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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箴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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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末这个时候，社交网路必掀起一股回顾总结热潮。其中，年度汉字
的评选广受瞩目并逐渐深入民心，作为回顾一年的重要标志。马来西亚过
去5年出炉的年度汉字分别是“改”丶“涨”丶“航”、“苦”及“贪”，
总结了国家过去重要的经历与过程，具体反映民声民心。

2017年的国家政经走向会如何，想必与过去5年来的年度汉字范畴相去不
远。马币贬值丶百物上涨已不是新鲜事，但国家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马币
一整年来陷入疲弱状体，使得进口物资持续涨价。一连串的百物起价，衣
食住行丶柴米油盐无一幸免，生活越趋艰苦，百姓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
子。

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了从罗马被放逐的亚居拉丶百基拉夫妇，就和他们同住
作工，一起制造帐棚赚钱养活自己，还帮助了不少贫穷人。保罗在宣教生
涯中竭尽心力为神作工，他的生活来源是靠自己的双手糊口维生。他不但
亲自动手织帐棚，也将挣来的钱用于宣教工作。（参阅徒 20：34-35）

保罗其实有权接受教会的生活资金，但他感恩并领受神所给予的手艺，宁
愿自己劳苦忙碌，不被生计左右，热衷于使命。

神赐给我们一双手，让我们有手能劳动。无论生活面临怎么样的困境，只
要我们效法保罗在神的事工上尽心尽力，不受生计左右，热衷于使命，必
能带来极大的影响。

汤镇遥
《麦子》主编

主编的话



一双手

主题故事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10：4）

勤劳的人期盼真实的收获，懒惰的人瞎盼收获从天而降。

懒惰是一件可大可小，害己累人，浪费生命的事。我们不应轻看

懒惰的罪，乃要养成勤力的习惯及美德。

将双手用在有意义的工作上，抓紧每个机会为神而活。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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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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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双手是万能的，能够创作真、善、美的艺术品，但却
不多。世上种种罪恶，却假人类双手而行，实在是一件遗

憾的事。另一方面，人虽有双手，却不发奋工作，反而行凶，向
人乞讨，这是一件可耻的事。

意大利宗教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曾
说：“上帝给了我这双手，我必须创作。”他留下两幅巨作让后
代的人赞叹与景仰，一为马利亚抱着耶稣尸体的大理石“哀伤”
（Pieta）；二为在罗马西斯廷小教堂（Sistine Chapel）屋顶上的
壁画“创世记”（Creation），其中有一幅创造者上帝的手伸向
受造者亚当的手。此外，德国杜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
所创作的“祷告的双手”，两只手合拢起来，向永恒、向真理、
向至善至圣的祷告画面，是多么的感人。

一、创世记3-11章：人类应用双手的事迹
创3：6 夏娃用手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也给了丈夫
 吃，以致两人都犯了罪。
创4：8 该隐在田间用手杀了亚伯。
创6：18-22 挪亚按上主所吩咐，用双手造了方舟。
创11：3-4 人类在平原用双手作砖，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自己的名。

分析： 人用双手所作的恶事多于善事，非常可悲。

二、启示录：天上使者如何应用手？
启1：16 右手拿七星
启5：1 右手中有书卷
启6：5 手拿天平
启14：14 手拿着快镰刀
启20：1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分析： 他们都用双手准备服事上主，也预备受祂的差派去执行
 一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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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福音：主耶稣如何用祂的双手？
太8：3 主用手洁净长大麻风的
太8：15 主用手医治彼得的岳母
太9：25 主用手叫管会堂的女儿复活
太14：31 主在海中用手扶持彼得
太19：15 主用手祝福孩子们

可6：5 主按手医治病人
可8：25 主用手治好瞎子
可9：27 主用手医治被鬼附的人

路4：40 主用手医治病人
路13：13 主用手医好病了18年腰弯的妇女
路24：39-40 钉痕的双手
路24：50 主用手祝福门徒

约10：28 主以祂的手保护祂的羊
约13：4-5 主用手为门徒洗脚
约20：27 钉痕的手

分析：主用双手医治、扶持、安慰与祝福人，我们呢？

结论
看看上主所赐给你的双手，你有好好地用吗？
创世记给予我们警戒；启示录让我们学习天上使者善用双手为主办事；四福
音让我们看见上主的双手如何服事。但愿我们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常
常事主。深信上主“就是在那里，祂的手必引导我。祂的右手，也必扶持
我。”（诗1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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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ir of Hands

Translated by Carmen Tan

Text by Rev. Hong Kee Che

Human hands are versatile and are capable of creating art works which are 
true, good and beautiful though it is a rare find. It is regretful to see that 

various evils in the world are also committed through the human hand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ally shameful when we have both hands and refuse to 
work diligently but instead we use our hands to attack or to beg. 

Michelangelo (1475-1564), an Italian master of religious art, once said: "God 
gave me this pair of hands, I must create". He left two masterpieces to the praise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he first is the marble sculpture of 
Mary holding the dead body of Christ – “Pieta” ( The word "pieta" means "pity" ).  
The second is the painting on the ceiling of the Sistine Chapel in Rome – 
“Creation”, where God the Creator stretched His hand towards the hand of the 
creature Adam. In addition, the masterpiece "Praying Hands" by the German 
painter Albrecht Durer (1471-1528) is a moving piece of work which depicts 
the praying scene showing two hands palm to palm praying to the Eternal, to 
the Truth, to the Goodness and the Holiness.

A. Genesis Chapters 3 – 11: The deeds of man using both their hands 
Ge 3:6  Eve took the fruit from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with her hand, and gave it to her husband to eat, so that they both
 sinned.
Ge 4:8   Cain attacked his brother Abel and killed him with his hand in
 the field.
Ge 6:18-22 Noah made the ark with his hands, just as God commanded him.
Ge 11:3-4 Men made bricks with their hands, and built a city and a tower
 that reached to the heavens, so that they may make a name for
 themselves.

Analysis:  It is sad to see that man do more evil than goodness with thei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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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velation:  How the angels of heaven use their hands?
Rev 1:16 His right hand he held seven stars
Rev 5: 1  A scroll in his right hand
Rev 6: 5 Hold a pair of scales in his hand
Rev. 14:14 A sharp sickle in his hand
Rev. 20: 1 Hold the key to the Abyss in his hand

Analysis:  They are prepared to serve God and carry out His mission with both 
   hands.

C. Four Gospel:  How does the Lord Jesus Christ use His hands?
Mt 8: 3  The Lord cleansed the leprosy with his hands
Mt 8:15  The Lord healed Peter's mother-in-law
Mt 9:25  The Lord put His hand on the daughter of the ruler and she live again
Mt 14:31  The Lord reached out His hand and caught Peter to save him from 
 sinking in the sea
Mt 19:15  The Lord blessed the children with His hands

Mk 6: 5  The Lord lay His hands to heal the sick
Mk 8:25  The Lord put His hands on the blind to restore his sight
Mk 9:27  The Lord heal a boy with an evil spirit by His hands

Lk 4:40  The Lord healed the sick with His hands
Lk 13:13 The Lord straightened up a crippled woman who bent over for 
 18 years
Lk 24: 39-40  Nails on both hands
Lk 24:50  The Lord lifted up His hands and blessed His disciples 

Jn 10:28  The Lord protected His flock with His hands
Jn 13: 4-5  The Lord washed His disciples’ feet with His hands
Jn 20:27  Nails on the hands

Analysis:  The Lord used His hands to heal, to support, to comfort and to bless
                  others, how about us?

In Conclusion:
Look at the hands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to us, do we make good use of our 
hands?
The book of Genesis warns u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eaches us to learn from the 
Angels of heaven to serve the Lord with both hands; the Four Gospels show us how 
our Lord uses His hands in the ministry. Let us be attentive, hardworking and serve 
the Lord with a fervent heart. Believe in the Lord -"Even there your hand will guide 
me, your right hand will hold me fast" (Psalm 13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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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法规（华文译本）2012第87至94页划定，
基督教教育这块肥沃的土地里种植着各种千奇百态的树木花草，高矮胖
瘦不齐，却都朝向同一的目标，为着同一个目的前进：将属神的子民，
从幼苗起始就扎稳他们在基督话语的根基，自然正常茁壮，不间歇不停
止地成长至年迈，终身习道，作主忠心门徒。

基督教教育的总原则是：在教会指导下传授基督教之知识和理想，培养
基督徒之信仰与生活，发展基督徒之见证与服务的教学过程，关注生命
的得救与成长。

故此基督教宗教教育是生命的教育，生命影响生命，人格影响人格的教
育，期盼达到两大目的：
 领人归主。（太4：19；28：19-20）
 培养成熟的基督徒。（弗4：13；箴22：6；申6：4-9）

总的来说，基督教教育是藉着上帝在基督里的能力改变人生命的教育，
因为上帝是人类生命的赐予者，整本圣经都是在见证上帝是生命的创造
者、保存者和救赎者。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
换句话说，耶稣来是要救赎人的生命，使人获得新生命，过个有意义、
充实、美满的生活。

基督教教育非一套神学教义或道德规范，而是一股改变人生命的力量，
是神在我们内心中不断的更新，使我们天天都过着“新造的人”之生
活。

文／方陈以祝师母

基督教教育委员会

一双服侍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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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灵新市堂的全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
从0-12岁，主要的宗旨是培育儿童们自幼
开始有系统地学习上帝的话，认识圣经中
新旧约的事迹以及耶稣的教导。老师们的
使命是带领孩子们学习与神建立亲密的关
系。

人数大约有120位，上课时间：星期日早上
十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前半段是以联合方
式进行，敬拜赞美、奉献与祷告。间中训
练孩子们参与司琴、伴唱、祷告和收奉献
之服事。接着是分班上课的时间，都按年
龄分划：幼儿级一（三岁以下），幼儿级
二（三至四岁），幼稚级（五至六岁）， 
初小级（七至八岁），中小级（九至十
岁）和高小级（十一至十二岁）。除星期
日的主日学课以外亦有多样化的主日学节
目，例如：诗篇朗诵观摩会、圣经常识测
验、迷你运动会、圣经故事分享会、母亲
节和父亲节庆典、主日学主日等等。另又
每一至两年内都定期地举办两天一夜的儿
童假日圣经营。透过这些节目，孩子们能
从更有趣的教导与学习模式认识神的话语
和学习合作精神，让他们学习以不同的方
式、恩赐来服事神。

儿童主日学具备了一间蛮有规模的图书
馆，书籍有各不同种类的读物，为加强儿
童们阅读的好习惯与兴趣。

2017年我们将继续培养孩子们对神话语的
渴慕并让他们有更多学习事奉的机会。盼
望儿童主日学和教会各肢体一起配搭以建
造我们的大家庭。儿童主日学由二十五位
尽责、有爱心的老师们一同耕耘、施肥、
浇灌、抓虫、卖力，加上父母们的鼎力合
作，极为感恩。

除了以上所提的儿童主日学之运作外，咱
们主日学认真关注整全的喂养：少年组有
八位老师分成三个班级上课（13至18岁）
：中一及中二、中三及中四、中五以上。
少年组是三合一的少年聚会（MIW）：首
个星期日参加主日崇拜；次、三／四主日
上主日学；而四／五主日是联合少年团契
聚会。

青年组只有一位老师独挑大梁（还在寻觅
有教导负担的老师相助），参加年龄19至
25岁，感谢神，八达灵新市堂的青年人有
机会参与青年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谨守真
理，此乃上帝的恩典，也是青年人的福分。

