就不能肆意地将自己的行为陷在罪恶之
中，反要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主给我们的信仰不是
一大堆规章律法，规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除了上帝明明
禁止的罪行之外，2 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就是荣神和益人了。
主耶稣也把旧约的律法（摩西十诫）归纳为两条：第一是“要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其次是“要
爱人如己”。（太22：35-40）

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圣经中所没有提到的。一遇见这些
事情，可能我们不知怎样应付。打开圣经，又找不着对这些事
的指示。问人嘛，又不知问谁，陷入无人可问的情况。在这种
情形之下，我们就会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上帝虽然没有把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详细地提在圣经里，
但祂却把应付一切事情的原则告诉了我们。有了这些原则，我
们便可以在每次遇见事情的时候，用这些原则去做决定。合乎
这些原则的便可做，违反这些原则的则不可作。这些原则不但
非常简单，而且实用起来也十分容易。上文我们所谈便说明了
这原则：荣神和益人。“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
荣耀神而行。”（林前10：31）“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
己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林前10： 33）

2 上帝禁止的罪行，可指“十戒”（出20）。全律法……都系于这两条诫命。耶稣对他说：“你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
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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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智淳传道

《威斯敏特小要理问答》（The Shorter Westminster 
Catechism）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很
简单：一、荣耀上帝；二、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蓝皮书》的第七课——“基督徒对人”，教导基督徒如
何做人、基督徒在做决定前必须思考两个主要原则：一、
有否荣耀上帝；二、是否对人有益？这是一个荣神益人的
概念。

《诗篇》中很大的篇幅都在教导我们有关上帝的荣耀，尤
其是是大卫的诗。

在信仰知识上，我们对上帝的荣耀有极大程度的了解；在
生活层面中，我们却很可能陷入一个难以跳出的无解漩
涡：怎么“做”才能讨神喜悦、荣耀神呢？”

荣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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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常将基督信仰二元化，我们将服事上帝局限于教
会的四堵墙内。教会以外乃是我个人的生活，不算服

事。由于在教会内服事的“门槛”太高，使我望而却步：我
不配、不能参与服事，因为我还没有“装备”好；我才刚信
基督，我还没“预备”好来服事。种种的原因让我们注重预
备多于服事的行动。

在教会以外的日常生活，我因良好的装备而清楚知道该如何
行，但我们却因着缺乏动力而迟迟行不出我们所当行的。

荣耀上帝不单是在教会的事奉，也不单是教会以外日常生活
的行动，而是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将信仰
与生活二元化会对我们的灵命带来不均的成长。这种张力并
非现在才有，我们若细看旧约圣经所罗门王的时代，就会发
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面对同样的难题。

列王纪上第5章中，王开始召集人民筹备建造圣殿的材料：
大家积极伐木、采石，为的就是要给圣殿最好的。筹备工作
完成后，第6章及第7章记载浩大的建筑工程开始了：众民合
力耗时七年按照所规定的样式造成殿和属殿的一切。

第八章记载王召集众领袖到耶路撒冷，正式启用圣殿：将约
柜及会幕中的器具接入殿中，上帝也用云彩来向众人显示祂
的临在，在王振奋人心的开幕词及祷告后，史无前例的献祭
大典拉开序幕，他们用了多天在圣殿的前院献（烧）了数以
十万计的牛羊脂肪。这一次的献祭在整个区域中堪称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相信与会者都会觉得上帝透过这次著名的献
祭得了极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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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9章1-9节，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对话记录
却告诉读者其实并非如此。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百姓
竭尽所能奉献的宏伟圣殿在上帝眼中可有可无：

上帝对所罗门说：“……我已听了你在我面前的祷告
和祈求……”（王上9：3）
上帝并非渴慕要有宏伟的圣殿让祂的名被尊崇；而是因
着人的祷告和祈求才让自己临在于圣殿。

上帝再提醒所罗门蒙祂赐福的管道：“你若……以纯
正的心和正直行在我面前……”（王上9：4-5）
上帝所喜悦的并非人所献上的物质；而是人对祂的信和
与信心相称的品行。

上帝警告所罗门悖逆的结果：“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
孙转去不跟从我……我必……也必从我面前舍弃那为我
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使以色列在万民中成为笑柄，被人
讥笑。”（王上9：6-7）
上帝因人的信而临在这殿；但当人背弃上帝，上帝会毫
不犹豫地舍弃这宏伟的殿，反而让这宏伟却无内涵的殿
成为众人的笑柄。

王上9：8-9也明确地告诉人：失去上帝的荣耀，无论现
在这殿多么宏伟也必成为衰败；更讽刺的是，别人问起
时还不能否认这是人自己先悖逆上帝而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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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今天，当我们非常在意事奉的果效时，我们也盼望用“大”
、“多”、“强”、“富”来荣耀上帝的名，因为这些是我们可
以引以为傲的。如此的环境有时也让我们如以色列民般看见、体
会上帝的临在。我们也当如所罗门被上帝所提醒：

上帝并非看重我们所献的“价值”，而是看重我们的祷告与祈
求。

我们所献的并不能讨上帝欢心，真正让上帝所喜悦的乃是我们
纯正的心和与信心相称的品行。

我们若无法持守对上帝的信，今天我们所献的越大越多（现在
看来是荣耀），将来给自己所带来的羞辱就越大（自取其辱）。

亲爱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在“装备”与“服事”（无论在教会内
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拼命装备自己而不敢踏出舒适圈进入
服事而成为一个眼高手低的冷淡基督徒；或拼命服事、轻看装备
的重要性而导致自己灵命枯干最后离开上帝，这两者皆不可取。

荣耀上帝并非要我们怎么做或做多少；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
的主权交给上帝，没能力，上帝会赐能力给我们，我们所需的只
是“愿意顺服”。这份顺服不单在教会参加事工需要，在生活中
更该成为我们的原则。

“荣神”二字说来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张
力。愿主帮助我们，不是按我们的心意来献上我们认为荣神的；
而是敏锐并顺服主的引导来献上合乎祂心意的服事，并且永不偏
离祂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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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无非指的是教会，教会存在的
价值绝非来自于一娄娄的行政、

组织或架构，而是群体。初期教会的建
立离不开众使徒以及当代信徒，中世纪
之政教合一与教皇及其社群脱离不了关
系。同样的，现今教会亦是因人而发展
出各式各样的教会。总言之，没有群体
就没有教会的存在，没有群体就看不见
那荣耀的记号，没有群体就更不必谈如
何在群体中荣神了。

回看卫理公会八达灵新市堂这大家庭，
在我们当中不乏专业人士：教育界奇
才、商业界大亨、宗教界管家、家庭界
推手等，这群体无疑是丰富且多元的。
单以这点为判断，就足以成为荣神的记
号了。当我们回想上帝创造亚当的日
子，上帝不仅让他享受伊甸园一切的美
好，同时也交赋他管理的责任。来到今
时今刻，上帝仍然赐予我们能够享受上
帝所赐下这一切的美好，同时，我们每
一人也被赋予管理之责任。我们已在这
点上成就了美好的作为，但我们却不能
满足于此，反要持续地尽心、尽力管理
好这美丽的世界。

