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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美国网路上出现一首转发率
极高的小诗。小诗形式简单，艺术容量
不大，却能掀起波澜，给了现代快节奏
生活的人类一针心灵的疗愈。这里大略
分享诗词内容：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三个小时，但加
州时间并没有变慢……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五年才找到
稳定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CEO，
却在50岁去世……
奥巴马55岁就退休，川普70岁才开始当
总统……
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人看
似走在你后面……
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上帝为你
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这首小诗怡情味十足，是心灵鸡汤的大
众化口味，淡雅中见深沉，挖掘时间与
人生的哲理，耐人寻味。读过它的人，
想必多少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共
鸣。现实生活中，身边不乏同般岁数
甚至小上几岁的人都已经看似过上成功
惬意的生活，可自己的内心却是千般惆
怅，万般失落！ 

汤镇遥
《麦子》主编

主编的话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
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
快乐。”（太25 ： 21）

我们的被造，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价值
的，都是荣耀的。但我们常常把世界的
思想、世界的评论、世界的价值观带进
我们的生命里，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特质
与优点拿来与世界比较，忽视了自己在
神眼中是何等贵重的器皿。现今教会也
出现相同危机，即追崇业绩好、发展快
和人数增加。我们看见的都是地上的
事、个人的事，不是属灵的事，更不是
神的旨意。

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都有自己的步程， 
不用嫉妒，也不用嘲笑他人，因为神在
每个人身上都有祂最美好的计划。当我
们的心愿意被圣灵引导、更新、改变，
我们就能察验到神的旨意。



从麻木中更新 文／郭进吟牧师

主题故事

今日,您教会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认为教会要如何更新，才能带
来复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
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圣灵降临，得着能力；
圣灵能力，生命更新；
心思更新，意念更新；
事奉更新，事工突破；
人人事奉，委身奉献；
教会更新，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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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更新不是等他人，看他
人，而是从你开始。教会

中，无论事工大小，都要认真地事
奉。因为圣经说：“人在最小的事
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
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路16：10）“主人说：‘好，你
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
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
管理……’”（太25：21，23）。
我们是否愿意积极参与事奉，不论
事工的大小，我们都全力以赴的把
最好的献上给主呢？”

在教会中，不参与事奉者，可能是
因麻木而看不到事奉的重要。但何
止只有不参与事奉者会麻木，就连
事奉者也会麻木。麻木的事奉，没
有了方向，没有了使命,对事奉不敏
锐，成了得过且过的事奉。事奉没
有更新，也没有动力，这事奉也变
成一种重担。如此，需自我检讨，
检讨有没有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有
没有持守起初热诚事奉主的动力？
从中寻求更新与进步，好让我们的
事奉不至于陷在麻木中。

我们可自我检讨，避免掉入以下三种状
况：

 有知识，没有运用 
追求知识，认识真理，这肯定是好的，
但如果只是有知识却没有落实或运用在
日常生活，把神的道行出来，那么这知
识对我们有何益处呢？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单单听道，自
己欺哄自己。”（雅1：22）

 有信心，没有行为
信心是属灵生命的起点，但不能够只停
留在起点，而灵命没有长进。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雅2：26)

 有恩赐，没有爱心
属灵恩赐来自于神，因祂的恩典，赐下
给众信徒。神赐下恩赐，主要的目的是
建立基督的身体（弗4：12），让教会在
量和质上都一起增长。因此，运用恩赐
背后的动机一定是爱（林前12：31-13）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
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呜的锣，响的钹
一般。”（林前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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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检讨中若发现有何不对之处，那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再次回到神的
面前，寻求神在自己生命中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何谓心意更新而变化？消极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积极面是要我们 
“心意更新而变化”。其目标是“察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12：1）。

基督徒更新的生命必须以主基督为至高典范：
 腓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腓2：6  基督的谦卑
 腓2：7  基督的虚己
 太20：28	 基督的服侍等等，主耶稣的付出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教会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不愿善用恩赐来事奉神，服侍人。
甜美歌喉者，不肯唱诗班；
成功生意人，不肯奉献金钱，支持圣工；
善于烹饪者，不肯下厨服事人；
医生护士，不肯贡献咨询帮助穷病人；
学生，没有关心同学们灵魂得救问题；
工作者，不肯珍惜向同事传福音见证主。
基督徒，不肯发挥光与盐的功能。
……等等

拥有恩赐，没有善用来事奉，还谦卑说自己不会，其实这是自卑，对自己没有
自信也对神没有信心。愿大家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上帝良善、纯全可
喜悦的旨意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阿们！

6



刚过去不久的2018年5月发生了许多大小的更新事件，大至国家，
小至笔者自己都经历上主自己的更新。更新的主权在于上主，人
可以期盼、祈求更新，但更新发生乃是按照上主的旨意和时间。

更 新 文／徐智淳传道

5月9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已在我
国执政了60年的联合政党：国家阵线

（国阵），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大败亏
输，不仅失去多州的执政权，更以微差的
席位无法继续执政于联邦政府。1 上主透过
这次的全国大选更新了我国在过去60年来
因太过强势而难以制衡的执政党所积累下
来的前政府之贪腐风气。2

本届大选成绩出炉后有人欢喜也有人忧
愁。实在地说一句公道话：许多候选人“
落马”纯粹只是败给自己所代表的政党
所背负的情绪包袱。那既然失败已成为事
实，败者为何不考虑如何借着这一次的失
利而更新自己与政党呢？笔者深信上主并
非单单使用胜利者来重新整顿整个国家；
他更藉着这次的失败让国阵有机会改变过
去一贯骄横的作风。君不见509至今国阵已

经成功“瘦身”？挫折让人有
省视自己之机，关键在于经历
挫折者愿不愿意抓紧机会精图
励治；抑或持续自怜自弃。上
主按着他的心意透过胜利者需
要好好表现及积累口碑的希盟
新政府实行许多大快人心之政
策；更对失败的国阵施恩典让
他们也有机会能重整旗鼓，好
好整顿并协调内部，重新再出
发，在这几年内做好反对党监
督政府的责任，让人民能够对
他们重拾信心。所以，政府的
更新在于新政府大刀阔斧的改
革让人民得利；新的反对党则
有机会进行内部整顿及成为新
政府良好的监督，不让新政府
再次成为一言堂。

1

2

笔者需澄清：这“值得纪念”并非看希盟执政而感到开心，更非因国阵失败而幸灾乐祸；而是要
纪念一个民主政府在长久以来一党独大并打压其他政党的情况下却迎来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大选后新政府也是由联合政党希望联盟（希盟）组成，新首相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贪
污腐败的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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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政府及政党；我们也当探讨马来西亚
人民之更新。冷静下来后的人民当细细思
考：过去在希盟执政以前，支持希盟的原
因是因为想看见希盟能够“执政”还是因
为想要一个相对强大的反对党来监督向来
强势的执政党？若是前者，那希盟执政后
目的已达，支持者更要谨慎检测自己所支
持的政党是否有实现竞选承诺；若有，那
承诺真的对人民有益吗？从历史上我们可
清楚看见人民盲目支持某政党的结果：一
党独大，然后开始排除异己。若是后者，
那是否该在当事人为自己过去所作之事承
担法律责任、前执政党大洗牌后不再苛责
现在已是反对党的政党；反而要像支持过
去反对党般转为支持现在的反对党，那所
谓的制衡/监督才能有效做到。若因着过去
的不忿而借此机会持续打压败选的国阵，
那失去强力监督的希盟可能有一天会成为
另一个国阵。因此，人民的更新乃是在于
接受新政府及新的反对党，要支持新政府
的必须要理智处理而非盲目支持；要支持
新反对党的则需放下过去的情绪包袱好好
帮助国阵成为好的反对党。

那基督徒在本届大选中扮演何
等角色呢？对笔者而言，众教
会在本次大选中是比历届大选
更积极地参与。在历届大选中
基督徒显得较为被动，只是以
祷告托着选举；但在本届的大
选中，笔者却发现众教会不单
祷告，更在教育信徒履行公民
义务这件事情上尽了责任。特
别是 CCM 主席及卫理公会会
督发出教牧信函敦促众教会尽
当尽的义，更让教会醒觉选民
教育的重要性。此外，许多基
督徒自发地成为 PACA（Polling 
Agent 监票员，Counting Agent 
计票员）也让本届大选增添色
彩。