成年组有两班（一班在 JJ Café 进行，只为
服事在 JJ Café 服务的成年人），由四位老
师分担责任。

乐龄组亦只一位老师（仍在积极的发掘有
志教导的教员）。

 上课时间： 
 少年组  10:00am至12:00pm
 青年组  10:30am至12:00pm
 成年与乐龄组    8:30am至  9:30am
 地点： 
 少年与青年组 佳灵宅
 成年组  圣殿楼上“喜乐”课室 
  及 JJ Café
 乐龄组  圣殿楼上“节制”课室

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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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儿童诗班于1995年成立，今年是21岁啦！从每两个月在主日崇拜中献唱
一次渐进到每个月献唱一次，只为让孩童们从小就喜爱服事神，以唱让人回归向
神，且同时建立自己的灵性。未来的主要负责人是潘秀美老师，再由数位老师一
起合作。参加者：六至十四岁，上课时间：星期日12:15pm至1:30pm。

郁金香小提琴班至今已开了第三班，最初的学员们已被纳入服事班，学习在主日
崇拜中伴奏协和。负责人：汤镇遥老师。
上课时间：  服事班 星期五  8:30pm至9:30pm
  学习班 星期六  2:45pm至3:45pm
  初学班 星期日  1:30pm至2:30pm

郁金香单簧管班分两批上课。负责人：傅明珠老师。
少年班上课时间：星期日  2:00pm至3:00pm
成年班上课时间：星期六  4:30pm至5:30pm。

康乃馨少年诗班成立于2006年，今年恰好是10周年，每个月在主日崇拜中献唱
一次。参加年龄由儿童诗班升上初中三之龄，即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主要负责人
是黄晓洁音乐干事。上课时间：星期日12:30pm至2:00pm。

向日葵儿童诗班

郁金香小提琴班

郁金香黑管/单簧管班

康乃馨少年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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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灵新市堂的<门徒>至今进入第24个年头，所培育的学员分布各地，在本堂
服事的都积极参与。无论哪一个领域的服事都尽心尽力，是基督的精兵，信徒学
习的榜样，勤事主，不后退。

2016年是<门徒>红本第24回上课，而绿本则是第十三届的上路。<门徒>课程的
存亡，全靠大家代祷的勤懈。感谢神赐予足够的导师和学员，以致愿意上课作门
徒的信徒有课可上，乐意带领的导师们有徒可雕，同进同升，只为扎好根基，不
被世风摆动 波，作时代的门徒，社会的心脏。

<门徒>

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期待？如何活得更精彩？
你对自己的信仰感到一知半解吗？什么是圣父，圣子，圣灵？
神今天还医治人吗？如何传福音？

Alpha 是什么？想要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A (Anyone can attend) ——年龄不拘，任何人都欢迎来上课
L (Learning & laughter) ——在欢笑中学习
P (Pasta) ——一起享用晚餐
H (Helping each other) ——互相鼓励，互相扶持
A (Ask anything) ——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Alpha启发课程在新市堂进行了十几年，燃烧了无数人的生命，同时也激发了信
徒们继续追求与认识信仰。在主的浇灌与带领下，Alpha启发课程于2016年重新
制定教材，影片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以全新的面貌深入浅出的探索生命意义，
最后还有讨论问题，激发学员思考，互相交流与分享。

2016年9月13日，新市堂共有67人参与Alpha启发课程，为时13个星期。课程
中，大家一起享用晚餐，互相学习与鼓励，分享个人在生活与信仰上的问题，藉
着祷告互相扶持。

Alpha 中文启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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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
自2001年创刊号以来，于每年的3月、6月、9月及12月出版。由新市堂主理方既
志牧师及方陈以祝师母担任顾问，这些年他们率领众笔兵，为上帝打美好的仗。

名字来源：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约12：24）
宗旨： 让喜爱文字的弟兄姐妹有一片天地，藉着文字彼此分享、交流、传达他
 们的心声、讯息，成为落土的麦子。
远景： 扮演对外传福音的角色，运用文字媒体分享信仰及教会事工，触动人群
 心灵以传扬福音真理。
内容： 投稿园地：主题、散文、小麦田（儿童主日学）、少年坊（少年）
 阅读：专栏、转载文章、信仰问答、图书推荐
 报导：教会动态（《麦子》采访团队为教会各事工与活动作文字记载）

十五年来，《麦子》编辑成员互相配搭，有者采访、有者打字、有者摄影、有者
校对，皆是在主里同工的美事。愿神祝福《麦子》的读者在灵里得到充足的养
分，并茁壮成长！

书籍出版
2014年10月，《麦子》汇集方陈以祝师母过去50期所写的主题，并集结成一册
《麦田小径》，将方师母13年来走过的五十段小径之恩福与众同享，数算主恩。
八达灵新市堂文字部出版了由方既志牧师撰写的书籍：2007-2009年《30天祷告
旅程》、2010-2012年《30天祷告旅程》、2013-2015年《30天祷告旅程》、 
2014年《如何面对死——守丧与出殡礼拜讲章集》、2015年《新生活——婚礼
讲章集》、2016年《十二小先知书》。

图书馆
八达灵新市堂设有Sophia成人图书馆、儿童图书馆与佳灵宅参考书室，藏书量达
9000本。每逢星期日开放供会友借阅，丰富知识与填饱生命灵粮。

文字事工

2017年开始，由伍美婷姐妹负责礼品服务站的事工，礼品都由她设计亲手制作，
摆设在儿童图书馆毗邻的课室，鼓励会友们欲购物送礼，不妨都在“礼品服务
站”里消费。

新事工—礼品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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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

青年团契
2016年，八达灵新市堂青年团契满34岁了！青年团契的契友年龄介于18至25
岁，2016年的主题为“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目的是让契友们知道并承认自己
是基督徒， 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朝着认识基督，认识自己的方向学习。

透过每个星期六晚上的聚会，契友们学习如何在信仰上成长，宣扬主的福音，服
侍社会，与神和人团契，敬拜与尊崇神和关怀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年来，团契固
定设有团契主题讲座，不同信息分享和细胞小组查经来建立契友在神的话语上的
扎根。团契聚会的性质多样化，如诗歌见证分享会、电影会、一日游、迎新会、
老人院探访等，偶尔也与庇哩亚团契联合聚会，如青年周、报佳音等，透过不同
团契的交流与学习，交换观点，在主的道上互相勉励。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勉励，即知道那日子近了，
就更当如此。”（来10：25）神喜悦祂的儿女在基督里和睦及合一，在生活中效
法祂的训言法则，尽责忠心侍奉祂。愿神继续帮助青年人，向着标杆直奔，尽
心，尽性，尽力侍奉祂，带领更多迷路的青年人回转归向祂。

庇哩亚团契
庇哩亚是职业青年群体的团契，其事工方向是根据以弗所书4：11-16。当青年人
离开学府的时候，真正的考验才算开始。职青面对内里自己私欲和外面恶者的试
诱，并且各样的主义思想，每日都与金钱、权力、爱情、美食、名誉、等等搏
斗。我们盼望举凡基督青年都能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弗4：13），真实地体认永远以神为乐的生命。我们深信和深知我们的
好处不在神以外（诗16：2），而愿意竭力追求认识神（何6：3）、专心依靠神 
（箴3：5）、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作无愧的工人（提后2：1,15）、留心身边的
人，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8）。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
告，凡事谢恩（帖前5：16-18）。这些都是我们的心声与盼望。你愿意与我们同
心祷告吗？你愿意与我们一起努力吗？欢迎凡是踏入社会工作的青年人加入庇哩
亚团契。聚会时间：每周六7.30pm；地点：19号吉甲。除了固定的团契聚会，
我们还有其他性质的聚会。

伉俪团契
伉俪团契成立于2001年，迄今已有57个家庭，6个小组。2016年的主题为“扎根
上帝话语，生命影响生命”，希望全家建立家庭祭坛，共同认识与经历上主，拓
展人生，得着更多的责任与机会为上主行大事，活出蒙福与影响别人的生活。

伉俪团契每月聚集两次，即小组聚会与每月第二个星期的大组聚会。活动主要有
小组查经、主题分享、儿童神学、亲子与健康讲座，不定期举办宝剑练习、两年
读经计划、祷告之夜、TWA15祷告小组、家庭赛跑、才艺表演等活动，与孩子们
一起学习主道，经历神，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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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俪团契于2013年配合儿童神学开始了幼儿、儿童与少年组的品格教育课程，推
动主日学老师与家长们以身作则，共同培育拥有良好品格的下一代。期盼更多已
婚的夫妇能加入伉俪团契，在爱中彼此建立，让主的荣耀在家庭中彰显，成为这
时代的中流砥柱。

卫理妇女会 
2016年，八达灵新市堂卫理妇女迈入第34年，上帝不断地兴起一群忠心事奉，爱
主爱人的姐妹，在卫理妇女同心合一的服事，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新市堂卫理妇女依循年会卫理妇女的宗旨及组织架构，尽心尽力推动与执行各样
事工。感谢天父恩手的带领和祝福，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帮助妇女更认识神
的道，鼓励妇女们负起上帝救世的目的。本会也造就人才，筹募资金以协助教会
在国内外的宣教使命。愿大家一生被主使用，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马利亚
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袮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1：38）

2016年主要事工： 
 探访缅甸难民
蒙上帝的带领，新市堂卫理妇女于3月7日复活节这一天参与中部教区3的社会关怀
事工，探访位于Dengkil的缅甸难民住宅区。新市堂会友领袖——许振渊弟兄分享
复活节的美好信息。                                              
 年会卫理妇女联合诗班
新市堂卫理妇女诗班与中部教区 1、2、3及4 的姐妹们一起在年会卫理妇女40周年
的感恩会中呈献诗歌——“主恩美好当宣扬”。

男同道团
男同道团成立于2002年，为弟兄们提供一个空间，彼此团契，在灵里彼此建立。
男同道团于每个月第二主日聚会，除了常月聚会，每三个月也设有一次的家庭聚
会。2016年的主题为“一同读经、祷告、敬拜与见证”，这是信徒灵命成长的主
要过程，非但个人，更是集体的经历与守望。2017年将延续2016年之主题，着重
见证的生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13：35）

乐龄团契
乐龄团契的成立：主要是让教会中年长的弟兄姐妹有机会相聚，互相扶持与关
怀，畅谈生活中的点滴，见证与经历上帝信实的爱。乐龄团契于每个月的第一个
星期六聚会，藉着主题让成员们可以分享，彼此建立。聚会后一同到餐馆享用午
餐，并有庆生的活动，彼此联谊。乐龄诗班每个月有两次的练习，并于每三个月
在主日崇拜中献唱一次。感谢神的带领，乐龄团契是个充满喜乐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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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晓洁

教会崇拜与音乐事工

一双服侍的手

感谢神，牧者在崇拜及圣乐事工上的看重，让卫理公会八达灵新市堂的信徒们在
敬拜上有机会不断学习及进步。每一次的集体崇拜都是为了述说救恩的经历，因
此本堂以教会年历（Church Calendar）成为崇拜程序的框架，在集体崇拜中诵读
经课，所选唱的诗歌环绕圣言，使会众在崇拜中透过体验基督事件，对于救恩奥
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操练灵性；同时也配合教会月份：事工月、团契月、宣教
月、敬拜月、门徒月、感恩月、庆典月，实践教会生活。