除了管理大地的责任，我们更拥有上
帝荣美的形象，因此爱是人类的本能
及本性。根据范尼云（Jean Vanier）所
著《活出群体的美好》（Community 
and Growth），在群体中的爱必不能少
了欢庆（Celebration）以及原谅（For-
giveness）两大元素。唯有欢庆与原
谅，方能在我们这大家庭中成全所谓全
然的爱。以下图像为解释爱、欢庆与原
谅之间的关系：

如何在群体中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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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整个群体的驱动体，当爱在我们这
群体中转动时，自然就能驱动原谅与欢
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
一4：19），这句话对你我而言都不陌
生。从中也能窥探到卫斯理约翰的神
学，上帝先行的恩典。倘若没有上帝先
赐予人类的爱、群体的爱，我们根本无
法知道什么是爱。唯有先了解上帝先行
的爱，我们这大家庭才能发动起弟兄姐
妹之爱。有了爱，就能从中再次看见上
帝荣耀的记号了。

有了这爱的驱动体，自然就能发挥出原
谅的元素。“原谅”说得容易，但却不
容易行出来。在这爱的大熔炉里，若没
有原谅，“爱”就纯属虚幻、假象、谎
言。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这群体
中能真正体现出原谅。原谅不表示忘记
过犯，但却能对于不同的境况给予最大
的谅解与宽恕。原谅不单是对于他人，
更是自己。全然的原谅能够使得这大家
庭再次恢复爱的生机与希望。圣经中
教导要原谅70个7次，同样表明了全然
原谅的概念。所以愿意彼此原谅的大家
庭，绝对是个荣耀上帝的荣美记号。

有爱、有原谅是不足的。在任何文化传
统里头，欢庆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节日
的重要性，无论是圣经中的犹太人，或
是身为华人的我们都同感深受。“与喜
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罗12：15）这美好的圣经教导更彰显
出对于不同境况中的人，我们需要与他
们一起经历人生的苦与乐。尤其是在这
时代中，节日越不被看重时，反之欢庆
就更需被留意了。透过欢庆，我们一起
享受上帝恩典的美好、上帝赎罪的大
功、上帝成就了和平的际遇。这样的荣
神记号，怎能放弃呢？

亲爱的读者们，当我们在思考教会的主
题之其中一部分“荣神”之时，让我们
在这期间，好好的实践出爱、原谅与欢
庆这三大荣神的元素吧！

文／郭佳恩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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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少在日常生活里提到“荣耀”一词，我们对荣耀欠缺实
在的观念，也对荣耀存有世俗的价值观。

上帝是全能的创造者，祂是公义、慈爱、圣洁、智慧，也是荣耀
的。“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诗19：1）
从上帝所造的万物中，我们看见上帝荣耀的彰显。耶稣基督是上帝
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来1：3）。即使人类罪恶满盈，天地都灭末，
但上帝那自有的荣耀却永远长存。

“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2：6-7）神在人间显现
的时候，祂不以自己的荣耀、居高位的形式出现。祂反倒虚己，屈
尊降贵地来到有限的时空中，甚至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耶稣的背
景和出生与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犹太人来
说，弥赛亚是一位复兴以色列国的王和打胜战的元帅，就连耶稣的
门徒也问祂何时复兴以色列。世人愚昧，以为基督是以人所了解
的“荣耀”形式出现——战胜以色列的仇敌，重建曾经被虏的以色
列国，复兴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荣耀”。

效法基督
   生命荣神

文／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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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
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
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合宜的。”（来2：10）耶稣基
督来到世上，是要使我们（众儿子
们）进入荣耀。祂不是照祂自己的意
思，乃是照差祂（上帝）来的意思。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担当世人所受
的苦难，为上帝的名得荣耀（约12： 
28）。祂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的罪债得赦免。基督经历苦难
与死亡后复活，成就了救赎而得荣
耀。同样，我们这些蒙召的众儿女，
也必需在罪中死去，在基督里活，体
现荣耀神的第一阶段。但是，基督再
来前，我们还有犯罪的可能。虽然如
此，我们可以藉着认罪（远离罪恶，
舍弃自我）来荣耀神，因为基督说祂
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
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一1：8）
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后容易犯上一些
毛病：自以为无罪，自以为义。我们
懂得许多圣经的教导，但因为私欲的
牵引，我们顺从罪行，不再为自己的
私欲向神乞求。神看重的是一颗悔改
的心，基督徒更应该带着一颗真实悔
改的心来到神面前，就像那税吏一
样，捶胸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
我这个罪人。”（路18：13）

荣耀神的方式，就是为神而活，这也
是保罗的教导。（罗14：8）首先，
我们在思想和言行举止中必须圣洁，
活出属灵的生活。我们时常顾念自己
肉体的需要，若要节制、约束自己，
我们会感到非常困难。在功利的社会
中 ， 有 些 人 读 名 校 、 找 份 优 资 的 工
作，甚至结婚、生子等都是为了做给
人看。人类的虚荣心——盼望自己获
得他人认同、赞许，为个人的成就感
到无比光荣。“你们无论做什么，都
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
为人做的。”（西3：23）上帝看的
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动机错了，
不仅不能荣耀神，反倒夺取了神的荣
耀。基督教导我们先求祂的国和祂的
义 ， 因 此 无 论 吃 什 么 、 喝 什 么 、 穿
什 么 ， 这 些 东 西 都 要 加 给 我 们 了 。 
（太6：31-33）

圣经劝导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无论
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上帝是
公义的，是圣洁的，祂容不下一丝一
毫 的 罪 恶 。 上 帝 在 永 世 中 有 祂 的 计
划，人死后要接受审判。但人类自我
中心的罪，使我们远远地离开了神。
然而，上帝是爱，祂为了罪人而施行
救 赎 。 道 成 肉 身 的 耶 稣 所 经 历 的 苦
难 ， 远 超 过 我 们 所 面 对 的 痛 苦 与 困
难。若你感到做人难，很想快快离开
这个肉身的捆绑，就试想基督曾经为
我们所受的苦，并效法耶稣基督从苦
难中学习顺从，遵行上帝的旨意，使
上帝得荣耀。

15



荣耀神 文／金齐

在中学时，我有机会读圣经中的四福音书。为了考试，我
认真研读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

音》和《约翰福音》。虽然拿到了很好的成绩，但我却不知道
如何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知识上，我知道什么是福
音，但始终却没有接受祂。

后来，我迁移到吉隆坡念书，一位好朋友再次送了我福音书。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我诚心地打开心门，并做了决志祷告，
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15：16）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的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救。”（罗10：9）

从那时刻起，我经历了主的同在，主的供应和祂的保守。认识
主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我爱主耶稣，因为祂先爱我。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一4：19）

如今，我不能没有主耶稣，因为祂曾经引领我走过无数的艰
难。蒙主的恩典，我得到了奇特的平安和永远的福乐。就如诗
121：2 所言：“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
你，传说你的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诗145：10，11）
我怎能不感谢主，颂赞主和荣耀主呢？

16



A long time ago, in my 

secondary school year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four 

gospels from the Bible and did well 

in my exams for this religious subject. 

However, I had never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ur 

and Lord. Despite knowing about 

the gospel, it has never saved me. 

Knowledge never saves.