笔者相信 PACA 虽是代表某政
党，基督徒成为 PACA 却未必是
要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是
要尽上一个公民的责任，让选
举在公正公平的情况下得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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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行。笔者自己成为 PACA 的经验既不
紧张，也不刺激；因为坊间流传当天国阵
将以各样的手段赢得选举，所以笔者打起
12分精神却发现一切顺遂。基督徒真的不
该被流言蜚语所影响而以讹传讹，虚传假
消息；若真的想为干净选举尽上一份力，
就请采取行动，付出自己的时间、精神、
体力去验证这些消息是否属实。撇开政治
立场，PACA 的作用就是要让选举能在公
平与公正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国家能被更新的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但在这个更新事件中我们是否看见上主的
一切作为？还是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人民
的功劳？上主的主权并非人所能想象的，
他甚至无需“用”基督徒来进行更新的工
作。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就清楚看见上
主可用列国来审判/更新以色列；更甚于
此，列国都在他的审判之下。由此可见，
即便新内阁及新的国会中只有少数的基督
徒，但本届大选所带来的更新却一举掀翻
过去的贪腐之风，让许多过去舞弊之案件
浮出台面，使上主的公义得以彰显在马来
西亚。如此大的改变若非上主掌权，又岂
会发生在马来西亚？

罗马书12章1至2节劝勉所有信
靠主耶稣基督并事奉他的人必
须将自己的身体全然献上，当
作圣洁的活祭。这些事奉的基
督徒不可效法这个世界，要心
意被上主更新而变化，才能察
验上主那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这么说来，上主在基
督徒身上的旨意并非一成不
变，基督徒只有时刻留意并更
新，才能敏锐于上主那完全的
旨意。在马来西亚被上主更新
之前，基督徒盼望“换政府”
以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所以许
多人鼎力支持当时的反对党；
现在政权已被上主更新，基督
徒是否该思考：上主在我身上
的旨意为何？我该如何更新及
改变自己来回应上主让我身为
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旨意？

愿上主保守马来西亚的每一位
基督徒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
察验上主那善良、纯全、可喜
悦的旨意；不被这世界中许多
充满政治目的的谎言带领而偏
离上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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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卫斯理约翰 文／郭佳恩传道

在这事件之前，难以想象的是卫斯理约翰虽是一名牧师，然
而却被视为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1736年2月15日，莫拉

维亚弟兄会的传教士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与卫斯理
约翰相见欢。这位传教士直问卫斯理约翰：“神的灵和你的心是
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这并非是此传教士故意刁难或自创
神学观，却是根据罗马书8章16节的记载，既是保罗的教导。被这
一问，简直令卫斯理约翰惊愕万分。他对此问题根本答不上来。

传教士史宾真堡察觉卫斯理约翰的异样，接续问他第二道问
题：“你认识耶稣基督吗？”卫斯理约翰仍迟疑了一阵才回答此
问题，他回答：“我知道祂是世界的救主。”传教士史宾真堡给
予如此的回应。“诚然，但是你是否知道祂已经拯救了你？”此
刻的卫斯理约翰又呆住了，他缓缓地回答：“我希望祂为救赎我
而死。”显然这样的回答无法令传教士史宾真堡觉得满意，因他
眼前的卫斯理约翰对于这些问题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1738年5月24日，卫斯理约翰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态，来到了雅德
门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间聚会所参加一场外表看似极为普通的
聚会。就在讲员正宣讲由马丁路德所著作《罗马书注释》的前言部分，
内容为人人都必须籍着信耶稣基督才得蒙赦罪且称义。当他专注地聆
听时，卫斯理约翰突觉心里异常的火热，而这是当晚8点45分所发生的
事。在日记中，他如此的记载：“我的心异常火热，我确信我的罪因信
基督而已经被上帝完全赦免了，从此对死亡不再担忧和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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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史宾真堡最后问他：“你知不知
道你自己？”卫斯理约翰回应：“我知
道。”这整段对话都是由卫斯理约翰亲
手一笔一划地记录在其日记中。他甚至
在后来给予此记载下了如此的评语：“
恐怕当时我所说的话都是空话吧！”换
言之，不仅传教士史宾真堡察觉他的异
样，卫斯理约翰也有如此的自我认知。
对于救恩的确据，他无法百分之百地
确信。1738年5月24日之前的卫斯理约
翰，其生命仍未被更新，老我、老亚当
的生命依然根深蒂固的与他同在。

但在1738年5月24日，当晚8点45分，
卫斯理约翰深感心里异常火热。这是
一种无可言喻的感觉，虽不知是否这就
如当年五旬节在马可楼所发生的点点滴
滴，但若看卫斯理约翰往后的生命，可
谨慎的断定这就是他被圣灵充满，灵命
被更新的一天。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
样，生命总能流露出芬芳的馨香。他的
证道充满着信心，更甚突破圣公会的证
道条例，露天公开证道及布道。许多人

的生命被他有所影响，成就了一代的英
国大复兴。

来到今时今日，卫斯理约翰虽已安息上
百年，但他的生命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许多人仍愿跟随他的脚踪，而这群人被
称为卫理公会信徒。不单单影响基督
徒，甚至很多少为人知的故事到今日仍
在流传。他的理财观造福了许多看重财
务规划的人们，他对于饮酒的批判造就
了后来Guinness黑啤酒的出现。这等
等的事迹，都是因着卫斯理约翰的生命
先被更新，再祝福其他的人。

如果当年卫斯理约翰没经历更新，今天
恐怕没有卫理公会，更不需要谈卫理精
神。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仍未被更新，
我愿那当年更新卫斯理约翰的灵，今天
也同样的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
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生
命，让世人看见我们的不一样而不一
样！

11



笔者常在聚会里听到这个词——Life Transformation（生
命转化 / 蜕变）。这让笔者想起蝴蝶的生命历程，历

经6个阶段后破茧成蝶：卵、幼虫、蛹、茧、羽化、成虫。

保罗在 罗马书12：2 里劝勉门徒，不要效法身处的世界，要
心意（思想）更新而变化（改变）。保罗在这里强调“变化 
／改变”，好比蝴蝶的蜕变历程，最后的变化与先前是完全
截然不同—脱胎换骨，破茧成蝶。

因此，保罗告诉门徒，心意更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整个思
维转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意味着把我们里面的老我
旧性洁除净尽，才能穿上基督为我们准备的新装—新灵、新
心（肉心），拥有全新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才能结出属
灵的果子。

我们的想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花时
间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盏明灯，照亮前
方的路径，思考何谓合神心意的旨意。我们不允许自己的思
想生活中留有一处或两处“垃圾”区域，这会妨碍我们领受
神预备给我们的恩典。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做到完美，但我们
需要每天都有进步，这样才可保持心意更新并且在与神的关
系中成长。

蜕变 文／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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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难改变自己的意见，更不用想去改
变他人的意见。我们会因他人口中的一
句话而困扰。因为天性使然，我们不会
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反之我们会找
各种借口来捍卫自己的言行，企图合理
化。箴言4：23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
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
由心发出。

保罗说，在基督里，我们的思想是全新
的。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为了捍卫自
己，而是降服于祂，并且要经历了一个
完全的改变。当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
的信念、行为与生活也会跟着改变。这
里的重点是降服在基督的权威里，成为
新造的人。这乃是需要一段时间，坚持
操练才能见果效的过程，并不是一两天
可以看到果效的。

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哪些“地方”
是需要靠着神去跨越的呢？对自己坦
诚，承认自己的软弱，并非可耻的事。
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行为举止“找借
口”合理化，这才糟糕！

约翰福音11章里记载拉撒路（马利亚和
马大的弟弟）患病去世并埋葬在坟墓洞
里已有4天。主耶稣吩咐围观的众人先
挪开挡在坟墓前的那块石头之后，祂才
施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里
强调的是神要人按祂的指示—挪开洞前
的那块石头，以行动配合祂，这样神才
能在人身上行美事。若人不愿意配合神
的指示，那么神迹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当我们清楚看到也知道自己的软弱，请
不要再漠视，也不要再为自己圆谎。若
我们不先立志去改变，那我们的生命就
没有神插手的余地了。神要我们先有那
个改变的心志，祂才能在我们身上开始
陶塑生命的这项工作，直到我们在行为
举止上有祂的样式。合一的心让人与神
完全没隔阂，毫无保留也坦诚以对，这
时，我们无须再问神“为什么”，或再
向神求这、求那了。

13



来自蒙古的“蓝天合唱团”于4月21日莅临本堂举行音乐见证分享会，

《麦子》有幸采访了合唱团成员和世界宣明会的前助养童，聆听他们

分享如何透过世界宣明会的支援，经历了生命的转变。

采访：陈俏帉					摄影：黄维斌

生 命 的 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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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在8岁时，其母亲因犯了罪而坐
牢，她的童年生活从此被翻转。同住的
爷爷及阿姨常常酗酒，暴力对待她和
妹妹，两姐妹身心灵受到折磨。2010
年，吉吉和妹妹来到“灯塔中心”1 ，
初尝家的温暖。中心里的老师、哥哥姐
姐堪比她的家人，给了她无限的关爱。