每个主日，会众都学习不同的崇拜方式，使群体敬拜之经验更加丰富，提升对
上主的敬畏之情，从心灵深处按真理来敬拜上主。2015年初每个月的第一个主
日为圣餐主日，第三个主日以无伴奏崇拜，第五个主日则由敬拜赞美团队来带
领崇拜（30/10/2016宗教改革纪念主日除外）。来年将持续以此方式进行，惟在
第五个主日将作出一些调整，即由主席带领会众进行崇拜程序，由小提琴服事班
伴奏。其他特别节期崇拜也包括立约主日、棕枝主日、圣周培灵会、复活主日、
圣灵降临主日、圣乐主日、基督君王主日、圣诞崇拜等等，崇拜设计均有变动。

为了让每一组负责人预先了解并体验崇拜流程，尽可能减少主日崇拜时出状况，
以达致更顺畅、有效的敬拜，荣神益人，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六时至六十四十五分
都会进行主日崇拜预习。

主日崇拜

16



为了提升音乐事奉的素质，以诗歌颂赞神及预备聆听主言，同时也带领会众一
同唱诗，本堂也提供音乐训练予七组诗班、指挥加油站及敬拜赞美团队。

七组诗班包括堂会诗班、十点场诗班、向日葵儿童诗班、康乃馨少年诗班、卫
理妇女诗班、乐龄诗班及丧礼诗班。各诗班及敬拜赞美团队每个星期接受训练
（乐龄诗班一个月两次）。堂会诗班每一个主日都有献唱，而乐龄诗班每三个
月献唱一次，其他诗班则每个月都有一次的献唱。丧礼诗班则按照需要练习及
在丧礼中献唱。

指挥加油站则三个月召集一次，彼此分享及建立。敬拜赞美团队负责第二、第
三以及第四个星期崇拜中的会众唱颂。

音乐训练

 

各诗班训练时间、地点及负责人 

诗班 练习时间 练习地点 负责人 

向日葵儿童诗班 主日 12.15pm-1.30pm 副堂 潘秀美老师 

康乃馨少年诗班 主日 12.30pm-2.00pm 19号吉甲 黄晓洁音乐干事 

堂会诗班 星期六 4.00pm-6.00pm 副堂 俞秀丽姐妹 

十点场诗班 主日 1.00pm-2.30pm 
圣堂（第一、三、四、五主日） 

牧师楼（第二主日） 
王荣荣弟兄 

卫理妇女诗班 主日 12.30pm-1.30pm 牧师楼 刘慧心姐妹 

乐龄诗班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 
9.15am-10.00am 
第三个星期六： 
9.30pm-10.30pm 

佳灵宅 曾救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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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培洁

社会关怀

一双服侍的手

 马大医院探访
时间：第三个主日（中午12时30分）
目的：藉着探访、陪伴、聆听及祷告，使被探访者晓得耶稣基督的爱

 老人院探访
地点：敬老之家 和 Carey Home
时间：每个月一次，由各团契轮流负责
目的：除了关怀与陪伴他们，也藉着诗歌与分享，让他们认识主耶稣

 帮助贫苦、有需要者
目的：在金钱或物质上帮助老人院、孤儿院、自闭症中心、病者以及贫困者。
           在心灵慰问上给予扶持帮助，藉此给予最基本的鼓励。

 丧事礼拜 
目的：出席守丧礼拜，关怀及扶持丧家。藉着守丧礼拜诗班的献唱与牧者信息
           配搭，为丧家带来鼓励与安慰。

箴言教导我们：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和
我都有行善的能力，因“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
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10） 因此，“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
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
慧。”（传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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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少杰

产 业

一双服侍的手

Starting from a humble small bungalow building back in 1982, by God’s blessing 
and provision, PJ Stat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has since expanded its boundary 
to include 6 units of bungalow lots. Each of these lots has been put to good use to 
accommodate the wide range of church activities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each is 
provided below.

Lot 25 – This place is named “Bethel” and is our church’s Main Sanctuary. We officially 
dedicated “Bethel” on 11-December-2007. It is here that we gather every Sunday for the 
2 session of worship at 8am and 10am. The 1st floor of this building houses 9 classrooms 
where on every Sunday morning, children of various age group attended Sunday 
Schools. Also, located on the ground floor is our main library.

Lot 23 – Named “Luz”, this is currently our Children Church. This was where PJ Stat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first started in 1982. It is now an annex to Lot 25, used for 
children Sunday worship and also houses the parsonage. Every Wednesday night, 
church members gather here for weekly prayer meeting. The children’s library is located 
here, at lower ground plus choir rooms.

Lot 21 – Also named “Jehovah Jireh” but more commonly called JJ Café. Its main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where church members can 
congregate and connect every Sunday, after the 2 sessions of Sunday services. Here 
members can enjoy foods such as biscuit, bread, fried noodle and various types of 
drinks while having fellowship.

Lot 19 – This place is named “Gilgal”. Besides providing accommodation for some 
of our church’s members, the main hall is used by our youth fellowship and Berea 
fellowship for their combined prayer meeting every Friday evening. The youth choir 
uses it for choir practice on Sunday afternoon.

Lot 17 – Named “Antioch”, this is our church’s administration centre. It houses the 
pastor’s office as well as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fice. There is also a conference 
area where meetings such as the LCEC meeting, ministry meeting, etc. are held.

Lot 03 – This is also called “Caring Home”. Being the latest addition to PJCMC in the 
year 2012, it has been renovated to become an activity centre.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here includes the Senior Fellowship monthly gathering, weekly youth/Berea fellowship 
gathering, festival gatherings, talks and training, just to name a few. On the 1st floor is a 
dormitory for overnight accommodation if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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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振渊

资讯与科技

一双服侍的手

 Church website  http://www.pjstate.org/
The updated church website provides better 
support for mobile devices. Key features such 
as the church calender, announcements, 
Sunday services, fellowships and prayer 
meetings remains. We have streamlined the 
design to make it quicker for users to locate 
our church and find Sunday service times. 
On top of the weekly Sunday sermon notes, 
users can download prayer meeting notes 
and watch videos of past events and current 
promotions.

 Social Media
Facebook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 in PJSTATE CMC. In recent 
years, it is primarily a tool to capture 
registration particulars in church events. 
Previous role of social activity has migrated 
from the web to mobile, counting mobile 
photo uploads most prevalent.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interactivity 
platform is WhatsApp mobile application 
in PJSTATE CMC. You can find WhatsApp 
groups for each fellowship, for cell groups, 
choirs, Sunday school classes, LCEC, ministry 
committee and special committees set up 
for projects and many more. It is possible to 
reach the majority of our church member 
in real time with a few WhatsApp postings. 
For example, whenever there's a traffic road 

Over the years God has used and still uses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serve behind the 
scenes fulfilling IT needs in PJSTATE CMC. They work tirelessly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Sunday services, fellowships and various gatherings.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eir 
faithful ministry. Glory to God.   The following brief summarised our activities:

block outside our church, or when a church 
members raised a prayer request, many can 
react quickly. We foresee only the increase use 
of mobile applications in the church going 
forward.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dedication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made it possible to capture our 
Sunday service sermon videos, edit, publish 
and produce it for members by the following 
Sunday. Special presentations or events 
almost always has its own video production 
nowadays. We also posted these sermons 
selectively on Youtube.

 Operations
All our church properties has workstations 
and/or notebooks for our fellowship 
meetings, trainings and other gatherings. 
Apart from fixed projectors, we also have 
portable projectors and notebooks for added 
flexibility.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church 
office, we hope to recruit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assist when there are IT related 
issues. Virus attack remains the most common 
IT issue. However not all our IT equipment 
is fully utilised and carefully handled which 
leaves room for improvement.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join IT related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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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 恩

宣教与布道

一双服侍的手

使命 Mission
做耶稣所做，即教导、传道和医治。
We are commissioned to do as Jesus i.e. to teach, preach and heal.                                                                                                         

异象 Vision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太9：35）
Then Jesus went ab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sickness and every disease 
among the people. (Matthew 9:35)

 
2016 布道与宣教事工 

 
个人 八达灵新市堂 金銮镇与瓜雪布道所 宣教 

教训 
1+1 开展 

1+1 关怀布道训练  

金銮镇布道所 

土著支持 (Stop) 

瓜雪布道所 

主日学（双周） 
金銮镇布道所本宣 

30/9 – 1/10/2016 

 

泰北短宣 

1-7/12/2016 

 

宣讲 

福音 

1+1 监测 

1+1 评估 

PJ Old Town 

双月逐家布道 (Stop) 

PJ Old Town 聚会  

瓜雪布道所 

主日学退修会 

4-5/6/2016 

 

启发课程 Alpha 

13/9/2016  

 
PJ Old Town 

中秋文化与关怀日 

11/9/2016 

 

医治 
  

 
 
 
布道与宣教团队  核心团队 

 姓名 Representative代表 职位 
1 林 恩  Deacon in Charge for Mission 1+1 Lead, KS Lead, LM Lead 
2 周金胜 Deacon in Charge for Evangelism 1+1 Lead, D2D Lead, NT Lead 
3 刘世煌 庇哩亚团契 D2D & Alpha Lead  
4 谢小咛 庇哩亚团契 Alpha Lead, Contact Liaison 
5 古忆璇 青年团契 Alpha Lead 
6 Adeline Ng 卫理妇女 Prayer  
7 黄拔仁 庇哩亚团契 1+1 Lead 
8 吴培荣 乐龄团契  
9 朱金齐 乐龄团契  
10 俞秀丽 堂会诗班 Treasurer 
11 Jennifer Chan Methodist Intermediate Fellowship KS Lead  
12 Cathryn Wong Couple Fellowship President 1+1 Lead  
13 Audrey Wong Praise & Worship D2D Lead 
14 Simon Lai Church Member  D2D Lead 
Advisors: Reverend Hong and Hell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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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的右手写着稿子。写啊写
的，写了整个下午，右手抱怨左手说：“你啊，

没什么功用！我又累又酸，你却一点儿都帮不上忙；周
末打羽球时也一样，你只会呆呆的摆动，却无能为力；
还有啊，与人握手问安也是我！”

左手听了，感觉唐突又惊讶，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心想
右手怎么又发脾气了？

右手接着说：“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17：11中，‘摩
西何时举起（右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下（右
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你啊，就是没能力! 还有耶稣
在马太福音6：3中也如此说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
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唉，我现在有些同情你！”

左手沉默了片刻，盯着右手说：“我和你相依为命这么
多年，你怎么说这些不造就的话啊？若没有我为你压着
簿子，你又怎能顺利写完你的稿子呢？若没有我作平
衡的工作，你又怎能驶出力量来打胜一场有劲的羽球
赛呢？可别忘了，用双手握着对方的手，表示双层的敬
意，你怎么可以小看我呀？”

“你不要总是断章取义，哪本译本告诉你出埃及记17：11
说摩西举起的是右手？圣经只是说，‘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6：3说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
手知道右手所作的。你知道如何解释这段经文吗？它的
含义是无论你作了什么好事，都不要宣扬，自傲。即使
是我们彼此间亲近的距离，都不可夸耀！”

文／凤涓

左右手●左邻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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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忘了马太福音22：37-39说了些什么吗？就
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
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试问你有爱过我吗？”
右手有些难为情，底下头来不敢直视左手。

左手握着右手说：“别难过，让我们一起合力烹
调美食，待会儿有读经分享会，让学员们都来品
尝我们的厉害！”