It was only until later when I studied in 

Kuala Lumpur, a good friend of mine 

gave me the gospel again. I thank 

God because instead of rejecting the 

gospel, I sincerely opened my heart 

and recited the sinner’s prayer this 

time and became the precious child 

of God instantly.

As it was stated in John 15:16, “Ye 

have not chosen me, but I have chosen 

you” and in Romans 10:9 “that if thou 

shalt confess with thy mouth the Lord 

Jesus, and shalt believe in thine heart 

that God hath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thou shalt be saved.”

From that moment onwards, I have been 

experiencing the Lord’s presence, His 

providence and His protection. Knowing 

Jesus became the greatest blessing of my 

life. I love Jesus because He first loved 

me as 1 John 4:19 tells us “we love him,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Now I cannot live without Jesus because 

He has taken me through many difficulties 

in life. He has graciously filled me with His 

enduring peace and everlasting joy. Just 

like what was recorded in Psalms 121:2 

“My help cometh from the LORD, which 

made heaven and earth.” 

“All thy works shall praise thee, O LORD; 

and thy saints shall bless thee. They shall 

speak of the glory of thy kingdom, and 

talk of thy power;” (Psalms 145:10-11). 

How can I not thank Him, praise Him and 

honour Him? 

Honour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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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神

文／薇子

上帝造人，人乃是万物之中最有智慧的，也
是有灵的活人！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被

造的人来荣耀祂的名！

人被称为万物之灵，他有责任去认识上帝，人需
知道一生都要来荣耀神，并管理神所造的世界。

荣神是人一生最大的任务，荣神也是因为人向上
帝感恩。愿每个人都能荣神，这是人的责任，更
能讨神的喜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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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少年主日又到了，少年人忙忙碌碌地筹备了
几个星期。有别于往年的是，今年添加了一个精致又温
馨的拍照亭（Photo Booth），且由少年人和父母一起精
心设计及打造。设计概念里有热气球，营造主题“为主
梦想”的氛围。

少年人带领敬拜，以诗歌《这里有荣耀》、《Name 
above all names》 和 《小小的梦想》来歌颂爱我们的天
父。郭佳恩传道分享主题“与主同行 ，为主梦想”。两
堂信息的英译员也是少年人，分别是林思源和曾思昀。

少年主日     
12/8/2018   

文／曾思昀

为主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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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郭佳恩传道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
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
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式的理想。

一位伟大的科学及哲学家，自称无宗教人士，但他却清楚了解什么是梦
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
想，是善、美和真。”

郭传道接着以英文“DREAM”的每一个字母来解释其意思。
Dad   天父 —— 为主梦想之先，必须与天父同行
Reserve   保留 —— 保留生命的掌权者予主
Evaluate   衡量 —— 衡量自我的能力
Associate 联合 —— 与主同行，与人同工
Make   实现 —— 梦想必须赋予行动

最后，郭传道以拉丁文“Nisi Dominus Frusta”来劝勉大家：若不是上帝，
一切也是枉然劳力。（诗127：1）

少年人以诗歌《为主来梦想》来回应证道主题，有独唱、合唱、诗歌造
型、无伴奏和音和乐器弹奏。

若非上帝，一切都是枉然的。让我们一起好好地来为主梦想吧！



因为老歌，我喜欢怀旧。对于旧人旧事物，
我的记忆尤其深刻，甚至常常回忆。我对老
歌有特殊的喜欢，无论是歌词或旋律，它都
是我童年的味道。

汤文升牧师的分享让我对老歌有了更深的爱
意。爱唱歌的汤牧师在浩瀚的音符旋律中遇
见神，并经历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后来，
汤牧师回应神的呼召，做了全时间传道人。
如今，他继续以上帝所赐予美妙的歌声传扬
主的爱，把福音带给众人，让人归向基督。

汤牧师带来歌曲《母亲》与《怀念妈妈》，
歌词简单却唤起你我的思念。汤牧师叙述了
自己的妈妈在年轻时早出晚归，辛苦工作只
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父母的辛酸，作
孩子的，该如何报答呢？流浪的孩子，终归
要寻回自己的家。有时间，多陪伴父母。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
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弗6：1-3）

汤牧师以约翰福音3章16节，劝
勉还在流浪的失落灵魂，不要
再继续流浪了。慈爱的天父在
等着你回家，因为祂爱你，祂
天天都在等你，祂还要帮助和
引导你。

汤文升牧师经典老歌分享会      

12/8/2018        文／ 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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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八达灵新市堂共有16位弟兄姐妹参与巴占本宣，与巴占卫理公会的弟
兄姐妹们同心事奉，进行了家庭探访、祷告晚会、少年特别节目、两
天的假期生活营和巴占之星布道晚会。本宣为期四天，即8月22日至25
日，主题为“Love@Bercham”。

8月23日，本宣队员进行家庭探访，
当天共探访了18个家庭。他们都是
巴占教会会友们的亲属、邻居、朋
友、主日学家长。大部分受探访者
为非信徒，除了寒暄问候，我们也
为需者祷告、分享福音。

8月22日，本宣的第一项节目是祷告会。
队员们抵达巴占，安顿好一切后，便与巴
占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祷告，向神献上感
恩。本宣队长——林恩弟兄带领祷告会，
为本宣的每一项节目和活动流程作详细的
解说，更为节目的安排、出席对象和服事
团队祷告。求主赐福巴占这一地区。

巴占本宣   
22-25/8/2017



23日晚上，一个专为少年人而
设的节目——“奔跑吧！巴占少
年”，吸引了18位年龄介于13
至17岁的少年人参与。这项少年
特别节目共有两晚，第一晚的活
动主要在于联谊和竞技游戏，让
参与者透过游戏，学习团队精神
并促进彼此的信任。第二晚（24
日），大家一起观看影片《The 
Bridge》，藉由影片认识一位无条
件为我们牺牲、爱我们的主。接
着，徐智淳传道分享信息，并带
领大家思考神的爱。

少年节目结束后，大家在温馨的树荫

和灯火下享用宵夜，彼此联谊。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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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8月24日至25日为假期
生活营，共有60位儿童
参与。生活营的节目丰
富精彩，有短剧、圣经
故事、户外郊游、歌颂
赞美等，孩子们尽情参
与，不亦乐乎。

儿童们在赞美

时光中认识爱

我们的神。

Amy老师身穿

太空装，向孩

子们讲解神的

创造。



Jennifer老师

带领大家韵

律操。

废物利用

——作品成果展示。

大 家 坐 上 快 艇 ，

出 发 到 怡 保 自 然

公园——Gunung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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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8月25日晚上为巴占之星布道晚会，邀请了假期生活营营员的父
母和家人出席。孩子在布道晚会中呈献节目，有舞蹈、戏剧和手
语诗歌，向父母们述说“爱”是从神而来。周金胜弟兄说道人类
渴望被爱，但很多时候对方达不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因而失望。
然而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祂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
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于十字架。金胜弟兄也分享他过去一年来
的事业和健康出现问题，但他靠着上帝走过这些风雨，内心满怀
感恩和喜乐。