后来，吉吉加入“蓝天合唱团”2 ，除
了学习歌唱技巧，她也认识许多新朋
友。团里的哥哥姐姐们犹如导师，在各
方面耐心给予指导和鼓励，使她愿意敞
开自己的心，享受和朋友们团契的欢乐
时光。每周，她会有三次的歌唱练习，
每次两小时。

这些年来，吉吉曾跟随蓝天合唱团到过
不同国家演出，其中包括台湾、新加坡
及马来西亚，究竟哪一个国家给她留下
美好的印象呢？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因素是她曾在大
马遇到Marilee 3 ，她感激Marilee视他
们如上帝的儿女，给予莫大的关怀。

活出神的教导
10岁那年，吉吉初次来到教会，她形
容教会是个神圣、最接近神，能与神面
对面交通的地方。信主后，吉吉活出
神的教导——爱人如己。在谈及她是否
已能饶恕爷爷及阿姨曾经带给她肉体及
精神上的苦待，她并没有回避问题，反
而侃侃而谈，她已从心里原谅自己的亲
人。

教会让吉吉找到平安与喜乐，带给她生
命盼望。她感恩主给予她力量来改变自
己，也清楚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女儿。
吉吉目睹自己社区的孩子们经常生病，
她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帮助同胞们过
健康的生活。

1
2

3

灯塔中心（Light House Centre）是蒙古世界宣明会于2004 年成立，帮助和收留街童，以重建他们破碎的生命。

蓝天合唱团 ( Blue Sky Choir ) 里大部分成员过去曾是蒙古街童。蒙古世界宣明会透过儿童发展及保护计划，关怀这些

孩童的需要，帮助他们发挥音乐的潜能。

Marilee Pierce Dunker是世界宣明会创办人Rev. Dr. Bob Pierce的次女，也是世界宣明会的儿童权益大使，积极倡导全球

女性及儿童的权益。她也担任世界宣明会志工服务“Women of Vision”的资深顾问。

蓝天合唱团成员

——阿莉吉吉（Ariungegee），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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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乌兰巴托的博比，曾是世界宣明会
的助养童。他在儿时家境清贫，生活拮
据，再加上自己的长相貌似外国人，被
同胞视为异类。鉴于旁人的异样目光，
博比在小学时期非常害臊寡言。透过世
界宣明会的社区发展计划，博比获得一
名香港助养人的资助，他从此有了上学
求知识的机会，使得他从一位害羞男孩
蜕变成自信健谈的男生。

助养人的资助，改写了博比的一生。除
了内心万分期盼能与这位助养人见面，
博比指出他要延续这份爱，去帮助社区
同胞。

主的医治恩典
博比在9岁那年首次上教会，主日学后
有糖果派送，让他异常兴奋。一周后，
他带来了另外五、六位同龄孩子来教
会，但教会在当天并没有派送糖果，他
感到失望，自此也不再去教会。少年
时期的他， 曾对基督徒反感。18岁那
年，因朋友的邀请，他再次来到教会，
在唱诗赞美上帝时，他内心感到异常的
平静与喜乐。自那日起，他开始了教会
生活。

18岁以前，博比体弱多病，他有三年
的时间饱受骨头与肌肉疼痛，影响了他
走路的姿势，他也自嘲自己像僵尸般走
路，犹如活死人。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他隐瞒自己身体的疼痛。在他开始教会
生活的那一年，困扰他长达三年的疼痛

奇迹般消失。博比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医
治恩典，他开始了教会的事奉生活，加
入诗班及招待组的服事，也担任细胞小
组组长及主日崇拜主席。

用生命彰显主的爱
对于自己过去的亲身经历，博比对弱势
孩童的困境有切身的体会。陪伴对孩子
的成长至关重要，做他们的朋友，随后
教导并带领他们认识这位满有怜悯与慈
爱的上帝。

已是两名孩子的父亲，因工作的关系，
博比每周至少有三天晚归。无论多么忙
碌，他总会抽出时间陪孩子一起看卡
通、唱歌，在假日时一家人一起外出，
享受亲密时光。

博比目前为蒙古社区发展计划下的30
个儿童俱乐部服务，俱乐部里有500位
孩子。他清楚知道上帝爱他的全部，包
括他的软弱。他不再介意自己的长相及
他人的眼光，反之，他身体力行地去亲
近身边的每一位孩子，将上帝赦罪的爱
带给他们。

蒙古世界宣明会资讯传播员

——博比（Bombii Otgonkhuu），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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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圣周   17
复活节主日   22
蒙古合唱团交流会  24

两千多年前，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祂为我们设立了榜样，
也设立了圣餐；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濯足日，众信徒来
到教会，一起敬拜主以纪念这一天……

在聚会中，我们除了唱诗赞美上主，同时也彼此洗脚。

“主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
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
干。”（约13：1-17）

这段经文的记载使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所流露出的爱。
即便主耶稣知道，当中有门徒即将出卖祂，而且在人前也
将屡次不认主，但主耶稣还是爱祂的门徒，为门徒逐一洗
脚……今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爱，为弟兄姐妹洗脚。

濯足日     
29/3/2018   

文／黄敏慧

青年周  26
导师营   32
门徒结业礼   33

张汉林牧师音乐布道会   34
儿童诗班与少年诗班训练会   35
野新本宣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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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副堂台前，整齐地排列着两排
面对面的椅子，中间有洗脸盆，旁边各
有一桶水和布。弟兄姐妹排队上前来，
轮流帮他人洗脚。我们效仿主耶稣服侍
别人，也学习接受别人的宽待。

主耶稣在这濯足日，教导人们对领袖职
责应有的观点：领袖不再是被服侍的对
象，而是谦卑去服侍他人。主耶稣以自
己为榜样，要我们学习成为谦卑、满怀
怜悯之心及愿意委身的好领袖。

在主耶稣受难的前夕，祂帮助门徒们预
备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祂是门徒们
的老师，更是祂们的主。祂装备门徒们
进入世界，要服侍人、服侍神，并服侍
那些领受福音的人。

透过郭进吟牧师的分享，反观现今的我
们……
是否愿意谦卑服侍他人？ 
是否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才干、精
神？
是否有照顾我们的邻舍、身边的病人、
孤儿及其他有需要的人？
成为领袖的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仆人？
是否能够不计较种族、性别、年龄、社
会背景和地位，去服侍这群有需要的
人？

主耶稣除了为我们设立榜样，祂也为
我们设立了圣餐，叫我们纪念祂在十
字架上的牺牲，并为我们赎罪……在
牧师的带领下，我们思想圣餐的意
义，并井然有序地上前领受圣餐。

今天，圣餐已成为主恩典的记号，主
将祂的杯分给凡寻求祂的人。我们领
受这饼和杯，便是回应主的爱与牺
牲，愿意学习效仿主的样式，成为祂
的见证，荣耀祂的名。

台前，十字架上的紫袍，成为主掌权
的象征。主耶稣身穿紫袍，戴荆棘冠
冕，忍受各种痛苦羞辱，为世人打开
永生门，上帝向世人展现它无条件的
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2018年3月30日，卫理公会八达灵新市
堂举办了由郭佳恩传道主讲的《耶稣的
葬礼》的受难日培灵会。

郭传道引用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
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为其证道的开场白。

这次的培灵会充满着丧礼的气息，为要
让众人感受主耶稣为我们受鞭打，受唾
弃，被钉十字架的痛苦……全堂沉浸在
悲伤的气氛中，并缅怀耶稣基督牺牲的
爱，更激励众人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主耶稣。

郭传道带给我们主要的信息是“苦难神
学”。基督徒是如何看待苦难呢？他引
用了各神学家对于“苦难神学”的诠
释:

马丁路得 : 
十字架上的上帝不是通过力量与荣耀来
将自己彰显,而是在苦难和十字架上显
示给人，使罪人能够得以因信称义。

潘霍华：
痛苦正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不同的地
方。因我们通过苦难可以参与上帝的痛
苦。

郭传道继续将“苦难神学”连接于马来
西亚现今社会的背景: 政府的腐败、经
济面临困境、教育制度混乱、宗教没有
真自由、司法权力被夺、媒体被打压等
的窘境，让我们默想：今天，我们如何
回应苦难？

最后，在郭进吟牧师和传道的带领下，
会众们缓缓前行向殿中的十字架献花，
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
恩,让众人对受难日有更深刻的体验。

受难日      
30/3/2018   

文／林慧美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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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像一场戏? 
有人说：人生如话剧，只有现场；
有人说：人生像电影，总有重拍。 