从此左右手就变成了好拍档，携手合作，在主日
学里与小朋友一起做手工，手握手一起祷告，到 
新村分发福音单张，在圣日一起作招待员，你给
秩序单张，我与信徒们握手……

在历史的洪流中，朝起朝灭，唯有真理的基石竖
立不倒。
方陈以祝师母常说：“有感动就要有所行动！”
让我们冲破历史年代的墙亘，与列祖心手相联共
创主的新天新地：帮助挪亚一起建造方舟，与回
归的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那坍塌的城墙，到撒
马利亚妇女井边打水，用这井水浇灌伊甸园里的
花草树木及那些还没结果子的生命树，牵引更多
的人到活水的泉源，一起享用五饼二鱼……

还有啊，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少，不要踌躇不
前了，让我们一起舞动双手，下田收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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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 

得来不易的手

文／Lucy

以前,老师曾经在课堂里和我们玩了个
游戏，游戏名称我不记得了，只记得

游戏规则是要在一天内去寻找和观察一件
事物。比如说，当老师要我们去注意“蓝
色”的东西时，我们就得观察所有有关蓝
色的东西，然后记录在簿子里。

偶尔心血来潮时，我会独自玩起这个游
戏。有一次在菜市里，我设定自己只看“
手”，我先到卖鱼的巷口，看见很多鱼贩
的手上都会穿戴一双塑胶手套，他们左手
握着大刀，右手抓着鱼，将鱼砍了又砍，
身手敏捷将鱼的内脏挖出。过后，我走到
了一条卖菜的巷口，菜商们总会把菜放在
称上量，以算出价钱。他们偶尔会用水喷
菜，让菜看起来更新鲜。我看到最多的景
象，就是大家都用手数着钞票，取钱、付
钱、再数钱。游戏玩到差不多时，发现自
己手上也多了很多袋东西，有鸡肉、鱼和
菜。游戏过程很有趣，只是要小心看路！

我不禁想，用手来维生的人，他们的手一
定特别有力吧？手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
他们是否特别珍惜手呢？

忽然，我不禁问自己：“手对我来说不也
一样重要吗？我不也是天天用手吗？”我
好久没好好看看自己的这双手了。感谢神
赐我一双手，一边五个手指，共有十指。
天气变冷的时候，我的手会结冰。

究竟，我都用手做些什么呢？握笔写字、
翻阅书本、洗衣、烹煮、洗澡、开门、
开车、握手、滑手机、祷告等等。很多时
候，我们都太习惯用手了，把神所赐的这
个恩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是否天天向神
感恩？

又，我们是否好好使用这双手来服侍别
人，把神的爱传扬出去？很多时候，我并
没有好好的使用这双手来荣耀主的名，我
发现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为着自己而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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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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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可以善用双手来服事上主、服事人，比如多与
人握手问安、帮餐点员工收拾自己吃过的碗碟、为别人
祷告等。“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太20:28）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极美的榜样，
我们每当服事人时，就是要效法耶稣，也是回应祂的
爱。

感谢神赐我一双手，为着神所赐的手，加上敬虔的心，
去做合神心意的事吧！

*在这里特别向《麦子》编辑室的成员说声谢谢！《麦
子》有许多的见证文章都感动和激励了我，感谢你们同
心合一用手来服事主、服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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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的本能是谋生，那些没手臂的人怎么办呢？

天无绝人之路，双脚也不输给双手！曾有一位无手臂的天使到
访我的学校，我亲眼看见她使用双脚做事，比起我们的双手还
来得更灵巧，令我敬佩不已！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位无臂天使就在幼年时因电触及而
导致双手都需要除掉，面对那么残酷的经历，她认为自己从此
就要过着悲痛的人生，苦了自己又苦了妈妈。就在她绝望中，
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自立更生，于是她用双脚走出绝望，创造新
希望。

她向我们演绎了刺绣（cross-stitch）手艺，这是一件多么难的
手艺品啊！她用双脚穿针引线，比我们的双手还灵巧，织出
美丽的图案，送给学校做纪念。她的梦想就是能拥有自己的一
间刺绣店，教导手艺，谋生活，服务人群。虽然她失去了一双
手，但她却拥有一张美丽的脸庞，她口常感恩，笑对人生，比
起我们还要乐观多了。

用双手完成大小事，并不稀奇，无手臂的人却一样能做大事，
这才稀有。她能用双脚夹筷子吃饭，拿杯子喝水，穿针刺绣，
与别人玩游戏，令我我特别感动！

有手则要伸出援手救人，有脚则要跟随主走义路。阿们！

文／莱姐

无
手
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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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銮镇本宣    1-2/10/2016        文／黄敏慧、古忆璇、许庆龙

Kinzania来到了Kinrara（金銮镇）！2016年
10月1日上午，孩子们拎着书包兴奋地来到
金銮镇布道所，出席为期两天的营会——
“Kinzania”。孩子们将进行各项节目以体验
成人世界的各行各业，如“工程师生涯”、 
“养儿育女”、“烘焙师傅”和“探险家之
旅”。

在工程师的环节中，孩子们以纸箱为道具，互
相合作建立房子，他们还为房子增添各种的设
备，发挥创意的布置。每当有空档的时间，他
们都迫不及待的走到自己的房子嬉戏。

在养儿育女的环节中，孩子们扮演了父母的角
色，学习做饭、上班赚钱、做家务等，以体会
父母亲平日在家的辛劳。此外，孩子们也体验
烘焙师的工作。他们细心地制作甜甜圈、蛋
糕、三明治和水果，预备在晚上的布道会中亲
手送给父母。

热爱户外活动的孩子们则尽情享受“探
险家之旅”。孩子们前往 Bukit Jalil 公
园，带着各自组别的“交通工具”到不
同的“国家”体验当地的传统游戏。他
们必须发挥团队精神来完成游戏，学习
合作的功课。

透过以上各项活动，孩子们除了玩乐和
体验不同的行业之外，更是学习塑造良
好的品格。这些活动都需要与他人合
作，彼此帮助和照顾。活动中，他们也
学习遵守规则，听从指示和守秩序。

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孩子照顾和带领年
纪较小的孩子，他们学习为家付出。在
这个大家庭里，他们学习爱他们的家。
愿这些孩子们都一天天地成长，在品格
塑造上更上一层楼。孩子们的纯真和善
良，的确也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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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讲座会
10月1日晚上8时，金銮镇布道所举办了
亲子讲座会——“如何改善两代之间的相
处？”，讲员为方陈以祝师母。方师母以
现时代的境况为引言，谈起年轻人可以从
早到晚，对着四四方方的电脑工作，完全
不说话。人际关系的建立虽费心思，却非
常有意义；人际关系很难建立，但却是可
能的。

方师母引用了《 Have a New Kid by 
Friday》，让大家认识建立两代健康人际关
系的基本要素，从星期一至五都有扎实的
教导内容，只凭当时的印象摘录。

一、三原则：态度（ Att i tude）、行为
（Behaviour）和品格（Character）。品格
乃是态度和行为的基础，父母亲的个人品
格将直接影响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不论是
哪一方做错事，都要承认。
二、父母若要孩子成长，自己也需要追求
成长。
三、父母须在权柄与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若倾向其中一方则会带来不健康的关系。
父母须仔细斟酌自己想留下什么给下一
代，给予他们成长空间，也给予他们一次
性的教导，不需重复，以避免孩子反感，
认为唠叨。
四、给予孩子适当的期望及鼓励：孩子是
按着父母亲的期望而生活，而父母的期望
则是孩子前进的动力。孩子有所成就时，
不需特意夸大称赞；给予鼓励，为他们加
油，并教导他们赞美上帝。

五、认识你的儿女：孩子的情况、脾气、
表现等需要被关注；关怀他们的心，不以
他们的行为下定论。心正，行为自然正。
六、陪孩子祷告，为他们祷告，也和他们
一起祷告。
七、靠主坚持走下去：耐心陪伴孩子成
长，你的坚持会带来丰硕的结果。

结束前，方师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全
世界最难的工作是什么？”答案无疑是父
母！一段关系需要经营，也需要投资。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
聪明；在你一切（没有一件事除外）所行
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3：5-6）让神在你我的人际上掌权是
首要的，有了神的爱，人际关系的建立不
再是问题。



 Stars of Kinrara
两日的营会来到尾声，孩子们在最后一晚的“Stars of Kinrara”晚会中将生活
营里所学习的向父母呈献。首先，陈美玲姐妹与所有出席者分享自己信主的
经历。过去，她是在大耳窿追债的日子中度过年少生活。后来，她靠着自己
的努力，为家人还债，也让家人过好的生活。但这一切并不能填满她心灵的
空洞，直到她认识救主耶稣。因着信仰，她的生命改变，家人也陆续经历了
神的爱。她真诚、引人深思的分享，吸引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 

接着，便是孩子们的才艺表演了。首先登场的是一出戏剧，故事讲述一对兄
妹在妈妈伤重入院、父亲失业忧愁的情况下，如何想起妈妈曾经教导他们祷
告。随后两组的孩子以唱游方式提醒大家“祷告”及“爱我们的家”之重要
性。晚会落幕前，金銮镇布道所的执事会主席及主日学校长颁发营会证书、
纪念品给营员们，以示鼓励。晚会后，孩子们兴奋地带着父母参观自己亲手
建造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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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先贤纪念日，当晚约有30位弟兄姐妹出席。

方既志牧师透过传道书12：1与弟兄姐妹分享何谓“纪念”。我们可以从生
活中的各方面来纪念人、事、物。透过纪念，我们可以重思我们每天的生
活，从中检讨并改善自己不足的地方，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大爱。
我们应该学习纪念。

纪念可分成三大类：
 纪念长辈们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 
 纪念在主的国度中劳苦的宣教士与神的仆人们。
 纪念神亲自带领我们，并祂给予的恩典

 曾救恩
母亲36岁就守寡，父母没有留下多余的财产给他
和兄弟姐妹。但是父母亲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榜
样，以致造就了今日的他和兄弟姐妹都成才。

 黄玉薇
特别纪念母亲的养育之恩。父母都是学校教师，
没留下多少的财产，但都把九姐妹抚养长大。

先贤纪念日   
5/10/2016       文／ 黄华祥



 方陈以祝师母
父亲忠厚、有远象，注重子女的学业和灵命成
长；母亲是个守妇道、相夫教子的妇女，每一餐
都亲手烹煮；感激神学院音乐教授的教导和悉心
的看顾。

从小都受到父母的肯定，感恩他们过去的养育之
恩和细心的栽培。因此，作人要知恩报恩，以过
去长辈的爱来扶助年轻的一代。

 方既志牧师
自小传承了父亲修理的才干，以致在成长过程中
都能自立；感恩师母37年来的陪伴与扶持；岳
父岳母留下了好榜样，影响了自己怎么作个好牧
师。感谢神的恩典与保守自己38年的服事之路。

 李月兰
感恩父母亲的教导，小时候家境虽贫穷，但生活
中充满喜乐。特别纪念家翁与家婆过去在信仰上
给予的鼓励与扶持。

 林秀瑜
纪念过去在美国深造时所遇见的传道人，
他们都忠心事奉，也使自己有机会接触福
音而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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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学主日     9/10/2016
文／ 杨思诗