成人洗礼 
何娟仪、叶慧瑜、夏恺悦 
儿童洗礼 
卓韋恩、卓韋辛 
坚信礼 
江惠忠、庄清旺、庄雪铃、廖志英、邱思恩、刘慧心、张孔銘
萧桂英、黄碧妃、白池伟、李毓玲、白淑文、白群义、伍美婷 
转会 
张永孝、陈利红、陈智仁、林志敏、林秀瑜









洗礼    26/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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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八达灵新市堂于2018年4月开始开办《蓝皮书》课程，主要对
象为慕道友、初信信徒或对基督教基本真理要更清楚认识之基
督徒。课程以陪读服事进行，导师们事先完成作业，由郭进吟
牧师给予培训。《蓝皮书》共有11课，包括重生真义、认识宗
派、圣礼的认识等等，由导师陪伴学员们走完11课。

目前已有40多位弟兄姐妹结业了，继续呼吁更多弟兄姐妹报名
参加《蓝皮书》课程，好好装备自己。

《蓝皮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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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圣乐主日，八打灵新市堂各组诗班与会众
一同歌颂上主，美妙音符荡漾圣殿。崇拜讲题为“西奈山的
敬拜”，会众从以色列民在西奈山遇见万军之耶和华的经
历，学习献上合神心意的敬拜。

序乐中，少年诗班高声宣唱《同上耶和华的殿》，属祂的子
民预备心将赞美与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神。接着，少年诗班
与儿童诗班带来《Saya Mau Cinta Yesus》，以活泼的歌声来
赞美敬拜主。

因着基督，我们完全恢复与上帝之间的盟约。十点场诗班唱
诗鼓励信徒《当转眼仰望耶稣》，让圣灵开我们的眼，让圣
光照亮和引领我们的生命。卫理妇女诗班颂唱《何等大快
乐》，因主赦罪确据，信徒能依靠在这永远的膀臂上，安定
稳妥，一无惊慌。堂会诗班也献唱《歌声满主爱》，充满主
爱的乐音，使信徒自然地欢乐歌唱，高唱哈利路亚！

西奈山的敬拜

圣乐主日    2/9/2018      文／ 李淑慧



黄晓洁干事分享“西奈山的敬拜”（出埃及记
19）。讲题内容取自丹尼尔●布洛克（Daniel I. 
Block）所著的《荣耀归神——敬拜的圣经神
学探源》（For the Glory of God: Recovering a 
Biblical Theology of Worship）。西奈山是以色
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个目的地，他们在那里朝
见了耶和华， 开始真正属神子民的生活。 晓
洁干事说道，要敬拜神，就要先认识神，因我
们所敬拜的是耶和华，是一位守约，满有恩
典，启示祂荣耀圣洁的救赎者。祂主动与人建
立关系，呼召我们顺服祂的命令作圣洁的国
民。

晓洁干事强调“恩典伴随命令”，我们献上的
祭，神不一定喜悦，因神是圣洁的，我们可照
圣经的原则，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分别为圣
的敬拜需有空间的洁净、领袖的洁净和会众的
洁净。信徒当预备身心灵，诚心和专心地参加
主日崇拜，日常生活也当常祷告、读经和行
义。除了个人和集体敬拜，也当全人献上。

堂会诗班带领会众回应主爱，
盼望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能高举
主尊名，我们愿全心遵行主旨
意，洁净自己作为圣所献给
主，《一生成为活祭》，一生
以称颂为祭。奉献时，小提琴
服事班弹奏《Comfort Ye》。
会众接着立志以万有的主宰成
为我们的异象。信徒最后必永
远赞美《宝座上的羔羊》，全
地万国万民同唱凯歌，大救恩
归耶稣救主我王！

黄良鸿牧师祝福后，堂会与
少年诗班齐唱《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愿主的平
安和圣诗歌词涌溢大家心底，
也愿我们继续以音乐分享主的
恩惠，以生命传递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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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卫理妇女诗班献诗《何等大快乐》。

十点场诗班献诗《当转眼仰望耶稣》。

堂会诗班献诗《一生成为活祭》。



自2月21日开始的《揭开面纱》课程如
今已来到尾声，共有42名学员获颁结
业证书，完成13课。此课程帮助基督
徒了解伊斯兰宗教的教导和穆斯林的世
界观。当天，每位学员都获赠一本马来
语《圣经》。

2018年9月9日，郭进吟牧师为8位进入少年期的12岁儿童进行祝福礼，
也特别为他们即将来临的UPSR考试祷告。依照犹太律法，犹太男孩到13
岁、女童12岁时便会举行成年礼，成为“诫命之子”。8位儿童分别是陈
明慧、文琪琪、林芷韵、刘绍俊、黄忠乐、黄慈斌、李维圣和吴玮庭。

《揭开面纱》结业     11/7/2018

12岁祝福礼     9/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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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八达灵新市堂卫理妇女会于9月9日举办“诗歌音乐分享会”。
妇女会成员们呈现不同的节目，有小组合唱、妇女会诗班、单
簧管合奏，也有堂会诗班和儿童小提琴班来助兴，让节目丰富
多彩，以音乐和歌声来颂赞全能父上帝。

压轴节目乃《无声的赞美》，作词和作曲者为来自台湾的黄美
廉，她是一位先天脑瘫痪者，无法说话，无法握笔，却想歌
唱，甚至写歌。妇女们以手语和独唱方式来呈现这首诗歌，温
暖曾经绝望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献上感恩和赞美。

诗歌音乐分享会     9/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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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一个公开给弟兄姐妹的发表空间园地。
随想随笔，记述生命的改变，见证信仰。

在上课的日子里，我每天都灵修和祷
告，与神亲近。但随着学校假期的

开始，我的属灵生活也跟着一起“放假”
了……

忙了一个学期，我感到身心疲惫，只想让
自己有个身心灵的歇息。说来惭愧，我歇
息的方式是终日沉迷在网红视频。我追看
游戏节目《跑男》和玩线上游戏，除了这
些便是睡觉，这样的生活完全与我的理想
（安息在神的话语里）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一心很想重拾与上帝的亲密时光，但往
往被世俗的引诱给吞噬了。这样的光景持
续了将近两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一位弟
兄播了通电话给我……

闲聊中，我们提及了各人的属灵生活。他
透露了自己正处在低潮时期，我也把自己
的属灵实况向他坦诚。他提议我每天都把
从神话语中所领受的与他分享。这项提议
正是当时我所需要的一个推动力。隔天，
我重新操练起自己的属灵生活。

神是我的帮助者  Grace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
来。”（诗121：2）

确实，只有神能帮助我。我对灵修
祷告的生活并不积极，反而常常觉
得这是件很累的事情。我需要神的
帮助，使我能更爱上帝，更亲近
祂，更渴慕祂的喂养。我深信只有
在仰望、信靠和顺服神时，才能体
验神奇妙的作为。

或许你也一样处在属灵低潮时期，
但愿我的分享能帮助你，求神亲自
引领你归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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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祂要求属祂的子女在
行为上圣洁如祂，这是祂对基督徒的要求。经

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
前1：16） “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
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
的耶和华。”（利20：7-8）那召我们的既是圣洁，
因此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上帝要我们先成为基督徒，然后再按照基督的要求慢
慢地改变自己，让我们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与世界的做法不同，世界的做法是：“先努力，再
入门”，要进入某群体或某组织，首先必须符合某些
条件，才能成为该群体或组织的成员，要努力满足要
求，达标后才能进入；基督的做法却是：“先入门，
再努力”。