一个与生命有关的标语，吸引了许多人出席……

《拉阔生命》（Life is Live）乃八达灵新市堂之复活节
戏剧布道会。未到晚上8时，已有约460人陆续入场，
其中约60位是受邀的PJ Old Town居民。

“Ja Jambo……恰恰恰……”台上精致的布置，演员
们复古的打扮，再加上碧妃姐妹的演唱《被遗忘的时
光》，时光顿时倒流至70年代……

演员们卖力演绎家庭成员忽悲忽喜的人生, 世间悲欢离
合的情节触动人心。人虽经历痛苦，却因内心深深感
受主的爱和救恩而喜乐。 

“你对人生满意吗？”“人生可以重来吗？”

复活节前夕戏剧布道会      
31/3/2018        文／ 李淑慧

拉
阔
生
命



透过采访视频，Rosen神学生带领会众反思何谓人生？
他以自身经历与圣经里所记载的“浪子的比喻”道出
上帝在我们还未认识祂以前，上帝已经赐下了救恩，
预备圣洁的耶稣为世人受死，然后被高挂在木头上，
为世人赎罪……

回到现实中，我们只有“现场的人生”，浪子最后选
择回家重生。Rosen向观众发出诚挚邀请，要给大家
一次“重生”的机会……

那晚，有四位出席者回应呼召，决志信主。布道会以
郭进吟牧师的祝福作为结束。相信透过此剧，大家的
心多少都有些感触……

台上戏剧已完毕，但人生的戏还要继续……

希望当晚的信息能时刻提醒观众： 
“因祂眼泪我得到安慰， 
  因祂受死我得永生， 
  因祂宝血我得到赦免，
  耶稣十架换来冠冕。”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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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日是复活节主日，八打灵
新市堂信徒一家大小，齐聚圣堂，齐来
朝见复活的主耶稣。

你是否曾怀疑主复活的真实性呢？
复活节只是基督徒庆祝的一个节日吗？
复活论是人的幻觉还是一个谎言呢？

病人心脏停顿数秒后又恢复正常心率活
过来，莫非这就是复活？郭进吟牧师指
出病人心脏复苏活过来只是短暂，之后
还是会死去。但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
仍然活着。

圣经有11处记载耶稣复活后的事迹。
祂的门徒、兵丁、逾500位弟兄都可见
证主复活，难道他们都有幻觉？这不足
以证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吗？会众藉诗
歌《因祂活着》，唱出基督教信仰的
核心—那空坟墓是圣徒的得救记号，因
祂活着，圣徒才有盼望，才能无惧面对
明天。

除了基督教，没有一个宗教谈复活。若
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岂不是枉

信枉传、做假见证了？那我们岂不是
仍在罪中，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与哀
嚎？

圣 经 告 诉 我 们 ， 基 督 已 经 复 活
了 ， 成 为 睡 了 的 人 初 熟 的 果 子 。 
（林前15：20）基督复活是为叫我们
称义。（罗4：25下）这些经文说明基
督复活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祂在十
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因祂复活，我
们的罪得赦免，因信祂得救得盼望。

基督教也藉着“洗礼”及“圣餐”两
项圣礼来宣告复活主耶稣与你我同
在。祂设立圣餐喂养我们，提醒我们
复活基督的同在。当我们领受这饼与
杯，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感谢主赦
罪之恩。

耶稣复活重要吗?

复活节    1/4/2018   
文／ 陈俏帉



洗礼预表着我们与主同死在十字架
上，我们过去所有的罪恶过犯都与主
一同埋葬。在上帝面前我们成为无罪
的人，我们也能得到主耶稣所赐那复
活的永恒生命。今天，共有2位孩童
及3位成人，在郭牧师与众人面前藉
着滴礼（洗礼），表明他们愿意与基
督同死同复活；紧接着有另外3人接
受坚信礼及2人转入本堂会籍。

证道结束前，郭牧师分享印度有一圣
徒——孙大信（Sundar Singh）离开锡
克教，信主重生。他在多年后才恍然发
现，只有基督教宣告耶稣死里复活，现
在仍然活着的事实。

若你是非信徒或初信者，现在你对主复
活之事还有怀疑吗？若我们是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是否有复活主的生命在我们
里面呢？我们的生命有重生的印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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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期待许久的蓝天合唱团与教会诗班透过马来西亚世
界宣明会与新市堂联合呈献“勇敢拥抱蓝天”（Brave Little 
Dreams）音乐见证分享会。

李威延弟兄一身传统蒙古装出现并介绍蓝天合唱团第三次来
马，从当初的羞涩到现在勇敢、自信地站在舞台上，所经历
的磨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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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的开始由会友领袖许振渊弟兄作开始祷告。过后，康乃
馨少年诗班呈献了“主，唯有你”和“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再来就是向日葵儿童诗班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哈
利路亚”，为今晚的音乐会掀开了序幕。

紧接下来的是蒙古蓝天合唱团也为我们呈献了一连串的表
演，当中有：“Kan Kan”手铃表演、蒙古传统乐器—马头
琴、蒙古独舞（Sandy Desert）、蒙古语献唱“Come Let us 
Sing”后，再为大家带来两首中文歌曲“满有能力”和“小
小的梦想”。这一连串的表演，让在座的会众大饱耳福。

蓝天合唱团音乐见证分享会     21/4/2018      文／ 杨思诗

勇敢拥抱蓝天



紧接着，卫理公会福建堂儿童诗班，也
呈献两首“彩虹船”和“鱼肚里的祷
告”。当中不单只是献唱，还配上了小
提琴和黑管的合奏、师生起应，让整体
的诗班以“活泼” 的方式呈献。

过 后 ， 蒙 古 合 唱 团 再 以 蒙 古 语 献
唱“Amazing Grace”，将荣耀归给我
们在天上的父。蒙古蓝天合唱团其中一
个团员，上台见证了自己经历的家庭暴
力，在心理蒙上的害怕阴影，如何走出
死亡的幽谷，与主相遇并再一次重拾信
心，见证了在人所不能的事上，在上帝
凡事都能。

在分享信息环节，世界宣明会区域领
导——杜明翰弟兄说道，孩子生命的力
量，可以带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难
免有高山、有低谷，但生命的力量可以
从这一群孩子的身上散发出来。孩子代
表了“爱的使者”，当主住在他们里
面，他们勇敢宣告耶稣在他们里面所发
出的力量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应变成
小孩，发动生命的引擎。当大人对生命
失去热情，孩子反之更想在艰难当中寻
求突破，所以，主要我们活像孩子。

这也印证了圣经所说的。当时，门徒进
前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门徒
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
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
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名接待
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为
此，人要改变，要接待孩子就像接待耶
稣一样，让生命的引擎转动。

杜弟兄也分享到，这一些需要助养的孩
子所面临的生活上的奇杂难症，他们需
要我们的援手，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可
以给的给予他们，并把他们一起带到上
帝爱的面前。最后，杜弟兄再次呼吁并
恳切地告诉我们“助养”不单是我们帮
助了孩子，反之可能是孩子丰富了我们
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成为儿童的助养
人，帮助他们完成小小的梦想。

节目的尾声，蒙古蓝天合唱团为大家带
来了“Lord, Bless the Child Unwanted” 
后，再与本堂向日葵儿童诗班合唱“I 
Can Talk to God” , 让整个音乐见证分
享会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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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    22-28/4/2018

文／ 邱小娟、林慧美、张雅玲、彭凤杰

耶稣在传福音时，遇到以下两组人的挑
战（可8：27-38）：
第一组人：法利赛人。期待弥赛亚很久
了，他们知道如何成为基督徒，他们所
设立的规条和律法不一定是上帝设定
的，他们会质问耶稣所作每一件事的动
机。
第二组人：那些把耶稣当成能够符合人
们需求的超人。这组人认为耶稣是为了
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来的。讲员让大家
反思：耶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来
的吗？

基督徒出去传福音时，必须真正认识耶
稣是谁。传福音不只是看见人们的需
要，而是听见父的旨意，顺服神的命
令，聆听内心中神要告诉我们的声音。

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经历神，自
然而然会去传福音，并且愿意舍己，背
起十字架，让圣灵带领，传扬主耶稣复
活的大能。

第二场崇拜中，讲员继续分享另一讲
题“上帝国度在地上，基督是王”。

在登山变相事件中（可9：2-8），两
位旧约人物——摩西和以利亚，曾在以
色列民生活艰苦的时代创造了“舒适
圈”。以色列人都是靠着摩西的指示过
生活，而以利亚则给予他们教导和信心
过生活。