一 起 建 造
2016年10月9日，八达灵新市堂的全龄主日学学生
都聚集在圣殿，一同参与一年一度的主日学主日。
序乐后，大家齐唱“主日学校歌”，让大家回归
儿时的记忆，曾几何时自己也有那段可以上主日
学的幸福日子。敬拜赞美后，有<门徒>学员见证
分享，堂会诗班也献上“忠主众圣徒”。之后，
就是主日学串烧的特备节目：7岁以下唱游“天父
花园”、7-12岁带来一首英文唱游“I wanna do 
right "，他们将最完美的献上。节目的高潮是三、
四年级的学生呈献戏剧“约拿奇遇记”。少年人带
来了一支舞蹈“恩典之路”、青年主日学学员高歌
一曲“奇异恩典”，将颂赞荣耀归给神，最后是乐
龄主日学一同朗诵“诗篇67篇 ”。

青年主日学老师陈培洁干事分享主题信息“一起建
造”。她以新颖的分享方式，写了三封信给父母、
老师和孩子，告诉大家孩子是上帝准备的产业，我
们也要从各方面建造一个健全的孩子。

第一封写给父母的信。她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是上
帝安排在孩子身边的监护人，有上帝赋予最崇高的
使命去装备和帮助孩子，使孩子能够心智成熟的跨
出家门，走入外面的世界。虽然外面的世界充满试
探和诱惑，但其实孩子不是遇到小小引诱就学坏，
而是这个试探让孩子显露出自己的原形。试探让孩
子看见了自己总看不见的盲点，譬如自大、不耐
烦、记仇、骄傲、胆怯、好逸恶劳等等。



这个现实、混乱的世界正好为父母提供了
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跟孩子讨论许多有
关圣经的重要真理，也可以让父母一次又
一次的去装备孩子，培养他们真正能够活
出上帝喜悦的虔诚生活。孩子需要父母陪
伴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祷告、欢笑、
哭泣和挣扎。如果问孩子什么事可以令他
们快乐，那就是花时间与家人一起。虽然
青少年外表似乎抗拒家庭时间或上教会，
但他们内里其实渴望家庭和信徒群体带来
的稳定与爱。

第二封写给老师的信。她娓娓说道没有任
何一个事奉者是配得、是有资格的，但我
们蒙上帝的怜悯，因着上帝的恩典，被使
用，牧养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小羊。身为老
师的我们若不能体会神的爱，我们就没有
办法回应上帝的爱，更是没办法教我们的
学生。

她也提醒老师乃背负着主耶稣的使命，要
把主所吩咐我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学
生不是我们班上的人头数字而已，他们是
主所爱的宝贵灵魂。老师的职责不只是说
说圣经故事，乃是把每一个故事背后要学
习的真理告诉学生。在教导圣经上不要妥
协，反之，要好好教导神的话，好好牧养
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小羊，喂养他们。

最后一封写给孩子的信，说到自信心的重
要和它是怎么被建立的。心理学家认为人
人都是不健全家庭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的
父母都不是完美的。从小我们就应学习：
敬畏、认识和亲近神。“神啊，自我年幼
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
妙的作为。”（诗71：17）

陈培洁干事更希望我们能学像约瑟：不要
让过去的伤害成为我们所谓的藉口，我
们要看见自己的软弱和罪恶，谦卑向神认
罪，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每个人
都当对自己的信仰负责任。如果一个基
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真心悔改，求主帮
助，是唯一的途径，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
身上去。

我们要从圣经中认识神、父母和自己。万
灵的生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
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
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
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来12：10-11）

信息的尾声，也不忘为每一封信的结尾附
上祝福，并将这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大家在主里一同
学习、一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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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3日，八达灵新市堂基督教教育干事方陈以祝师母给予全体主日
学老师重生生命自省的训练，旨在于让老师们在教了一段日子后可以自我反
省本身的灵命状态，再迈步向前。方师母以约翰福音3：1-12耶稣与尼哥底母
的对话提醒老师们重生生命的重要性，方师母一再重申，老师们在教导的过
程中是一边学一边教，要清楚自己明白和知道所讲所教所育的。教导者不能
停止学习，这样，不断更新的生命才能时时以最佳状态教导。

方陈以祝师母勉励老师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作个体贴
圣灵的属灵人，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老师们务必要在神的话语与祷告
上不断长进，效法基督，使自己成为学生效法的榜样。
 
罗马书8：21a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
因此，老师们要自省：
 自己重生了没有？生命有否更新？
 所讲的是自己知道、见证的。
 注重备课。

即将在年终荣休的方师母可谓用心良苦地作出往后的安排与分配，让老师们
可以同心合作无间，亦将往后的组织、训练、行政交待清楚。

后记：
方陈以祝师母在担任八达灵新市堂基督教教育干事的23年来，不计劳苦，竭尽
所能地为基督教教育事工劳心。举凡教导、各年龄层的团契，她都悉心照顾，
专心培育。
她勇敢为神的国而梦，更是靠神成为梦想的执行者。
她效法基督，爱神，爱神的家，爱神的子民，为晚辈们设立效法的榜样，勇敢
充当同辈与前辈们的良心测试表。
她无私地付出，愿神加倍地祝福！
方师母，谢谢您！

主日学老师训练     23/10/2016重生生命自省



我们的生命是否在人群中拥有影响力？我们爱神的心志是否毫无保
留,“尽”完全的付出？方既志牧师分享了两节经文——太11：5和路
10：27，告诉我们主的生命在人群当中转化人，要我们爱神也爱人。

在社会关怀中，我们的对象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他们的肉体与灵命都
需要被关怀。关怀者须存有正确的心态，即起怜悯的心，而不是同情
的心。怜悯的心是神自己的心意，在老人院探访时，不要先论断；在
孤儿院探访时，不要轻易地给承诺。

社会关怀者必须要有神的爱在当中，唯有领受了神的爱，我们才能得
救，并用神的爱来爱人。方牧师也提醒出席者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
好，也不要觉得让自己好过一点才参与社会关怀，因为那是我们本当
做的。总的来说，社会关怀是要荣耀主，向社会表达上帝的爱，是上
帝对人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有谦卑服事的心。

当晚，我们以诗歌“差遣我”来回应上主对社会关怀的呼召。随后，
有六位姐妹分享了她们在医院探访、老人院探访和丧事礼拜的心得及
学习。

还等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透过社会关怀把上帝的爱散播出去吧！

社会关怀联谊日   
13/11/2016       文／ Carol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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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6日上午8时，八达灵新市堂
的弟兄姐妹齐聚副堂，参与第15日的30天
祷告旅程。随后在方既志牧师祷告之后，
大家出发前往怡保，展开3天2夜的全教会
家庭营。

感谢神一路保守我们的平安，有者开车，
有 者 乘 坐 巴 士 ， 大 家 都 安 全 抵 达 目 的
地——Kinta Riverfront Hotel。在340多位的
弟兄姐妹见证下，方牧师、方师母与教会
执事一同为全教会家庭营拉开序幕。

方牧师在开幕仪式中分享了“ Family”
一词的的含义——“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而“Home”的后三个字母是 
“o-me”，意即H属于自己的，是其中的
一份子。方牧师期盼出席者能够藉此机会
彼此认识、交流与连接，呼吁大家一起火
热的服侍与共事。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
等地美！”（诗133：1）我们可以看得很
高、看得很远、看得很广，也看得很快。
但是我们的双手双脚却是有限。因此，诗
人在这里提到了“看”，看是一件极其重
要的事。百姓看得对，但是行动却错了。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诗133
：2）方牧师说他本身偏爱这节的英译，因
为这油是源源不断，没有间断过的，且是
满盈的。这里提到了和睦的重要性。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
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
生命。”（诗133：3）这一节说明了上帝
要我们执行的事是持续的，我们当为教会
的和睦不断守望。

教会家庭营     26-28/11/2016      文／ 刘美君、林小娴、彭凤杰、李淑慧

聚集●连接●经历●学习



家庭营的主题为“聚集、连接、经历与学
习”，这四个词乃是一个家庭的架构。

在家庭营的第一天下午，方既志牧师为大家
分享了“聚集”的意义与重要性。聚集是重
要的，但为什么上主要和人聚集？上帝来，
是要告诉我们的罪恶。人类虽犯罪了，但上
主仍然掌权，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如果
祂不来，我们就生活在无知中。

人类能聚集在一起，因为有共同语言。教会
聚集，若不是归荣耀于上主，那我们就出现
了问题。上主为什么要介入人类的聚集？祂
是要祝福人类。我们也应当好好思考：我们
每次聚集的心思意念与中心点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为谁而聚集在一起？

聚集，乃是要事奉上帝。我们事奉的不是假
神，乃是真神。因此，我们要宣告：“至于
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24
：15）

第一堂的主题结束后，来到了
儿童节目——竞技游戏。原本
计划在户外进行的竞技游戏因
下雨而改在室内进行。孩子们
被分成两组，由青年组带领这
项比赛。游戏有“Tic-Tac-Toe”
和“Caterpillar”，调皮的大哥
哥和大姐姐们故意指示错误的方
向，让孩子们走进错误的位置，
但孩子们却在游戏中彼此为队友
打气，学习团结与合一的精神。
他们即使跑累了仍然露出满足的
微笑、看到孩子们在比赛中那全
力以赴的精神，真是让人羡慕儿
童美丽又单纯的世界。

方牧师呼吁大家好好趁着这三天，思考
个人的家庭和教会的家庭。聚集时的心
志和心态很重要，愿主保守我们每次的
集合，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更
了解神的话语。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
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
临近，就更当如此。”（来10：25）

聚集

儿童竞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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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相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这是由
于人本身就不完美，所以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缺陷 
（箴3：1-7；7：24）。方陈以祝师母分享了《Have 
A New Kid by Friday》一书的内容。

星期一的原则——只说一次，转身，走。现今社会提
倡父母成为孩子的朋友，但父母该有的尊严必须维
护。孩子就像是一个还未干的水泥，父母的教导会深
深的烙印在水泥上。

星期二的原则——长期和孩子的对话是值得注意
的。态度（Attitude）、行为（Behaviour）和品格
（Character）奠定了一个人是否值得被信任。我们常
在无意识的情形下，向别人表达了自己的品行。

如何改善两代之间的相处？

星期三的原则——可以问自己一
些问题：你是放纵式、专制式或
收放自如拿捏智慧的长辈？如果
你想要的结果是这样，那为什么
一开始不那么做？为什么一开始
没有好好的教导？为什么没有好
好的准备？

星期四的原则——彼此尊重。在
孩子能力范围的事上，我们应当
试着让他们自己来做，父母则是
做督导的工作。我们可以试着让
孩子知道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但
不能强硬他们照着我们的期望来
生活。此外，不可随意赞美孩
子：我们应该鼓励孩子的办事
能力／行为，而不是称赞他们。
我们也要学会接纳孩子，这样孩
子才会有归属感。孩子若不被接
纳，他们的自尊心将遭受打击。

星期五的原则——好好认识自己
的孩子。我们若没有好好的去认
识自己的孩子，孩子会没有安全
感。坚持正确的观念是被尊重
的，陪伴关注、建立美好健康的
关系是上策。



家庭营的第二天早晨，便是主日崇拜，也是将
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是新的一个教会年的开
始。崇拜开始时，方既志牧师点燃蜡烛，象征
基督世界之光的来临。堂会诗班颂唱“以马内
利来临”，与会众一同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方 牧 师 在 证 道 中 分 享 了 家 庭 营 的 第 二 个 主
题——“连接”。上帝用话和爱子与我们连
接，而我们如何与教会连接呢？我们的身份和
态度会直接影响我们与教会的连接，我们都是
互相联合作肢体，而众肢体应连接在主身上。
在主里，我们彼此配搭、同心、祝福，尽力与
众人和睦，并与人同乐同哭（罗12：4－21，林
前12：1－31）。参与不同的团契和事工能帮助
我们建立自己的身份，无论是主日崇拜、祷告
会、宣教与布道、社会关怀、圣餐、圣礼、诗
班、团契，大家都一起学习并见证上主，以不