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属灵长辈会提醒规
劝，要我们活着就如基督，行在主的亮光里。上帝说
祂要作我们的主，我们要作祂的孩子。孩子是无需时
时刻刻去询问父在一切事上的旨意，属祂的孩子应贯
彻“活着就是神的旨意”的标准，方能行在主所启示
的亮光里。

完 全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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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指出凭信称义非廉价恩典，基督徒凭信称义后，是需
要委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属肉体的罪争战。踏入
恩典福音年代，世人显然更喜欢无需付出代价的恩
典，无需经历属灵争战，仍然保有生命的自主权，但
世人却不知道这有违神对得救者的心意。罗马书8章6
节清楚地让我们看到随从肉体与随从圣灵的结局。

新加坡生命堂长老会主任牧师——苏立忠在一场研讨
会上指出，人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必须要有顺从的成
圣生活，因为称义不等同成圣。成熟的基督徒，须建
立个人与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
里头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目标是迈向天父的
完全。（弗4：13）

若“基督徒”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生命未成熟，信心
不充足，信仰根基不稳固，就容易受环境诱惑，时常
思念体贴肉体的事情，被私欲辖制，给魔鬼留地步，
让圣灵担忧。当外面诱惑的环境胜过里面的信心时，
我们就会明知故犯，做出违背良心与上帝意愿的事
情。因此基督徒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
完全的地步。（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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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聚会中，我听见了几位神学生分享自
己将来要往哪个国家宣教，建立工厂。有

一位神学生说他自己想待在马来西亚，到内陆地
区向友族同胞传福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
要留在自己的国家作宣教工作。

这位神学生的分享给我了很大的动力，激励了我
参与堂会的宣教事工。我以前仗着自己年幼，总
有许多的借口不去参与宣教事工。我只渴望到国
外宣教，但因为自己还在念书，没有经济能力，
始终没有参与。

去年，我参与了瓜雪的本宣。短短几天和孩子们
的相处，我有许多说不尽的感触。今年，我感恩
再有机会参与野新（Jasin）本宣。从策划到本宣
结束，短宣队员们的彼此配搭与合作精神，使我
深深感受到上帝如何带领与保守我们，让我们享
有数不尽的恩典。

 Deborah

我
的
本
宣
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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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期间，我发现有许多当地的孩子并
没有和父母亲同住，他们的生活起居都
由爷爷奶奶照料。有几位孩子的父母已
经离开了人世，他们在营会的小组里分
享时，热泪盈眶，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想
念父母啊！

对孩子来说，短宣队员就如一群天使，
把喜乐、关爱带给他们，让他们体验上
主日学的欢乐与温馨。更重要的是，他
们有机会认识并经历天父爸爸的爱。

在短宣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位。看
见大家尽心尽力的服事，我从他们身上
学习了很多。队长是团队里年龄最大的
一位，精神与体力难免容易疲累，但他
却和我们一同并肩作战，直到深夜才休
息。他对邻舍的关爱和事奉的心态，给
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事工上，短宣队员们彼此帮补，在各
岗位上尽忠职守，完成任务。队员们也
坦然分享自己的得着和忧虑，我们彼此
代祷，把软弱交托给神，使我从中经
历到团队的同心合一是多么的重要。当
一群罪人聚集在一起，若神不许，我们
就会一起犯罪。但因着神的恩典许可，
我们一群人一起服侍当地的居民和小朋
友，一起去撒种。

最后，我与大家分享一段不断激励自己
的经文——提前4：12。“不可叫人小
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无
论何人，我们都不可小看自己，在任何
事上都要作信徒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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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无法参
与“创变者”特会。但感谢主，

最后还是赶上了这班列车！讲员们述说
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在营会里，他
们以生命说故事，以经历影响人。
 
营会后，我开始思考上帝给予我的恩
赐。我从来不曾思考自己的梦想是什
么、我喜欢做什么、我擅长做什么。我
们的神是伟大的创造者，祂已经为我安
排好一些我可做的，我必须去发掘，把
神赋予我的恩赐，更好的去运用，为主
发光发热。

从前，我喜欢阅读，但是现在的生活忙
忙碌碌，我根本没时间好好去看书。领
受恩典却没有行动，一切都是枉然。我
常常忘记了上帝创造我的目的，总是觉
得自己不能做事。我要学习踏出自己的
舒适圈，每一天都带着仆人的心态，谦
卑去服侍。乃曼将军患上麻风病，他领
悟到自己的生气何等不智。于是他照先
知所吩咐的，下到约旦河沐浴七回，他
的肉真的复原，他被洁淨了。讲员提醒
我们，要得医治就不要发脾气，事奉必
须自动自发，而不是需要别人的称赞或
害怕遭受批评。踏出安全区或许会遭遇
阻碍，但别忘了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反思

职场上，别人是否能从我的身上看见基
督？我能做光做盐，照亮别人吗？职场
宣教只是为了扩展小组吗？我有关心耶
稣所关心的吗？

教会为什么对社会没有影响力？社会为
什么要关心我们教会的活动？因为教会
忘记了世界的需要。教会的复兴为什么
没有对社会带来影响？怎样才有影响
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
 爱人爱到底，没有条件。
 不分宗派去收耶稣的庄稼。
 活在神的心意。
 以十字架的眼光来看世界。

 El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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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Change Maker”，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背起十架跟随主，更不是一条易走的道路。

在“创变者”的营会中，我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
与我的信仰紧紧相连。困难临到时，我是否把上帝缩
小；在事奉上，我是否已离弃了最初的爱心，只为了
做而做；在生活中，我是否在恩典中有所行动，是否
效法主耶稣，以生命影响生命。

要成为创变者，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不要因生
命中的那根刺而埋怨上帝，必须学习在软弱中经历上
帝的大能。无论在何处，都不要忘记自己身为基督徒
的身份，一生学习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不是
逃离世界，更不能随波逐流。

什么是我的灵命舒适圈？我生命中害怕面对哪根刺？
我祈求天父让我能在软弱中因祂的恩典而刚强起来，
让祂不断地来陶造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像祂，
恢复天父造我的荣美形象，成为合神心意的创变者！

合
神
心
意
的
创
变
者

 Chris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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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weeks ago I participated in the Changemaker Camp that was held in 

Bayou Resort, Melaka. Needless to say, it was a truly "与众不同" experience 

and I will remember the times spent there with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The truth 

is, I had low expectations for this camp, as I thought it was probably going to be 

like any regular Bible camp. But I was amazed to see the masses that gathered, 

to worship and glorify God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 we Christians are. 

A few peopl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were asked to share with us. Some 

were familiar faces and some were never heard of before and it was the latter 

speakers that had a bigger impact on me. There was a speaker in particular 

that I really looked up to. He had a tough and abusive childhood which led him 

to the underworld of gangs and almost commited suicide. But despite all the 

problems he went through, he stood on the stage humbly and with pride, not 

of himself but of God's. It is none other than the keynote speaker of the camp, 

小谋老师. ( 谢智谋，Hsieh Chih Mou )

 James Lim

The CHANGE 
begins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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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opinion, 小谋老师 is an amazing 

person. From the way he teaches his 

students at university to helping those 

who need help, anyone will be able 

to see God's love in him. I believe that 

the main duty of a Christian is to love 

everyone, whether you know the person 

or not. Because that is how God loves us, 

so much so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in order to redeem us from sin. 小谋老

师 taught us that we must love a person 

unconditionally and look at others with 

the cross in our mind. It is definitely not 

easy to do but with constant prayers, I am 

sure it will be made possible. 