彼得、雅各和约翰也是处在舒适圈的生
活中，他们都需要靠着物质来过活。信
徒该如何在教会以外服侍上帝？相较之
下，在教会内服侍上帝是比较容易的。

摩西教导我们如何辨认内住的基督，怎
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耶稣给了我们
力量如何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活出以
利亚的信心。耶稣是赋予我们能力的
主，在舒适圈外，祂变得越真实。

由八达灵新市堂青年团契与庇哩亚团契举

办的青年周，主题为“踏出舒适圈”（Out 

of Comfort Zone）。青年周从4月22日

的青年主日开始，为期一个星期。青年主

日的崇拜，邀请了卫理总议会的青年干事 

Michael William 证道，讲题为“跟随基督

进入祂的国度”和“上帝国度在地上，基

督是王”。

Out of Comfort Zone

22/4/2018



青年周的第二天，便是“Life Journey”博物馆的旅程。博物馆共有4个展览
室，分别是：“时光机”、“街友”、“酒池肉林”和“生命的终结”。

时光机带领我们回到童少时代，房间布
满了儿时的玩具、电子游戏、偶像剧等
怀旧气息的物品。过去，我们或许漫无
目的的生活，不曾为生活劳心和担忧。
但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是否还像过去
一样，生活得没有责任，没有使命，没
有负担？

青年周的前一星期日下午，郭进吟牧师为
青年人带来“个人布道”的训练，为青年
周的一项节目“Grab for God”作好准备。

在街友的展览室中，我们看见
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我
们是否像在教会里看着橱窗
一样，看着这些街友的难处，
却没有付诸行动，走近他们身
边，拿一杯水给他们喝呢？

15/4/2018

23/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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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池肉林的夜生活场所里，我们脑
海中出现的是什么呢？是论断还是咒
诅？我们是否为着这些人的灵魂而忧
心呢？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我们关心
了吗？他们是否是我们不想靠近的人
呢？别忘了主耶稣曾同税吏吃饭，向
妓女传福音。

丧礼是无可避免的，是人生命的终
结。当这些人在世的时候，我们是
否对他们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我
们是否有为主作见证，传福音给他
们呢？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将结
束，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
没有尽当尽的本分，将来见主面
时，我们无言以对。

走完博物馆后，郭进吟牧师给予青年人勉励的话。聚会结束前，我们进
行了简单的开幕仪式，郭牧师、传道和青年周筹委们把“脚印”贴在白
板上，表示我们需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教会不只是要庄稼多，那
肯为主作工的人则需要更多。



青年周第三天的节目是主题讲座，讲题
为“Facing the Giant”，讲员为来自巴
生卫理公会的汤鹏翔牧师。汤牧师以马
太福音28章16至20节向大家解释门徒的
疑惑。

耶稣死后复活，显现给门徒们看见。当
他们来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仍然还有人
疑惑。而“疑惑”一词在原文中并非指
少数，绝大可能不只是有些，而是所有
的门徒。

门徒是耶稣所带领，是紧紧跟随主耶稣
的人。与耶稣如此关心密切的门徒，却
存有疑惑。虽然疑惑，但他们仍然来到
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去拜他。

汤牧师指出，无论一个人信主多久，
仍然有可能跌倒、疑惑，甚至怀疑耶
稣。严峻的处境、逼迫或其他宗教的
兴旺等压力，冲撞着我们的舒适圈，
以致于冲撞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生
活中的巨人。这些可“见”或可“感
受”到的巨人，不断地扰乱我们的舒
适圈，以致我们对基督产生怀疑和疑
惑。即使有疑惑，我们仍要持续不断
地敬拜我们的主，使我们在这些困境
中破蛹而出，才能变成蝴蝶，在空中
飞翔。这正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去突
破和成长的。

耶稣明白我们的软弱，祂没有因为门
徒的疑惑而责备他们，反而亲自来到
门徒的面前，颁布大使命给他们，还
给了他们很大的应许：“我就常与你
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D.Bonhoeffer曾劝勉约翰卫斯理： 
“preach faith till you have it, and then 
because you have it you will preach 
faith.”当我们面对环境所带来的困惑
或内心中的巨人时，我们必须调整心
态，向门徒们学习，即使有疑惑，依

2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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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018

26/4/2018

青年周第五天的节目是“Grab for God”。
青年人藉着乘搭Grab，与司机交谈，落实
在“Comfort Zone”中刻意去接近人，分
享福音。活动由傍晚时分开始，青年人分
成8组，各自从不同的地方乘搭Grab，在
车上与司机交谈，藉此机会分享福音。

来到青年周的第四天——“Hold Onto God”，大家为接
下来几天的节目和教会各项事工祷告，同时也为着隔天
的“Grab for God”作最后的预备和冲刺。



27/4/2018

28/4/2018

青年周的第七天，也是青年周的最后一项节目——“街
友关怀”。晚上8时，约30位青年人聚集在副堂，聆听
徐智淳传道的信息——“我是谁的邻舍？”，思考基督
徒究竟在社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信息后，大伙儿预
备所要分发给街友的小礼物，之后便开车前往吉隆坡市
中心，与露宿街头的街友近距离接触。青年人与街友交
谈，让他们在入夜后的都市街巷感受些许的暖意。

青年周第六天的节目是“向属灵伟人学习祷告”，几位青年人
演示属灵伟人（Jonathan Edward、司布真、加尔文）的生平，
将他们曾经历的磨难以及心中曾面对的巨人一一述说，好让大
家从这三位属灵伟人的身上找出值得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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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营    30/4 - 1/5/2018      

2018年的导师营，郭进吟牧师继续了去年的主题，再次为大家分
享“领袖领导与生命塑造”，目的是让教会牧者、众执事、门徒导
师、主日学老师和各团契团长认识有关领袖的身份及圣经对属灵领
袖的原则，从中了解领袖的21个特质，进而在个人生命中追求圣灵
充满并委身事奉。

两天一夜的营会在八达灵新市堂的佳灵宅进行，出席者共有45位。
郭牧师分享了三堂的主题，出席者都专心聆听并参与讨论。

青年人预备给街友
的礼物。



5月6日，是第25届红本《门徒》及第14届绿本《门徒》之结业礼。

郭进吟牧师特别感谢5位愿意献身作《门徒》的导师，不辞劳苦地教导
主的话语。郭牧师也提醒会众要遵行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太28：19上）
“将福音传给万民（万民：原文是凡受造的）听。”（可16：15下）

在郭牧师的见证下，共有16位学员领取结业证书及《门徒》徽章。学员
与导师也藉诗歌《门徒装备，殷勤事主》立志要装备自己作主门徒，在
这悖谬的时代里，传主真理，殷勤事奉，讨父欢喜，荣耀主名！

《门徒》结业礼    6/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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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加坡的张汉林牧师于5月20日，
晚上8点整，假八打灵新市堂，以动人
的歌声和幽默的分享，给在场的会众带
来非一般的音乐布道会。

张牧师在其经典老歌说唱会呈献多首悦
耳动听的歌曲，如《主耶稣我要相信
你》、《祝你幸福》、《不在耶和华以
外》、《夜来香》、《小城故事》等。
牧师妙语如珠，他在每首歌之间，分享
他和家人信主后的生命故事，也分享他
过去三十多年布道所见所闻，他也善于
制造气氛，整个说唱会与会众们互动
密切，他还要求大家一起做手势,大合
唱，现场的气氛顿时被炒热起来。

张牧师也分享在他十八岁时，参加新加
坡的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冠军，当时有
三张合约等着他签。当时他面临人生的
重大选择，最后还是毅然放弃了娱乐圈
虚浮的荣华富贵，献身跟从神的呼召成
为全时间的福音歌手。

回首三十年走过的路，他无怨无悔，因
为神给的超乎他所想的，除了供应他物
质上的需要，并且让他拥有丰盛的生命
与心灵的富足。

节目将近尾声时，牧师对未信者发出呼
召，把生命交托给神来安排，进入耶稣
亲自为每个人打造的生命舞台。感谢
神！在场有6名非信徒深受感动，自愿
走到台前，在张牧师的带领下，一起决
志祷告，悔改信主。

最后，大家带着感恩的心情，平安散
会。

张汉林牧师
音乐布道会

20/5/2018    文／ 林慧美



6月9日是儿童诗班与少年诗班的训练
会及联谊会，孩子们按照组别坐下后，
心里期待着一整天的活动。颜佳蓉老师
提醒孩子训练会中的几项“规条”，同
时也告诉大家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每
项活动都有积分的贴纸。为了得到“赞
赏”的贴纸，孩子们在每项活动中，都
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郭佳恩传道为训练会做开始祷告。领唱
开始前的猜拳破冰游戏，大家兴奋又开
心，口唱心和赞美上帝。黄晓洁老师告
诉孩子上帝创造天地的伟大作为，并要
孩子常常祷告、读神的话并思考它。