连接

同恩赐在主里连接。方牧师说到奔跑
天路并不容易，需要和他人一起走，
因我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

证道后会众领受圣餐，记念主对门徒
的教导。方牧师也在这一日为泰北短
宣队进行差遣礼。

崇拜结束后，大家拍个全体照留念。
接着便是感恩爱宴，大家边享丰盛的
佳肴，边回顾教会历史短片，也在
餐桌上彼此联谊。有三位姐妹上台分
享他们个人的感恩事项。最后，方牧
师、方师母、教会执事和各团契的团
长们上台切蛋糕，纪念这值得感恩的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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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方既志牧师继续分享家庭营的第三个
主题——“经历”。经历，有喜、怒、哀、乐，
也包含了甜、酸、苦、辣。方牧师分享了自己小
时候的经历，也述说个人过去在牧养和家庭方面的
经历。过后，他也带领会众齐唱“在主里的时刻”
（In His Time）。

教会最主要的经历是信仰，我们不能带着雇工的心
态来事奉，应当好好忠心、尽责地爱上主。在初期
教会，使徒们经历了上主的同在，他们决定献上，
并经历了圣灵的充满。

现今的教会观，教会是一种集合，并非指建筑物，
乃是指信徒们。因此，信徒们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在经历当中，我们要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端。教会、家和婚姻是有关系的。认识神的家，可
以经历不同的经验。夫妻与教会有直接的关系是因
为上主看重婚姻，而婚姻是由祂建立的。

第二天晚上，来到了家庭营的高潮节目——“凝聚家庭，宝贵时
光”。儿童组、青少年组和成人组都呈献不同的节目，让每一位
弟兄姐妹都感受到教会的合一所带来的感动。首先，少年们带领
几首的诗歌。接着，便有三位姐妹吹奏单簧管。曾救恩弟兄高歌
一曲“O Holy Night”，让大家听出耳油。

方陈以祝师母在信息分享前，来一段小提琴独奏，虽劣犹欢。接
着，方师母将诗78：1-8以和合本及门徒的方式朗诵，并把它分
为四段：听、说往事、数今朝和盼未来。方师母为大家分享了教
会25年来的经历与成长，由初到新市堂的战兢，将耶和华的美德
传给后代，到今日的满心感恩，这一路走来的确不易。新市堂今
日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靠主继续往前走，不要重蹈
覆辙。

经历

凝聚家庭，宝贵时光

方牧师也谈到崇拜时的经历。我
们应该思考几个问题：当我们在
敬拜时，我们是向谁敬拜？在上
主的家中，谁是主人？我们不要
忘记我们是上主的孩子，是祂的
仆人。敬拜时，我们必须经历耶
和华是上主。方牧师也提到一些
崇拜时的问题：乐器是配搭的，
不是为首的，上主要人用声音来
敬 拜 祂 。 因 为 上 主 在 创 造 我 们
时，祂告诉我们要彼此配搭，不
要起争论。在教会经历过程中，
有喜也有悲，求主帮助我们无论
在 祂 的 家 中 还 是 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都能经历祂的大爱。



家庭营的第三天，方既志牧师继续分享最后一个主题——“学习”。方牧师提
出主耶稣与保罗的事迹，让我们由他们身上学习装备的功课。新市堂是我们最
好的平台来聚集、连接、经历与学习。在未离开前，大家都立志与守约。
 全家敬畏及事奉主。 
 一个团契，一个事奉。
 读经、祷告、敬拜及见证，作主门徒。
 PJ State为我们的家。
 不要成为“教会校友”，乃是“教会同工”。

学习

大家引颈长盼的节目终于来了。有小提琴班演奏的“小夜曲”，儿童组、青少组和成
人组携手呈献主题“家”：首先由儿童组唱游“我爱我的家”；青少组以诙谐讽刺的
方式表演短剧“古今反思”，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来对比现今的教会，让我们反思
自己是否已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忱与感动，诗歌“十架上的爱”则回应了主对我们每
个人的爱；成年组合唱了“活出爱”作为节目的尾声。接下来，大家观赏了家庭营的
照片影集。看着大伙在家庭营的点点滴滴，真叫人不舍家庭营已到了最后一晚。

最后，来到了感恩环节。孩子们将亲手所做的手掌相框送给父母，而父母则将当天下
午所做的毛巾熊送给孩子。青少年们也将礼物送给他们想要感谢的对象。感谢主，让
每一个人都在这美丽的夜晚真正感受到家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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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短宣队20人终于在12月1日清晨出发到泰北。一抵达
泰国清莱，短宣队先到市场和药房采购所需的物品和药物，看着购物车装
着满满的物品，大家的心情开始兴奋起来，要开始工作了！第一晚，我
们受邀到Ruanmmitt教会的一个弟兄家中享用晚餐，当地会友们热情地款
待，让短宣队感受宾至如归。晚餐后，我们开始了Ruanmmitt教会的复兴
聚会，由金胜弟兄分享信息，他强调了读经与祷告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重
要过程，以诗22：26说明了灵魂的饱足，只有前辈人才能体会。信徒越遵
守神的话，敬畏祂，就得享饱足的喜乐。聚会结束后，短宣队虽然拖着疲
累的身子，但还是分工合作地把药物和礼物一一包装。

福音的大能
泰北短宣     1-7/12/2016      文／ 刘惠君



 2/12
翌日灵修后，享用了泰北弟兄姐妹预备的
早餐，短宣队分成两队：一队出发到Ruan-
mmitt和进行家庭探访，邀请他们出席各
项聚会。当中，我们遇见有病痛的弟兄姐
妹，透过祷告，将他们所遇见的难处交托
给神，为他们带来些许安慰；另一队则出
发到Pala村庄展开第一次的逐家布道，也邀
请他们参与后日的医疗服务和布道晚会。
傍晚，南大华文学校的学生也出席了我们
的聚会，短宣队预备了各样有趣的活动和
节目，为他们讲解圣诞节的意义。晚上，
在Bandoi教会的复兴聚会中，金胜弟兄再
次透过神的话，让大家审查自己为何不喜
欢传福音。信徒必须拥有一颗爱人的心，
这在福音的事工上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感
恩，数算神所给予的恩典，就是拯救灵魂
的推动力。

 3/12
第三日，短宣队出席了Ruanmmitt教会的感恩崇拜，泰北弟兄姐妹怀着
感恩的心，把上好的农作物献给上帝，向神感恩。享用了阿卡族的传统
美食后，大家便陆陆续续为下午的儿童节目及嘉年华会作准备。少年人
在嘉年华会的游戏中玩得不亦乐乎；儿童也透过“十个麻风病人”的圣
经故事及手工来学习感恩。晚上，我们以祷告来盼望Ruanmmitt的村民
出席圣诞布道会，藉着圣诞话剧和阿卡语的圣诞诗歌，并透过Jo牧师的
信息分享，让出席者认识这位拯救人类而来到人世间的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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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4/12
第四日，短宣队也出席了Bandoi教会的感恩崇拜。崇拜后，
泰北弟兄姐妹藉着“拍照亭”、福音信息的小实验、品茶和
祷告，彼此团契及认识上帝。儿童们则参与儿童节目，学习
如何透过祷告来向神感恩，也学习用手工来表达感恩的心
意。此外，他们也学习了一支圣诞舞蹈，邀请家长们出席当
晚的圣诞布道会。晚上的圣诞布道会，由Jo牧师分享信息。
他说明了圣诞节是天父所预备的救赎计划，是出于神的爱 
（罗5：8）、是神给人的恩物（约1：12；罗6：23）和永恒生
命的宝贵礼物（约17：3）。



 2/12
短 宣 行 程 来 到 了 最 后 一 日 ， B a n d o i 和
Ruanmmitt教会的弟兄姐妹怀着兴奋的心参
与“福音1234”的训练，盼望可以透过这
样的装备，有信心的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
Pala的村民。经过了崎岖颠簸的山路后，大
伙终于抵达了耶稣村。休息与预备后，大
家凭着信心出发到Pala村庄，将自己所学习
的，逐家探访与关怀村民，也把福音传给
他们。

此外，我们也在村子里展开医疗服务，让
Pala村民可以作健康检查及接受一些诊疗。
孩童们则在幼儿园里透过游戏和活动，聆
听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故事，也学习祷
告。晚上，幼儿园里挤满了男女老幼，由
于空间的不足，一些村民甚至忍着寒冷的
天气站在幼儿园外参加圣诞布道会。短宣
队、Bandoi教会、Ruannmmit教会、Ga Jaw
教会和耶稣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齐心服
事，为的是带领Pala村民藉着布道会的节
目及信息来认识耶稣基督。

相信短宣队和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
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也看见爱我们的天
父在各样事工上如何引领及供应，惟愿将
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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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市 堂 动 态

2016年，八达灵新市堂的30天祷告旅程已迈入第十趟，这是
上主亲自在新市堂的儿女们心中所动的善工，感恩自新圣堂建
立以来上主所带领十年的时光。

感恩上主引导新市堂进入30天祷告旅程的第十载。今年，方
既志牧师使用“ TWA 16 ”所安排的经文，写下了30篇的灵修
资料作为查考、研讨及分享。

2016年，30天祷告旅程由11月12日开始，于12月11日结束，
也包括了教会家庭营期间于怡保进行的三天。方牧师所撰写的
《第十趟30天祷告旅程手册》内容丰富，想必新市堂的儿女
都得着丰富的喂养。

第十趟30天祷告旅程      
12/11-11/12/201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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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随笔

既想退休已久，日子将到，却又百感交
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感谢神，教书三十多年，信主的心历路程亦过
了三十多年。承蒙上帝怜悯，我得以救赎，重
获新生命，同时也踏入教育界，成为灵魂工程
师。这是双喜临门，亦是神的恩待与祝福。

我将于明年2月正安荣休。感谢主，一路有袮，
我真是蒙福！退休是个令人羡慕的名词与时
刻，对我来说，退休是结束某个职业的一个终
点。

戏如人生，我的一生还未曲终人散呢！一切结
局仍旧由上帝安排，我只是戏中的一个角色。
神按照祂的形象与样式造了人类，早已把自由
的意思放在人心，祂任由我们选择良善、富
贵、贫赤、财富、智慧与才干。在世上，当人
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
的女子貌美，就随意挑选，唯有用上帝的话
语，才能抵挡不良的诱惑，远离罪恶。谁不愿
行善呢？可能行不出来，由不得我？

我旨指自己退休后，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由天而来的平安与喜乐。我要
继续退而不休，奔跑另一段精彩的人
生，更是被神使用一生。“所以在基
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
悯……”（腓2：1）其实，我都一直
在实行劝勉，安慰的工作。教书则是
如此，除了传达知识，不就是要以爱
心、怜悯的心与孩子沟通吗？

跌跌撞撞几十载，有主的保守，让许
多难题都迎刃而解。我虽有时软弱，
面对许多烦重的教学工作，改不完的
习题，无止境的电脑输入工作川流不
息，让我面对种种无形的压力与挑
战。无论如何，我必须劳心劳力的教
好学生，撑到六十岁退休。

 莱姐

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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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一位姐妹问我，“对于她的离去，你有不满上帝带走
她吗？”。

坦白说，我曾经问过上帝，既然祂能医治百病，为何这么快就带
走了她。但是，从牧师的讲道中，还有弟兄姐妹的分享以及个人
的读经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是上帝的恩典把她接走了。

很多人都告诉我，她是幸运的，听了这一句话，我也坦然了。主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
复活。”（约11：25）耶稣许可祂所爱的人经历痛苦丶疾病和死
亡。但是，受苦不是目的、疾病不是目的、死亡也不是目的。所
有这一切都是引向荣耀的复活过程，因死亡不是结局，死亡是通
往复活的门。

她一定没想到，我会在一年多后，决志信主成为神的儿女。

主的恩典不仅仅赐给了她，也为我准备了一条认识主的道路。因
为她，我开始来到教会，参与主日崇拜，被圣灵引导，也开始学
习了读经丶祷告，参加Alpha课程丶主日学，我真实感受到天父
对我的爱。

感恩天父拣选了我，让我洗礼，成为基督徒。但愿我能继续不断
学习，让我的生命一直被建造。

另一姐妹也说，她在天上看见了我的改变，想必会很开心。我们
一起努力直到在天家和我们亲爱的人再相聚。

藉此分享我所经历的神，同时祝福大家天天平安与喜乐，阿们！

 运健

见
证
神
的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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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帝

没错，这是一个空格，你会填写什么呢？

最近，我观看了一部人人广泛谈及的动画片——“你的名字”。对于
这部作品，我给予极大的好评，请容许我如此形容这部作品：“当我
在观赏这部影片时，我只想要感受在其中，就连自己的呼吸声都会觉
得很吵。”

但是，我遇到如此美好的上帝，我该怎么去形容祂呢?