We humans aren't made perfect, but we 

are made in the likeness of our Creator. 

Therefore, we should strive to be like Him 

each day and this requires change, which 

may be both a gruelling and painful task. 

Many times we judge and criticise others 

for how they are, but we never seem 

to stop and think about ourselves. We 

expect people to change to suit our tastes 

or the standards of society but we rarely 

and almost never change ourselves. 

Just like a crab who tries to teach its 

children to walk a straight path, it will not 

succeed. That is why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must first begin with 

us. As worldly changes affect us, we can 

affect the world too.

小谋老师 made an important point in his 

sharing; a point that all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pastors have mentioned 

countless times; a point where many 

never seem to make it a point and that  

is: 不要做一个“星期六到日”的基督

徒" which means “Don't be a weekend/

Sunday Christian”. For me I used to find 

this a little difficult as I was not a very 

'good' kid in school. I swore a lot and did 

not complete my homework. I’ve also 

realised that I never thought of loving 

the people in school. Caring is a form of 

loving and it is free to do so. By showing 

someone you care, you will not know the 

effect it has on that person, you might 

have even saved a life! 

And s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remember that we must love everyone, 

be it anywhere. For God loved us and that 

is why we are able to have hope, even 

in death. Let us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to nations and people, not through 

words but through action. God bless you, 

Amen.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太

9：37）"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 Matthew 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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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gistered for the Changemaker Camp  3 weeks before 

it started. I want to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is chance 

to explore even further what it is like to be a change in this 

world or even in church.

What really caught my heart during the camp was the 

realisation that change starts from ME (or US). You can’t 

expect change to happen if you don’t influence the people 

around you. We shouldn’t just stay at being connected with 

people but be ‘contagious’ so that people will be influenced 

by what we are doing and so it will spread and influence 

everyone in church positively. Your change is not limited 

to the church, but it can also happen in your daily life! God 

wants us to live our lives to the fullest. 

 Chloe Chen

change 

starts 

from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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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oke me up was how I can serve in my life outside of 

church (e.g. in school or workplace). We can live out the life of 

Jesus, and let our lives affect the lives around us so that they 

can experience Jesus’ love through us. I’ll start from the simple 

things such as saying ‘Hi’ or holding the door for someone. Of 

course everyone knows this but how often do we consciously 

do these things for people? So for me to start being a 

Changemaker, I want to work towards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Jesus in my life. It is going to be hard and no doubt,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emptations and hardships but I trust God will 

lead me through and be by my side throughout this journey.

I have also learnt that having a mindset for God’s Kingdom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we are building the church, whi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but not the name of the church itself.

I also got to know updates of other churches and districts. 

It is a great exposure for myself to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youth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I’ve also 

learnt a lot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other churches’ during 

our group discussion times. Besides, I was able to make a lot 

of friends and reconnected with some people that I met a few 

years ago. It was a wonderful three days of experiencing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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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本地教会”（Local Church）？我想在基督教
群体当中，这专有名词并不陌生。当然，不同的人对

于“本地教会”有不同的诠释与注解。然而，身为卫理宗信
徒，我们自身又如何理解“本地教会”的定义呢？让我们从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法规》里探讨卫理公会对于“本
地教会”的概念。

根据《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法规》中的第四部之第一
章，其101至105条款清楚说明有关“本地教会”的定义。
卫理公会坚信“本地教会”是一个信仰基督为救主者的群
体，当中由许多具有信心之信徒集合而成。换句话说，若没
有基督徒的存在，教会也同样不复存在。

从本质上而言，“本地教会”是一个救赎之团契，会中有蒙
召为宣道者以传扬上帝的真道，遵从基督命令来施行圣礼。
卫理公会本身只承认两大圣礼，既是洗礼与圣餐。其他宗派
或许有其他意见与看法，但却不影响我们对于圣礼的观点。
我们相信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教会设立的目的乃是要维持崇
拜、坚固信徒之信仰及推行救世之事工。因此，教会责任总
不能离开这三大责任。

 郭佳恩传道

从法规看本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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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教会设立于这
世界上，亦为这世界而存在。因此，教
会成立在这世上每一个社区中，主要都
是由本地教会开始。当谈到有关教会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则认为“本地
教会”是基督徒推进至社会之重要根据
地。这也就是为何卫理精神或被称为卫
理基因当中，只要卫理信徒在哪里，哪
里就有卫理公会之本地教会。

卫理公会非常看重各个本地教会之联
系，所以“本地教会”被视为是一个联
属团体，而非独立自主的本地教会，既
由承认信仰基督及受过洗礼之人士依卫
理公会法规之规定所组成。所以在此团
体中的信徒，即在卫理公会之内，同时
也就是普世教会中的一部分。纵观普世
教会，我们相信其乃是由一切接受耶稣
基督为主及救主者所组成，也就是《使
徒信经》中所称的“圣而公之教会”。

然而由于各个本地教会都是联属关系，
因此所有教区长及牧师应按照马来西亚
卫理公会之计划组织，执行其所受托照
顾之牧区，以推行一切的事工，为的是
要使本地教会在卫理公会里成为有效率
之联属单位。当然，每一个本地教会应
有固定之会友人数及其对于宣教之责
任。无论是现有会友或不论居住何处的
其他人士而自愿加入教会者，且应被承
认为本地教会之会友。

以上皆由法规101至105条款记载，并
在笔者的发挥下，让读者们更加清楚地
理解并明白身为卫理公会的信徒应当以
怎样的态度及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本地教
会。让我们继续发扬卫理精神，从本
地教会开始，一直到整个区域、整个县
市、整个州属、整个马来西亚——这个
我们所爱的国家，最终直到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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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要检讨为何两人会常常争吵，是不是对方根本还
没把你视为将来的配偶呢？双方的个性是否都很强悍，
又好胜呢？两人之间是否缺少爱、缺乏信任？两人的属
灵光景如何？是否注重肉体或物质的需要呢？你是否清
楚两人走在一起，是出自于神的引导吗？

当你发现哪一方出了问题，就要在那一方面去改善。若
是与神的关系疏远，就要一同归向神，多参加教会的聚
会；若是缺少爱，就要弃绝那些破坏双方相爱的因素，
加强对对方的鼓励、欣赏、关心、爱护、包容和谦让，
以促进感情；若是由于性格、脾气的因素，就要学习放
下自我，避免争吵，同时也会影响对方学习放下自我，
不为琐碎的小事而吵架，双方就都得益。

要记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太5：5）温柔的人必能得人。

摘自：《信徒恋爱婚姻60问》，程蒙恩著。

我们谈恋爱时，

常常为很小的事而争吵，

以致不开心，怎么办?