接下来，孩子们分组进行声乐和乐理课
程。八达灵新市堂邀请了两位声乐老师
给予孩子们指导：林恩宏老师以有趣的
方式教导孩子正确的发声和练唱；钟依
玲老师也以活泼的教学方式让孩子轻松
的上乐理课。

儿童诗班及少年诗班
训练会及联谊会
9/6/2018    文／ 杨诗思

午餐时间，孩子按照自己所得的“帖
纸”领取食物。一些孩子因为上课有欠
专注，最后只落得吃白饭。好让孩子明
白自己的“问题”，愿意接受这小小的 
“处罚”。当中，有些孩子愿意分享自
己盘子里的菜肴，也有孩子愿意帮别人
清洗盘子，精神可嘉。

午间活动再以小组方式进行诗班训练和
为蒙古孩子写上祝福和鼓励的爱心卡
片。一开始，孩子都嚷着不懂如何下
笔，但在过程中，孩子都能写出发自
内心的鼓励与祝福。孩子都期望自己的
祝福能顺利送到他们的手上，尤其是看
完“蒙古的宣传影片”后，大家都有感
而发。当中就有孩子一直追问：“沟渠
真的可以住人吗？”、“这么脏；他们
没有屋子可住吗？”、“为什么他们要
睡在沟渠里？”、“有老鼠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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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颂赞会
晚间，出席的父母观赏了孩子一整天培训活动的影片。接
着，徐智淳传道为“颂赞会”做开始祷告。首先，钟依玲
老师和林恩宏老师合唱；少年诗班献唱“A Child’s Prayer”
和“主爱的大能”、少年人分享参加诗班的新历路程、恩
宏老师独唱“神应许”、儿童诗班献唱“创造歌”和“何
等恩友慈仁救主”。最后，儿童诗班和少年诗班联合献
诗“Dona Nobis Pacem”。

正当大家投入享受一饱耳福时，颂赞会也到了尾声，徐智淳
传道作结束祷告，也宣告诗班训练会完美落幕。



八达灵新市堂共有14位弟兄姐妹参与野新本宣，与野新卫理公会彼此
配搭和帮助，进行了家庭探访、祷告晚会、两天的假期生活营和恳亲晚
会。本宣为期三天，即6月8日至10日，主题为“Love@Jasin”。

6月8日，本宣队员进行家庭探访，当
天共探访了17个家庭，当中有野新教
会的会友、年长者、主日学和幼儿园的
学生家长等。除了寒暄问候，也为需者
祷告、分享福音。

6月8日晚上为祷告会，许庆龙弟兄
以约一3：1；4：19和林前13：4-8
的主题经文来为个人、教会和本宣
的各项事工祷告。

野新本宣   8-1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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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6月9日至10日为假期生活营，
共有63位孩子参与。生活营
的节目丰富精彩，有短剧、圣
经故事、竞技游戏、小组活动
等，孩子们尽情参与，不亦乐
乎。

6月9日晚上为恳亲晚会，约有40名成年人出席，当
中有许多是假期生活营营员的父母和家人。恳亲会邀
请了方陈以祝师母担任讲员，为大家带来讲题“亲亲
儿女情”，以多处的圣经人物和故事来谈亲子关系。
每一位孩子都在恳亲会中呈献节目，有舞蹈和唱游。
孩子也把自己亲手做的手工花束送给父母，让出席的
父母惊喜万分。恳亲会后有茶点招待，本宣队队员在
此时刻与出席者交谈，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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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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b for God”乃是青年周的活动之
一。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有机会藉此
活动向别人分享上帝的爱。 

那晚，我们从八打灵再也“SS2”乘车
到万达广场（One Utama）。此活动的
目标之一是向“Grab”公司的司机传
福音……

我们与印裔司机的谈话过程中，得知
他是一名基督徒，而且还协助教会栽
培门徒。与此同时，他获知我们正在
进行“Grab for God”的活动，并希望
向“Grab”公司的司机传福音。印裔
司机欣喜万分，并且自愿协助我们跟进
印度同胞的司机。这份热心给了我们很
大的鼓励。
 

分 享 爱

 Amy Yu

抵达万达广场后，我们遇见两位来自尼
泊尔的保安人员。虽然他们不认识基
督，但不抗拒且乐意与我们分享他们的
家庭、工作和生活的担忧。我们为他们
的需要祷告，同时也递给他们“祝福卡
片”。

回程中，我们又遇到印裔司机。他为了
养家糊口，没法之下需要兼职做司机。
虽然他对基督教并不陌生，但是对他而
言每个宗教都是好的，没有对错之分。
我们只能告诉他上帝爱他，也鼓励他在
遇到困难时可以向上帝祷告。他特别感
激我们带给他的祝福。我相信上帝透过
刚才的联系，使他得着欣慰……

我们应当时刻都活出基督的样式，如此
才能让身边的非信徒看见基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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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能在一些地方追求喜乐，但喜乐却不在那里。
那些地方包括良好的名声、成功的事业、名望、成

就、嘉许、舒适的生活、金钱等。我们看似拥有许多，却
又像一无所有。有钱的时候，想要挣更多的钱；没钱的时
候，想方设法地节约开支。似乎人无论有钱或没钱，都无
法处之泰然。

当事情的发生与我们自身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大脑中枢
系统就会启动一个机制来保护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提
问：

这样做对我可有好处？
若要我放弃那个，会损害我的利益吗？
在和解的过程中，为何要我先认错，这令我多没面子。
若要我赠送一样东西给一个正迫切需要那样东西的人，我
乐意这样做吗？
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不属于我的职责，为何我要负责，我
只需做好自己的事就足够了。

以上的问题显示我们的思考模式，都以自己为中心，这也
是我们常常不能喜乐的原因。

我 们 怎 么 想

上 帝 怎 么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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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自己为焦点，想一切对自己有益的
事，远离一切会伤害或有损利益的事情。有
些人的家训是：没有利益的事不要做，多做
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这叫人变得势利眼、
功利分明、更加唯利是图。试想想，若做每
一件事情，都要步步为营、精心算计后才
行，会有多累？不只心累、身体也疲累、整
天算计导致人忧虑，无法喜乐地享受所拥有
的一切，这样做，值得吗？

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有提
到，无论神将他放在任何的境况里，他都能
靠主常常喜乐，他知道如何处卑贱、处丰
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秘
诀在于他凡事都知足感恩。（腓4：10-12）

若我们坚持以自己为中心来思考，这会叫我
们失去比拥有的更多，因为我们的眼睛会被
世俗蒙蔽，看不到自己手上握着的幸福，贪
婪的心开始往外搜索，内心的无底洞越来越
大。

当我们的生活以上帝为中心，当
我们愿意相信祂会看顾保守一
切，我们无需忧虑，无论顺境或
逆境都出于祂的手。上帝说：我
们可以卸下自己的忧虑重担交给
祂。（彼前5：7；箴16：3；诗
37：5，	 55：22）我们无需为自
己筹谋策划，因为上帝已经预定
了我们各人的人生蓝图，只要专
心依靠祂，一切都在祂为我们量
身定做的计划里进行。

我们什么时候愿意调整焦点，不
再看自己，将眼目注视上帝，到
那时候喜乐就会来叩我们的心
门，带我们离开患得患失的生
活，让我们享受生命中的每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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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有机会参与“2018
年马来西亚基督教医院探访

事工初阶课程——你所爱的人病
了？”活动的宣导工作。我把本身
的故事向大家分享。

其实，我参与医院探访的资历还很
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
在两位相识的姐妹鼓励下，我决定
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只希望能藉
此让更多人成为医院探访事工，以
及让更多非信徒认识我们的主。

事奉主是基督徒的权利和福气，有
机会参与服事尊贵荣耀爱我们的
主，是极为荣幸的事，因此事奉主
是我们的权利，也可以说是一种特
权。

探访病人则是服事神的重要工作。
主耶稣开始行道就探访病人，医好
彼得的岳母。

感谢主，让我成为基督徒后，可以
事奉主和服事神。从事奉中更多地
认识神，认识神的神性，认识神作
事的原则，认识神的全能。

不论事奉还是服事，都不是看我们
所做的工作，而是看我们的心态。

我们工作的动机可能是出于需要、责
任、成就、兴趣，但服事却是出于爱
心……我们应该向我们的主学习。“我
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
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
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
作……”（约13：14-15）