细想，我发现有许多因神的恩典我才得以成就的事都给忘了。我很惶
恐地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把上帝对我的好，当成是祂的责任和祂应该做
的事；顺服上帝，是我可以选择的。根据猫的心理学，猫总是把自己
当作家庭成员，丝毫不会忠诚而对主人唯命是从。这和我有什么两样
呢？

我满心感恩有如此深爱我们的上帝。感谢上帝用祂的恩典和爱，耐心
地把我的骄傲、放纵和自我撇除，温柔地把我陶造成祂喜悦的样子。
此外，我也明白了一件事：一切我想追求的事，在和上帝比较之下，
皆是如此渺小，微不足道。

要如何形容这位上帝？我思考了很久……想要用文字去刻画，捕抓一
些美词去赞叹祂的美好?祂的伟大根本无法以方块字来赞美。要完全
了解并感受这位神，必须亲身体验，用心体会，这些都是非笔墨所能
形容的奥妙。上帝的美好是永无止境的大拼图，怎么拼也拼不完，这
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恩典。

                                  
                                  空格里，你会填写什么呢？

 格蕾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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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与自己的生命对话

我们都很善忘:
在得意的时候，忘了要感谢一直默默支持我们的团队、亲人、友人、

爱人等，甚至遗忘赐予我们恩典与祝福的源头—上帝；
在顺境中，只看到自己，忘了身边的人与神；
在逆境中，只记得埋怨让我们遇到灾难的神。

因此，我们需要时常警惕自己，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有一个视频，讲述一个富爸爸带着儿子去拜访农场的一户穷人家，目的是要
让身在福中的孩子目睹穷人家的生活后而懂得惜福。

拜访后……
富爸爸：“我儿，今天的探访，你领悟到什么了吗？”

儿子:“爸爸，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缺乏；反之，住在农场的那户人家
却比我富有得多。” 

富爸爸：“怎么说呢?”

儿子：“他们有四条狗，我们只有一条狗；他们拥有整条河流，我们只有一
个泳池；纵然他们没有高墙保护家园，可他们有可贵的友情温暖彼此的家；
他们常常花时间祷告与神沟通，我们却花时间在娱乐自己，沉浸在电视节目
中，尖端科技产品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品。” 

富爸爸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后，静默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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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个视频，我们也认真思考以下几个
问题：
 我们内心渴望怎样的生活方式？
    简单舒服？多姿多彩？
 我们比较重视建立关系（这包括与神的
    关系，与人的关系——亲情、友情、爱
    情），还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否正确？
    应该先满足自己属世的欲望，还是让神
    居首位掌管我们的生命？

当Apple公司推出最新款手机的时候，几乎
全球都为之疯狂，众人趋之若鹜，不惜街
头露宿几天几夜，只为在店铺开门时抢先
买下最新款手机，四处炫耀。为何我们都
要为“手机”疯狂呢？

几乎人人都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不惜花大
部分金钱购买许多名牌服饰、包包、香水
等。名牌对我们而言，是身份的象征吗？

最近某电台经常给做儿女的发出一个温馨
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去忙，可是家人已
经等不及了！” 我们情愿选择在金钱上
支持父母，比如聘请看护或佣人来照顾年
迈且不良于行的双亲，我们都不愿意花
时间来陪伴他们，哪怕只是喝茶、吃饭、
聊天。我们最常给自己的借口是：“我很
忙！”

在饭局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与家人、亲
朋好友沟通？还是应该把时间花在滑手机
上，在饭桌上几乎零交流。这种情景并不
陌生，几乎天天上演着。

华立克（RickeWarren）在其著作《标竿人
生》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假如成功、
财富、名声或享乐能为生命带来意义，好
莱坞影城红星早就成为世上最幸福快乐
的人了。但是，事实并不然。如果金钱或
物质主义能带来有意义的人生，那么好莱
坞的人过的便是世上最有意义的生活。然
而，他们的生命却是破碎空虚。因为，他
们轻忽神对他们一生的心意。”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
什么益处呢？”（太16：26a）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
己，有什么益处呢？”	(路9：25）

科技日新月异，人与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城市中的冷漠氛围对比乡下的浓厚人情
味，我们内心的依归在哪里呢？

视频提醒我们:要常在生活中寻找神，离开
神，人便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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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泰北
短宣。短宣之前，我

第一次迫切地祷告自己能
有健康的身体，生活作息上
也尽量减少熬夜，戒吃煎炸
的食物。这次短宣让我学习
如何将自己分别为圣来服事
神，将最好的献上。

在短宣中，我被阿卡族的弟
兄姐妹那份单纯的信心深深
感动。他们于早上参加了“
福音1234”的训练后，就
在当天下午凭着信心到村子
里去逐家布道和传福音。看
见他们热切地把福音传给他
们的同胞，让我想起自己时
常没有马上顺服神的教导，
我真的应当向他们学习。

 Avy
短宣后感

每一次的聚会中，虽然我听不懂阿卡族的弟兄姐妹在敬拜
中所唱的诗歌，但我内心却深深的激动。虽然我们来自不
同的种族背景，肤色也不一样，但我们一同敬拜上帝。同
样的，世界有许多角落也存在着不同的肤色背景和一些从
未听见福音的族群，上帝也同样爱他们，也愿耶稣基督的
救恩临到他们。因此，我当常常纪念那些未听闻福音的族
群，并常常为他们祷告。其实就在我们的国家和四周，也
有那么一群不同肤色的同胞，他们也需要福音。我究竟是
否体会上帝的心意，看见他们灵魂的需要呢？我也当常常
为他们祷告，并在有机会时服事和传福音给他们。

感谢神，泰北山上有许多美丽的大自然，包括满天闪烁的
星星，让我惊叹上帝美丽的创造。在这次的短宣，我经历
了主内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大家彼此扶持与鼓励。上帝给
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可以在各个地方服事，又可以补助
彼此的软弱，我看见了教会各肢体一起同工的美好。

愿一切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因祂是配得一切称颂与荣耀
的。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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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怕没有机会跟您好好道别，更怕自
己欲语泪先流，所以在这儿向您表达我

的谢意与不舍。

谢谢您用生命与神的话语哺育了我的青年时
期。21岁时，第一次离开家，何等感恩，神引
领我来到八达灵新市堂。初次见面，就发觉您
是一个真诚坦率又爱神的师母。这样的认知，
多年来从未改变，所以这么多年来经历各种风
雨，始终没想过要离开我的属灵母亲。

第一次谈恋爱，家乡如此遥远，无法带他见家
长，只能把他带到您的面前。看到他，您的第
一句话：“这是你弟弟还是哥哥?”谢谢您，不
断地肯定、栽培、教导与影响他，我才有了敬
虔爱主的另一半。

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她的父亲迟迟下不了决
定，没给她一个名字。您来探望时，知道孩子
还没有名字，二话不说，立刻取了名，才有了
Sophia这个名字，所以我特别喜欢叫她Sophia，
因为那会让我想起您，提醒与督促自己要像师
母一样有智慧。

师母，我们伟大、可爱又漂亮的属灵母亲啊！
谢谢您一直包容我们的不成熟，让我们可以自
私地享受着您的付出与疼爱。谢谢您把最好的
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我们和下一代，从不言倦。
谢谢您给我们教导孩子的机会，让我们不只教
导自己的孩子，也教导别人的孩子。通过教导
与为孩子祷告，我们的爱心变得更大了。谢谢
您一再提醒我们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备课与思
考。谢谢您在我们退缩或怠惰时不厌其烦地告
诉我们“你可以的”，不给我们逃避的机会。

谢谢您

师母，我们的属灵母亲啊！要感谢您
的太多了。我们每个人与您都有一段
故事，如果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大
概可以编成一本书。不，应该是一套
书，一套有10、20、30……本的书。

想必我们的属灵父亲看到时，大概
会大声说“感谢主”，而您则会说 
“愿一切荣耀归于神”。谦卑、劳
苦、战战兢兢服事，从来不敢夺取神
的荣耀。真诚、爱神爱人、还有爱
哭，就是我们深爱的师母。不能再夸
了，否则牧师要吃醋了。

末了，还是要说一句：“谢谢您，师
母，成为我们美好的楷模。”虽然不
知道您未来的走向，我知道不甘寂寞
的牧师会和您继续过着退而不休的恩
爱生活。愿主的荣耀继续在您们身上
彰显。

祝愿:安康,喜乐

属灵孩子
温桃

* 请恕我无法当面和您道别，
  您知道的，怕泪水淹没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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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坊

 Angeline
我会好好打扫家里，干干净净。

 Joey 裕宜
我会送给亲人和朋友：
一句“圣诞节快乐”、一个拥抱或一个陪伴。

圣诞节似乎失去了它的传统意义，而演变成为一场铺
张浪费的庆典。在欧洲，圣诞节是相互馈赠礼物的时
节。2013年，芬兰的环保组织鼓励人们不要再送他人
多余且会被束之高阁的实物，而改送非物质礼物。

非物质礼物？

 Steve Tan
I will hug my family because they take care of me.