恋爱资讯站

参考室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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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智慧

转载： 《犹太人的生活智慧》，郭庆著。

个人与家族

犹太人只看重个人的力量，对显赫
的门面也漠然无视。

《犹太法典》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两个犹太人，一个是以家世为荣
的 青 年 ， 一 个 是 一 贫 如 洗 的 牧 羊
人。富有的青年非常自豪，把自己
的 祖 先 和 钱 财 向 牧 羊 人 吹 嘘 了 一
通，充满得意的神情。牧羊人听他
说完话，不吭不卑地说：“原来你
是那伟大祖先的后代啊！不过，如
果你是你们家族的最后一个人，那
我就是我们家族的祖先。”

在犹太社会里，家的存在具有很大
的意义，它的价值因学问、善行及
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有所不同。其
中最重要的是学问，金钱和事业上
的成功并不重要。正是基于此点，
犹太民族才出现那么多居于世界一
流地位的大学问家，如马克思、爱
因斯坦、弗洛伊德、欧本海默 …..学
问的成就取决于个人，不取决于家
庭的贫富。

贫穷的牧羊人没有必要在富家
子弟面前自卑。犹太人最负盛
名的拉比希勒尔是木匠出身，
雅基达原是个牧羊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都与
众不同。以同一件事情去考验
两个人，结果必然不同。否定
个性的社会难以进步；扼杀自
己个性的人也不会进步。

每个人都是尊贵的。神说祂是
照着自己造人的，造型各异，
人与神也就各异。倘若一个人
只知道模仿大众，那就是忘记
神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创造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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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是世界上最温馨的事。

无论是在公园散步，或过马路，孩子的小手若能牵着父
母的手，他们会感到无比的平安和温暖。孩子的小手是
何等的纤幼，如碧玉般嫩滑；相比之下，父母的手可能
比较粗糙，但他们宽大而有力的手乃是孩子们乐于牵着
的。孩子紧紧牵着的，不单是父母亲的手，更是他们的
心，这才是孩子一生难忘的。

现代的父母比较少牵着孩子的小手了。真正的牵手需要
一份闲情，一份爱心，一份珍惜。这却是一代紧张兮兮
的父母说最缺乏的情怀。他们多数是神经质地执着孩子
的手腕，大力得来有点暴戾，而且不高兴时更会用力把
孩子的小手甩开，叫他们手足无措。另一些父母只懂得
抓着孩子的手臂，像押着犯人。

带孩子过马路，红灯时停步稍后，绿灯亮起时伸出手来
牵着孩子的手，十只手指彼此牵扣着，在停于斑马线前
的车辆前步行路过，这是闹市中最温暖人心的美景。

小时候被父母牵过小手的孩子，长大过后才懂得温柔地
牵着心爱的人多马路，而所踏上的每一步仍如昔日般的
温暖。

养儿育女...

摘自：《给孩子50种幸福生活》，吴思源著。
            出版：文桥传播中心

牵着孩子的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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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作者允准，转载自 facebook.com/cartoonsforfaith

Andrew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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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坊

 Phoebe Kong Tien M

这项禁令可以让青少年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我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我已经17岁了。: )

 Nathaniel

建议缩短上网时间的禁令，改成禁止青少年半夜1时至5时上网。
我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我通常半夜12时之前就下线了。

 白群义

学生白天上课，晚上补习，没时间娱乐，只有半夜才有空。
我时常上网至凌晨3时，我不认为我的学业受影响。

 陈思毅

可以选择玩offline game 。 : D

 符之瀛

我通常10.30pm就下线了。

 huiwen

我通常晚上10时下线。

 Christine

我平常上网至午夜12时多。

网路成瘾……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说，卫生部考虑彷效日本，在未来禁止我国17岁以
下的青少年半夜12时至清晨6时上网。目的是要减少年轻人“上网成瘾”
的问题。

 Amanda

我有些朋友每天上网至半夜，第二天就疲惫不堪。我偶尔
也会这样，第二天无法专心上课。我通常上网至半夜12时
半，这项禁令或许可以治好我的坏习惯吧。

 可妮

我不常上网，通常11.30pm就下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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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德扬

我晚上10时就会下线。

 Carmen

年轻人需要充足的睡眠。
我半夜12时前下线。

 Belicia

这项禁令可以让青少年有精神上课。
我没有上网成瘾的问题，因为我的手机没有data，家里没有wifi。

 Chloe

我承认我有上网成瘾的问题，相当严重。: D
我通常12am或1am下线，有时是为了功课，有时是讲电话，
有时是看social media。 : P

 杨备琳

除了青少年，成人也一样上网成瘾。
应该禁止熬夜，上网只是其中一项活动。

 非页

午夜12时至6时是睡觉的时间，我也在睡觉。
我通常在晚上11时下线。

 谢翔翎

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有上网成瘾的问题，我通常晚上10时下线。
如果是假期的话，我就会上网至半夜12点。 > < 

 维维

为了少年们的健康着想，我同意这项禁令。
我最迟2am下线。

 小明

这项措施对我有帮助，它可以减少我上网的时间，近视度也不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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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 Yong

It is a breach of human rights. You can’t control what the nations 
wants to do. You can sugguest but in fact, it is unnecessary. 
What if the people work at night? It cause people to lose jobs 
and extra time for productivity.

 Charlotte

Most teenagers always “burn the midnight oil” to play game 
(PUBG,ML ) , social (Snap Chat, Instagram), and much more. I mostly 
use it to read Ebooks , which are stories written by online writers, 
watching anime, and listening to the music. 
This prohibition is for the best, and our well being, right?

 Anonymous

To be honest, my parents have been impleting the “Internet Burning” 
rule for me from 12am to 7am. I don’t think this prohibition affects me 
since I go to sleep at 11pm or 11.30pm latest for usual. Sometimes, when 
the internet restricted me from using, I used to have more time to study 
through the night since no one or nothing can distract me. I think I am 
addicted to the internet since recently there are some new movies or 
trailers that are interesting. ( *~* )

 Michelle

Teenagers normally stay up late on social media. I entertain myself 
with youtube. I will usually power my phone off  at 11pm-12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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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中毒了吗？

 谢翔翎

我没看过，但听说评分很高！ 

 吴鸣式

它和过去的古代剧很不一样！ 

 Jie

我是文商班学生，这是一部清朝历史改编剧，
这部戏会帮助我的历史科目。

 Amadea's friend

我不觉得这部戏有什么特别，但就是好看。
P.S. 里面有帅哥（许凯）!

 陈思勇

朋友们都在看。它之所以会那么红，是因为大家都跟风吧？

 吴明肆

这部戏得到很大回响，可能它满足人复仇、解怨的心理要求吧！

 Joey Tan & Angeline Lim

现在很流行宫廷剧。 

网路成瘾，也包括追剧。近日受人广泛关注的《延禧攻略》，
也引起不少人熬夜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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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田

我觉得鼻子最重要，因为它可以呼吸。
 张雪恩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什么都不能做。
 江启恩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有了它，就有智慧。
 彭恩芹

我觉得眼睛最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我看东西。
 陈睿宥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智慧。
 蓝方琪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就什么事都不能做。
 阮宇欣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它可以使我有智慧。
 张建宥

五官中哪个最重要？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

（林前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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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e brain is important,
because we can't think if we don't have it.