在事奉和服事的过程中，也非常感恩有
来自不同教会弟兄姐妹的鼓励和支持。
从他们的分享中，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
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也明白到
这一切都不是尽责任，不是看酬劳，不
是得人称赞，纯粹只是用感谢爱主的心
来事奉。

事奉主是蒙福的，愿与人一同事奉一
同蒙福，分工合作，分层负责，不一
意孤行，不单枪匹马。（弗4：11，	
12，16）愿以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

服事主是一份恩典
 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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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中旬，我荣休了。同年的10
月中旬，我以感恩之心参与学校举办
的教师旅行团到中国西安旅游。在西
安时，发生了一则有趣的事……

某个早晨，一位年轻的男同事，他偷
偷地告诉我他肚子不舒服，泻了很多
次。我当下觉得有点奇怪，他为何不
告知同房或校长呢?我见他无助的样
子，也没多问，只提醒他多喝点温水。

他是独生子，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旅
行，平时习惯依赖父母，现在遇到问
题便慌张，我反倒有点同情他，便主
动关心他。西安气候相当寒冷（12°C ~ 
20°C），我借了件比较厚的寒衣让他
保暖，同时提醒他要注意饮食，多休
息，身体才能复原得较快。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莱

多日后的他，情况似乎没好转，我
便委托导游给他止泻药。他看起来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惹得其他同
事都不理睬他，认为他总是依赖别
人照顾。我则想起圣经中的一句
话：“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
要顾别人的事。”（腓2：4）	

因此，我与他上演了一幕“母子情
深”的小插曲。    
      
身体的不适，导致他没什么胃口，
我托导游要求餐厅准备一点清淡的
粥给他好下肚，暖暖身。不知为
何，他还是不想吃。结果，我以哄
小孩的方式，一口一口喂他，全场
哄堂大笑！旧同事们笑我多了个干
儿子；导游赞我是个好有爱心的张
妈妈。

此后，他开始紧紧跟着我，吃喝都
要在同一桌。圣灵提醒我，不如为
他祈祷，求主教导他如何照顾自
己。我征求他的同意后，便马上开
声为他祷告。结果，祷告后，见他
开朗多了，我也较放心。

感谢主，让我在旅游之余，还有机
会助人一臂之力，荣耀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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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彼后3：9下）

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呆呆地望着它……这句话，仿佛
对我很遥远，但又感觉它深深刻在我脑海里。曾几何

时，我与神立约，要放胆去传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不知
何时，我把目光转向自己，为着自己而奋斗，被世俗之物蒙蔽
双眼，选择性地传福音。那，我是不是在使别人沉沦，陷于火
焰当中呢？我的弟兄在哪里？ 你的弟兄又在哪里？

2018年的青年周，让我最感兴趣的活动是“街友关怀”。我
常常自我辖制于谁才是我的邻舍，导致我只选择想要关怀的
对象。这次是我第3次参与“街友关怀”活动。这次与之前的 
“街友关怀”活动截然不同。之前，我只是去分发食物和水给
这些街友，并没有与他们对话；这次，我有了另一种体验：必
须与他们对话。 

活动前，我已开始担心如果街友是其他国家的人，语言不通，
该怎么办？此时，圣灵提醒我：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
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约1：9）

这句经文再次激励我，只要我去，上帝必与我同行，前面的路
完全交给神就行了。

我是谁的邻舍？  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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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区域，我们走到一家位于角落的
嘛嘛店。在那阴暗的角落，透进一丝丝
的微光，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排的街
友坐在那里，有的休息，有的则在聊
天。我们便开始我们的“使命”，各自
拿出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他们。

此刻，我走向一位戴着画家帽的叔叔。
他接过礼物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把我
愣住了：“谢谢你们的礼物，你们以后
不要再做这些事了。”这句话倒抓住了
我的胃口，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
这么说。我便和叔叔开始聊起天来。

叔叔是一位很畅谈的人，说着一口流利
的英文，言语带有勉励性。他在街头度
过了46年，从槟城到柔佛，现在则常
住于吉隆坡。他是这些街友的领袖，街
友们都很服从他，只因他常常以宗教的
教导来鼓励这些街友。

此时的他劝我们不要再做这些事，理应
在家好好读书，发奋图强，不该浪费时
间在他们身上，这些乃是政府的责任。

于是，我偷偷地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
的答复让我既欣慰又无奈和难过。他认
识耶稣，心里朝向主，但因为被回教徒
围绕着，他不能改教。

我又问他：既有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
不找一份好的工作?

他露宿街头的导火线乃是感情的破裂，
导致他对生活没有任何盼望……

一位大学生——工程师竟然露宿街头！
现今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很满意自己的
生活，自由自在。其实内心是虚空的，
人生并没有盼望。

我不知道那位叔叔真正认识或接受耶稣
吗？但我知道还有很多邻舍并不认识耶
稣，不知道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钉死
在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死而复活升天
的耶稣。

此刻，我该问问自己：“你是谁的邻
舍？你的兄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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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在以弗大悯展开，大卫和歌利亚
的战斗延续到我的心里……

我抱着一颗期待的心参与青年周。在博物
馆的旅程中，我布置了其中一个展览室，
那是“丧礼”。人在世上的时间很有限，
我是否好好把握光阴？还是在浪费生命
呢？我是否时刻警醒？又或轻忽自己的生
命？我是否及时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

我想参与宣教，把福音带到偏远之处，让
那地方的人有机会认识福音。也许我会
被杀，或死在牢里等凶险的局面，但我愿
意！希望话不要说得太早，但这确实是我
内心的感动。

接下来，我坐上“时光机”，回到年少时
光。除了过去，我现在还在沉迷些什么
呢？追星（拜偶像）？贪爱物质？懒惰？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
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2：49）
我究竟有没有以父的事为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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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2：37-38）
我有如此爱神吗？

我的博物馆旅程  Grace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袮
的名为圣。愿袮的国降临。愿袮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太6：9-10）
这 是 我 诚 心 所 愿 ， 竭 力 所 求 的
吗？

在“街友”的展览室里，我才明
白所谓的街友，并不是乞丐。这
些 街 友 都 有 工 作 ， 只 是 收 入 太
低，无法负担房租。同时，我也
发现一项惊人的数据，马来西亚
在短短四年内就增加了1900名街
友，目前共有2400名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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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
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
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
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
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
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5-
17）

面对这些街友，你行出来了吗？还是
你骄傲，怕麻烦呢？对于他们的需
要，我发现自己无动于衷，求神帮助
我，除去我的冷漠。

最后一个展览室，是烟酒熏天的“酒
池肉林”。炫丽光彩的霓虹灯与震耳
欲聋的音乐，冲击着身上的每一个感
官。看见这些往夜店混的人群，你鄙
视他们吗？你高高在上吗？你论断他
们吗？你自以为义吗？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
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
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
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
罪人悔改。’”（路5：30-32）
我们知道这些我们鄙视的人上帝很看
重他们吗？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
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
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
样。”（弗2：3）
我们怎能说自己比他们好呢？我们都
是罪人！

回想起自己还没进大学时，我曾和这
一班的朋友相处。我为了了解他们的
生活，跟着他们去飙车，结伴到酒巴
喝酒，骂粗话等等。我想融入他们的
生活，找机会让他们认识神。那时，
我才刚信主，很快就随波逐流，险些
回不了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没有
好好为他们祷告。现在回想起他们，
我都会为他们的救恩来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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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奇妙！同样的一段经文，相隔一天后再次出现，莫非这是巧合？

灵修札记  CT

6月1日灵修
主题：惊人的问题
经文：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主啊，袮是知道的。（结37：3	）

往往我们内心会如此笃定，只要多读圣经、多灵修祷告、动手做点事
（殷勤事奉），那我们肯定没有问题（指灵命光景良好，不会偏离主
的道），事实是这样吗？

这篇灵修短文提醒我们，真正与神同工的人寥寥无几，而为神工作的
人却很多。我们宁可为神工作，却不愿意信靠祂。显然，动手做点事
比信靠神来得容易。《圣经》提醒我们，救恩是出自神的恩典，罪人
能否变成圣徒、扭曲的生命能否变得正直，全在乎那人是否愿意全然
信靠神，而不是出自那人手所做的工作或努力。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
着救恩，也无人能靠好行为得着永生。

信靠这词，顾名思义就是不设防线与底线地全然依靠。与神同工，不
是将冲动误认为感动。凭血气行事，最终只会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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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绝非巧合之说，只是袮还有要对孩子说的话。

6月3日主日崇拜
证道主题：你看见什么？
经文：以西结书37：1-10

先来自我审视：
教会（指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如何？是否灵命已成极其枯干的骸骨？
我们是否已披戴基督，预备好自己在生活里做光和盐的职分呢？
在生活与工作里，非信徒能否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呢？