 Patrick
做义工最实际。

 符乐天
我会煮一餐给家人享用。

 Keisho
Play Christmas songs on piano to friends and family. 
Greetings and spread Christmas cheers to celebrate 
Christmas, Jesus’s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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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心薇
我会送一本书给一位朋友，希望她能够好好地努力读书，完成自己的梦想。

 PHOEBE KONG
我会给父母一个拥抱，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以表达我的爱意。

 Amanda 梁思恩
我会送一份“陪伴”给我的家人。因为平常我很喜欢陪伴的感觉，所以
我想给人这份“陪伴”的礼物。陪伴家人度过圣诞节。

 刘昭斌
我会折一只纸鹤给一位好友。因为鹤代表平安，我希望他平安无事。

 许家欣 Jeannie Hii
我会送一张亲手做的卡片给爸爸妈妈，感谢他们辛苦的工作。

 Bryan Ling
希望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多陪父母谈天。  杨备琳

我会帮妈妈洗车，因为她的车很多灰尘。

  Wei 
唱歌给朋友听，让我的歌声成为他们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

 林思源
我会带给亲人朋友们欢乐，因为在这佳节里大家应该快乐地过
完今年的最后几天。

 杨芳睿
我会唱歌，因为人们很少唱歌，而唱歌会带来欢乐！
在圣诞节唱唱歌还可以炒炒圣诞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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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有一定的答案。

圣灵所结的九样果子中，其中一样就是“节制”（参阅加5
：23）。因此，笔者认为男女二人在神的引导下谈恋爱是好
的，但即使是好事，也不要没有节制地沉醉在二人世界中，天
天“拍拖”，形影不离，常常“煲电话粥”，这样必影响二人
与神的关系、教会生活、服事、与家人的关系、工作、甚至身
体的健康，最终反而影响两人的感情。甚至远离神而不蒙福，
因太着迷而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若两人的约会太久才一次，彼此之间一定已经存在
着相爱的障碍，导致双方并不渴慕相见。这样的关系若持久，
这段感情必告终。

所以，笔者认为每周约会一至两次较为适合，并常透过电话和
电子通讯联系，关心对方，但以不影响对方的事奉、工作、学
业和身体健康为前题，并要一同爱主，也彼此相爱。

摘自：《信徒恋爱婚姻60问》，程蒙恩著。

在谈恋爱阶段，
多久约会一次最合适？

恋爱资讯站

参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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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间 舞 台 上 众 人 争 相 担
纲“大江东去”的戏码，
往往是出于野心：人要攻
打人，国要攻打国，是人
类历史的定律。

职场和人类历史同有两个不变的定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和“上帝的话安定在天”。

即便历史像罗贯中说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
必合”，然而神儿女的职场史观更加深刻，因
为体认了历史是上帝为祂子民搭建的舞台。

在职场，为了信仰而被恶意排挤、遗忘时，不可失去
刚强和仰望的心，时间一到，上帝总会露一手的。

在竞争的职场上，神儿女期望不被“大江东去”的
浪所淘尽，除了在亮处的“事业老本行”老练外，
还要在暗处的“事奉老本行”老到！

摘自：《狮子坑里的职场战士》，吴献章著。

职
场
小
叮
咛

若成为职场主管，要
常将你的地位放在上
帝的天平上来衡量，
不要让骄傲把你的未
来分裂了。

老年人通常很难放下权利和影响力，他们只能从当中
感受到自我价值。他们想对年轻人证明，自己还能够
掌控一切。老年人越紧抓自己的权利，就越容易竖立
更多的敌人。（古伦神父，《遇见心灵365》）

职场上的升迁如同电梯一样，能上升也能
下降，高位不会永远属于你。次经《以斯
拉下》四章5节提醒我们：“你能称出一
斤火吗？你能量出一斗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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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智慧

转
载
：
 
犹
太
人
的
生
活
智
慧
 
，
郭
庆
著
。

《

《

交易的规则

《犹太法典》记载许多商业方面的事情。

编写《犹太法典》的先哲们洞察世界进行的轨迹，预知商业行为将在人类
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以极大的篇幅，来描述交易的道德标准。

最基本的原则是：交易就是交易，不是为交易而交易。

《犹太法典》教导犹太人做一个有道德的商人，不可做一个唯利是图的商
人。交易强调的是道德和善行。

买者有权要求他买的东西必须品质优良，毫无缺陷。即使卖者打出“货物
出门，概不退换”招牌，买方若事后发现东西有瑕疵，仍有权要求退换。

但是，卖方若事先声明货物有缺陷，买者事后就不可退换。这是契约，双
方都必须遵守，自愿吃亏与上当受骗是两回事。《犹太法典》坚持的是保
护买方的利益。

编写《犹太法典》的时代，犹太人就有监督买卖度量的官员。夏天和冬天
丈量土地的绳子不一样长，因为天气的变化，绳子伸缩有度。出售液体
时，瓮底留有以前的残渣，被视为不公平，官员有权过问。买方可在购买
之后一天到一个星期内，由内行的人判断，决定是否退换。

在那个时代，商品没有统一的价格。《犹太法典》订定的通律是：价格由
卖方开出，但超过一般行情的六分之一，这次交易可视为无效，货款各退
回本人。

《犹太法典》也保护卖方利益。买方没有购买的诚意，不可进行商谈；如
果已经有人表示愿意购买某商品，他人即不可以争购。

直到今天，《犹太法典》中的许多条款仍然为犹太人奉行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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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十分担心儿女，以致儿女长大后，他们仍不敢放手，
也不肯放手，甚至要进一步控制儿女，令儿女不能成长。林前
13：4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在我们关爱儿女的时候，必须
心存忍耐，用爱心教导他们，不可心急，多给予他们成长的空
间，容许他们会失败、不完美。例如当他们做家务时，要有清
晰的指引，有时需要示范，使他们更有信心去尝试和完成。虽
然他们所作的未达完美，但仍要欣赏他们的努力，并接受结
果。例如训练孩子整理床单，不要期望他们做一次就完美，乃
要忍耐，给予鼓励，经多次练习后，他们便会越做越好。 

有些父母认为自己年少时也是从观察中学习，不需经别人的教
导，所以便假设儿女也会自己解决问题。今天也有许多父母处
处维护儿女，恐怕他们失败、受伤，往往在大小事情中一一代
劳，甚至在困难出现之前已预先为他们解决，导致孩童缺少经
历、自理能力偏低、惧怕失败、不肯尝试、心智不成熟，遇见
问题就抱怨环境，埋怨别人。爱是要放手，舍得让子女跌倒、
受伤、失败、碰壁，学习自己解决困难。另一方面，爱是包容
与接纳他们的限制，要多发掘他们的长处，赞赏他们的好行
为，不与人比较。当然，我们要接受现实，这是难以学习的一
件事！

养儿育女...

摘自：《基督徒父母加油站》，冯志雄著。

何时放手？
    怎样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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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新知

外国一厂商利用智慧型手机放大的原理，制作
出的复古电视“Firebox”。Firebox其实就是
个智慧型手机放大镜，只要在手机播放电影丶
电视节目或其他影片时，像插入录影带一样
的，把手机插入位於侧边的插槽，就能把播放
中的影片画面放大两倍。

1把手机变成电视机

来自丹麦的团队与设计师 Theo Fischer Ginman 
设计开发的这款椅子“Sitpack”，挑战了椅
子的收纳极限，它没椅子该有的四支脚丶平
坦的坐面或是靠背。如同罐头形状的Sitpack
以伸缩折叠的结构来达到收纳与靠坐的目
的。展开后的Sitpack呈现T字型的外观，以单
点支撑于地上，原先的外壳展开成了供乘坐
的部位，并且可以调节高度来因应不同的身
高需求。

携带式座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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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着重研讨的是“寻求神旨意”的这
个课题，并进而作全面性的叙述与引
导。作者将本书分为四大篇幅，包括：
何谓神的旨意？何谓人的意志？神的旨
意与工作以及神的旨意与婚姻。不论从
神学的观点切入亦或融入实际生活中，
都有详细的说明。好让我们明白、遵守
神的训诫，为的是要荣耀祂、尊敬祂，
让神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盏明灯。

十诫是上帝在古时赐给以色列人，藉着以色列民族告诉全世
界： 人在上帝面前以及人与人之间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

上帝出于爱心把十条诫命赐下来。圣经说：“命令的总归就
是爱。”（参阅提前1：5）上帝赐下十条诫命是为了造就
人。上帝要以祂的爱建立人的生命，产生伟大的人格与品
德。为此缘故，当人遵行上帝的诫命时，这个人不但是讨上
帝的喜悦，他心中也享受做人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产生对己
与对人最大的贡献。

《十诫详解》是唐崇荣牧师经长久思考上帝的话语及传讲圣
经几十年后而印制。愿上帝藉这本书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
也重新改造我们的生命。

作者 唐崇荣牧师		
出版 唐崇荣国际布道团
版本 2016年6月	初版

作者 R.C.	Sproul		
译者 周如欢	
出版 橄榄基金会
版本 2004年2月	初版

我如何清楚
神的旨意

十诫详解(上)(下)

Sophia	图书馆					馆藏新书

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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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田

江启恩 Qi Ern

Hannah Lam Fang Qi

我的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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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谦祈 Dorcas Tan Qian Qi

林浩泽 Ling Hawk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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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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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ie

林睿婕 Ling Rui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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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恩 Shannen Chong Xue En

Elaine Ong Yi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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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柔 Chloe

贺毅 Matthew F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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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沟”一词很多时候成为亲子间冲突的籍口，代沟是指代与代之间在行为丶态

度丶观念上所表现的差距。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表示每个家庭都

有问题，这是古时华人的感受。今日的家庭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多又很严

重，甚至基督徒的家庭也受影响。	

家庭是教会兴旺的基石，故我们要竭力维护我们的家庭。父神看重家庭，神的儿

女当体会天父的心意，也看重我们的家庭。我们该如何改善亲子代沟？

稿件请寄至：maizi@pjstate.org            截止日期：28.2.2017

主题

代
沟
不
再
？

61期徵稿

蒙作者允准，转载自 facebook.com/cartoonsforfaith

A
ndrew

 C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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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字
游
戏
竞
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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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寻字游戏，就有机会获赠精美礼品一份！ 截止日期：28/2/2017

 蔡銮生
 陈智仁
 刘爱莲

 余卉婷
 叶绍炆

 Adelen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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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电话

电邮

地址

59期 寻字游戏竞赛2——得奖者名单

以 马 内 利 玛 窦 以 撒

实 大 卫 未 利 流 便 母

玛 拿 西 门 彼 得 以 东

利 扫 罗 得 撒 默 谢 方

以 利 亚 伯 拉 罕 以 扫

约 书 亚 特 结 得 巴 力

萨 念 米 利 巴 哈 拿 撒

路 得 约 翰 别 是 巴 方

玩法：先在二十个题目中找出解答，然后在方格中画出答案，可能是由上
　　　往下、由下往上、由左向右、由右向左，甚至是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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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主耶稣的别名。

有毛——人名，孪生之子。

人名，撒母耳的母亲。

神听见——人名，夏甲的儿子。

红——地名，以色列的邻邦。

多国的父——人名，神的朋友。

以色列人常拜之偶像名。

盟誓的井——地名，亚伯拉罕所起名。

人名，坐火车火马乘旋风升天去的先知。

雷子——人名，耶稣所爱的门徒。

变乱——塔名，挪亚之后代所建。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石头名。

多国之母——人名，亚伯拉罕之妻。

神的殿——地名，雅各所命名。

劝慰子——人名，保罗的良友。

奉差遣——池名，耶稣叫一瞎子去洗眼睛。

以色列国第一位国王——人名。

丈夫因她的德行娶她，后为大卫之曾祖父母——人名。

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进入迦南地——人名。

年少时，曾经用机弦和石头，杀死摩押国的巨人歌利亚——人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题目

  1. 玛土撒拉
  2. 两岁
  3. 文士
  4. 亵渎圣灵
  5. 三十
  6. 智慧
  7. 彼得
  8. 重量
  9. 约书亚
10. 救主

11. 四十
12. 约翰
13. 夏娃
14. 医生
15. 浪子
16. 耶稣
17. 利百加
18. 骆驼毛
19. 加百列
20. 马可福音

59期 答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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