 Matthew Teng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你就不能想东西。
 游德仁

我觉得眼睛最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我看见世界。
 陈谦祈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什么事都做不到。
 林宏艺

我觉得头脑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我什么也做不了。
 林浩泽

我觉得嘴巴最重要，
因为它使我可以向神祷告。
 林宏伟

我觉得嘴巴最重要，
因为没有它，我就不能说话。
 柔柔

我觉得嘴巴最重要，
因为它使我可以赞美主。
 林睿婕

我觉得鼻子最重要，
因为它使我可以呼吸，才能生存。
 张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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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者 伊恩●杜古德 
译者 郭熙安  
出版 改革宗出版社
版本 2018年5月 初版

亚伯拉罕：
应许和现实的落差

作者 约翰●欧文   
译者 蒋黄心湄
出版 改革宗翻译社
版本 2013年8月 初版

基督的荣耀 清教徒对基督的认识极深丶极广丶极美，他们留给後世
的属灵遗产，既是最纯正的神学，又是最成熟的生命典
范。
　　
本书是欧文在他生命最成熟丰满的阶段，向大家介绍自
己所心爱的主是何等荣耀，且以进入上帝的荣耀为其生
命中最大的满足；他的心像被磁铁触动的指针，若不指
向北方，就不会停歇下来。

对於基督的“神—人”二性丶“受苦”与“得荣耀”
丶“代替罪人受刑罚”等等重要的信仰基石，欧文都有
精湛丶独到的见解。透过他的默想，帮助信徒将灵魂的
锚抛在基督的荣耀里，既坚固又牢靠。

圣经（旧约和新约）是神前後一贯的启示，其主题只有
一个──就是基督。“旧约传讲福音”系列帮助读者在
旧约中看到福音，解明遍布於旧约中关於基督的启示。 

亚伯拉罕的生平不仅是我们的榜样和鉴戒，也成为先锋
和影子，为我们指向基督。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信
心的能力不在於信心本身，而是在於信心的对象──神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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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韦华 
译者 仲熙 等 
出版 世界福音动员会
版本 2002年1月 初版

走出安乐窝

作者 金南俊
出版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版本 2007年1月 初版

清晨

你渴望更积极地实践信仰，更多明白神对世界的作为和
心意吗？若你确曾这样祈求，本书便是为你而写的。它
破除许多对差传工作的误解，燃点你的异象，激发你的
热诚，为神的福音接上重要的一棒，承担祂对21世纪信
徒的挑战。

作者有50年差传经验，自言在这范畴仍有很多学习的地
方。他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处境，乐意改变自己，
对你也有这样的期望。本书挑战你跳出安全地带， 调整
你对差传的观念。 

清晨是神恩典滋润特别美丽的时间：所多玛和蛾摩拉是
在清晨之际被毁灭的；耶稣基督是在清晨复活的；神降
下吗哪也在清晨；以色列百姓相信耶利哥城必会倒塌而
绕城行走也是在清晨；红海分开的时分也是在清晨。

清晨特别适合用来祷告，借着祷告和神的话语，从天上
支取胜过世界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应该让伟大的能力彰
显，随着神伟大奇妙的作为，跨越任何黑暗险峻的幽
谷，克服凭借自己之力无法克服的障碍和环境。

为了使那座铜墙铁壁般的耶利哥城倒塌，以色列百姓将
每日的清晨献给了神。让我们清晨来到上帝面前，借着
祷告经历上天惠赐能力秘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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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新知

每天早上叫你起床的，想必都是震耳欲隆的闹钟声吧！若能伴随芬芳的
香味，会不会让你更甘愿起床呢？Sensorwake Trio 闹钟上方插槽可放进
气味胶囊，闹钟里头有风扇设计，当达到设定的响铃时间，风扇就会开
始自动运转。气味胶囊有薄荷丶饼乾丶橙汁丶巧克力丶浓缩咖啡等多种
味道，每一个胶囊能使用将近一个月，让你可依心情更换味道。

香气闹钟

韩国设计了监视器造型的吹风机，
可以把它安装在任何墙面上，解决
吹风机的收纳问题。要吹头发时，
使用者不用将吹风机取下，而是直
接边吹边抓头发，是一支壁挂式免
手持吹风机，满足了每一位需要时
常吹整头发但又怕手酸的爱美人士
的需求。

2

壁挂式吹风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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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请寄至：

maizi@pjstate.org            

截止日期：

30.11.2018

圣诞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2：11）

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并非一乐园，当你鸟瞰这人世时，你会发现它充

满著罪恶、黑暗、和痛苦。 主耶稣的降生，为什么天使报告说是大喜的信

息呢？耶稣降世的那夜晚，是神圣、至善、安详、喜乐、它蕴含著温暖和光

明，为那些沉溺在黑暗、不幸中的人们带来了安适、慰藉及力量，也带来了

永恒的祝福。 

你是否已经完全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你是否已经敞开心房来迎接这位救主

呢？对你来说，圣诞的意义何在？

主题：
68期

徵 稿

泰国建筑师 Duangrit Bunnag 所领导曼谷 
Suvamabhumi 机场最新航厦的设计团队，
计划以泰国郁郁葱葱丶植被茂密的景色为
出发点，在机场内打造出带有层层瀑布的
热带雨林的环境，以拉近旅客与机场之间
的关系。建筑全用特殊的木柱支撑，机场
内四处可见的绿色植物建构成一座室内森
林，森林中还穿插着层层叠叠的瀑布，充
满了泰国特有的热带风情，顺便展现出人
类如何继承自然热带生态系统。

室内森林机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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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期

第一名

表格填妥后请沿虚线剪下或自行翻印本页，于每星期日交至圣堂招待处，或邮寄至：

PJ Stat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17, Jalan Ru 7/1,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完成填字游戏，
就有机会获赠
精美礼品一份！

截止日期：30/11/2018

姓名

电话

电邮

地址

和

斯拉

的 罗

哭 了

3. 10. 

12. 

14. 13. 

9. 2. 

11. 

8. 

6. 

5. 

7.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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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竞赛公开给所有《麦子》读者参与，若参赛表格不完整或不合规格，《麦子》有权取消参赛者资格。 
每期得奖名额12个，若超过12名参加者答对全部题目，则以抽签方式选出得奖者。
得奖者将接获《麦子》的电话通知。





66期 答案

第一个男人（创2：7）

第一个女人（创3：20）

英雄的头头（创10：8）

名字最长的（赛8：3）

最短的经文（约11：35）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撒上10：1）

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作者是神（提后3：16）

横：

直：

第一个杀人犯（创4：8）

最长寿的人（创5：27）

第一个玩猜谜的人（士14：12）

最有智慧的王（王上4：30）

第一对双胞胎（创25：25-26）

第一位选美王后（斯2：17）

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______（出20：3）

1.

3.

5.

7.

9.

11.

13.

2.

4.

6.

8.

10.

12.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林睿婕
 王佳宣
 林睿铭
 吴瑞仙
 李声柔
 张雅玲
 叶文杰

66期 圣经里的动物
得奖者名单

骆驼

蚂蚁 蝗虫

鸽子

山羊蛇

猪

狗

狮子 大鱼

驴 鹰



巴占本宣  >> pg22

圣乐主日  >> pg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