以西结知道骸骨能不能复活，全在乎全能的神。只要神愿意，祂能叫
骸骨复活。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领受神的这份好意。我们能否得着这
份恩典（复兴的生命 / 复活的生命）在乎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主权
吗？是完全放弃？还是仍有所保留呢？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些地方会
被列为禁足区，我们不愿意让人踏进去，连神也不例外。

当神的灵让我们看见自己离开神恩典后的本相 （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清楚知道在我们肉身中，并没有良善。若不是法律的束缚、若不
是人身上仅存的良知，及社会的道德规范，我们早就脱离自己的生命
轨迹，做出一些令自己也乍舌的行为举止。

若非神的怜悯，我们早就死在自己的罪里了！若非神的保守，我们的
生命还会如此稳妥吗？若非神的供应，我们的生活早就苦不堪言，还
能像现在天天饱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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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是弟兄，虽然过了适婚年龄，也较容易找到和自己年龄
相近的姊妹为妻，但当然是要有主的带领；你若是姊妹，虽
然机会少，也不要灰心，要继续仰望神，或者经历神奇妙地
安排另一半。

再者，若你已过了适婚年龄，虽然自己没有守独身的恩赐，
但仍然要依靠神，从神那里得着安慰、扶持、安息和力量。
经上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
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
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林前7：34）所以，要留意：
当你面对这种际遇，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而怨天尤
人，对神冷淡退后，内心满了苦涩；你反而要将一切内心的
痛苦向神倾心吐意，祂必赐下诸般的安慰和够用的恩典，使
你能仍旧靠主常常喜乐，在逆境中作主的见证人，使主得着
荣耀。并且你能靠着主如上述经文所说，更加专心在教会中
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更大。

圣经里记载女先知亚拿，出嫁七年后就寡居了，后来一生在
圣殿中祷告、教导百姓、昼夜事奉神。（参路2：36-37）虽
然她有悲惨的遭遇，但她却能靠着神，将它化为祝福。

还有，你也要找教会中同是过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姊妹为属灵
的同伴，互相扶持、代祷、勉励，并一同跟随主。

摘自：《信徒恋爱婚姻60问》，程蒙恩著。

我已过了适婚的年龄仍找不到对象，

又没有守独身的恩赐，我该怎么办？

恋爱资讯站

参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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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智慧

转载： 《犹太人的生活智慧》，郭庆著。

酒与色
犹太是一个喜欢喝酒的民族，这一点
和中国人相似。

古时候宫廷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
宴，宴宴不离酒。皇帝爱喝酒，群臣
百官爱喝酒，山野村民爱喝酒，绿林
好汉爱喝酒，文人雅士爱喝酒。

而今，多少笔生意就在酒桌上做成
了。

《犹太法典》上说：“早晨的酒是石
头，中午的酒是红铜，晚上的酒是白
银，三天喝一次的酒是黄金。”

犹太人把法典的规定视为金科玉律，
所以他们饮酒很有节制，好难得在街
上见到犹太人喝得酒气熏天，烂醉如
泥的。即使在犹太文学中，也很少见
到这种描述。

犹太人就是这样和酒保持着有点粘又
不太粘的关系。

犹太小孩从小就尝到葡萄酒的味道。

安息日，酒是必不可少的。

《犹太法典》说：“饮酒适
量，可以促进头脑灵活。”

又说：“饮酒过度会失去理
智。”

许多拉比都承认，酒是一种奇
妙无比的东西。只要有酒，就
可以少用许多药物。

一到夜晚，其他民族的许多人
都会喝得东摇西晃，犹太人则
适饮而止。或者到书房翻开书
来充实自己，或者倾听美妙的
音乐，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他们认为禁欲是拒绝神赐予的
幸福，来世必定受罚；但任
何乐趣和工作要适度，不可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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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孩子常要帮忙做家务，例如烧饭做菜、洗碗碟、
擦地板等，体力劳动对他们是等闲事，间中不免有怨
言，但最后总会勤勤快快地去做。

现在的孩子已很少做家务。一方面因许多家庭都聘有外
佣，做家务是她们的责任，甚至少爷大小姐的书包最好
都由她们代背，才不浪费那三几千的月薪。另一方面许
多父母以为孩子最好集中精神读书，“升学主义”比一
切更加重要。

岂知，孩子一旦免于负担家务，对家庭的归属感、与家
人的关系，以至对家庭的感受，都大大打了折扣。

哈弗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孩子在童年时若常做家务或分
担一些简单的工作，长大后会比较快乐。他们以四百五
十六个十岁大的孩子为研究对象，做长期的追踪调查。
结果显示，不管这些孩子的智商、家庭收入、种族背
景、教育程度如何，其童年时代如果常帮忙父母做些简
单的家务，或工作过，都比那些童年无所事事的孩子来
得充实且快乐。

该研究的主持人符德博士说：“透过这种磨练，很容易
使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一员，进而获得别人的嘉许与尊
重，这是他们充满快乐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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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担家务更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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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不正，即便做的是宗教事务，也不算事奉；
心态对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善行，也算是事奉。

本图取自《别搞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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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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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坊

Every Christian that is not in heaven still struggles with sin. Many struggle 
with addictions. Addictions to marjuana, to alcohol, to pornography, to 
gambling, to overeating, to shopping, and so many other sins....

罪容易使人上瘾……

 Cassandra

Sin is indeed addictive. My addiction is shopping. I think 
that shopping mall is a place that can let me release 
stress. The consequences of shopping is you will waste 
your parents' money. Stop going to shopping.

 Wei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Feeling guilty, and wasting time. Not having 
enough time to do other things that I should do.
How to overcome? Stay away from the things that you’re addicted to, 
like cell phone and etc.

 Isaac Ling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all 
addictions come in all shapes, for example the physical pain. In order 
to escape and overcome sin, we must have faith in God, always pray to 
Him and follow his commands.

 Angeline

Devils are around and try to destroy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To overcome, we can pray to god and ask him for help, and try 
our best to avoid and against the addiction.

54



 Phoebe Kong Tien M

我同意犯罪会让人上瘾。看太多韩国男子音乐团体“BTS”的节目
有点浪费时间，一边听歌一边做功课，使我无法专心。平时上课也
会忽然想起他们。
解决方案：以后都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他们身上。

 Joey Tan

犯罪的道路是容易的，也容易让人上瘾。
解决方案：坚定信念。  Kong

尽力远离那些容易犯罪的事物。

  Faith Ng Sze Huey

Sin is indeed addictive, my addiction is my mobile phone, you may say 
that I am its “slave”. The consequences are like lack of sleep, tired eyes 
and etc. Although it is usual to be addictive to these sinful things but 
I don’t intend to be its “slave” forever. I will try my best to overcome it.

 Ruben Lau

The consequence of sin is death. God doesn’t want us to sin, either 
does he want us to die. So, God sent Jesus to die for us, and whoever 
believes Him shall be saved. But normal days, we still see Christians 
who struggles with sin. Addiction is when we put that particular thing 
as priority in our lives.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is to not do it, but it’s 
easier to say than to do. That is why we need to pray and read bible for 
God to help us, give us strength and wisdom to overcome it.

 Mah Jing Xuan

Sin can make you be addicted to alcohol, drug, gambling and etc. 
But we can escape or overcome sin by believing in God.

 Nicole Ng

I can’t stop watching dramas.
Reading bible and pray, build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may help me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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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cilla Yong

You can’t stop youself from addiction when you’ve started to do it. The 
addictions wi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you, because you 
do not spend time with Him. Pray to God to help you to control yourself. 
You must also remind youself while doing these addictive activities.

 Matthias Cheah

The consequence of sin is death. Reading the bible and praying to God 
can improv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at let us know how to  
differentiate the good and the evil with the wisdom of God.

 Rachel

Sin is addictive, it is the nature of human. If we sin, there will not be 
only physical punishment, but also the mental punishment. The 
guiltiness is inside us when our sinful deeds are overwhelming. 
It stops us from entering the eternal kingdom of God. When we 
sin, we should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and repent. Nobody is 
perfect, but I will try to avoid sinful deeds.

 Sean Tan Sze Yong

The only consequence of sin is death. The best way to escape from 
it is  through reading the words of God (Bible).

 Charlotte Chen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can be all different kinds, depends on the sin. 
Like idolater, their grades might drop if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oppa”. We can try to control ourselves by relying on God and pray to God. 
Let God’s rules be engraved in our hearts and remember to follow if always 
and try not to condemn sins. Basically, self-restrain and relying on God. If 
we comdemn a sin, we must not tolerate it and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People aren’t perfect and we will make mistake, but what important is we 
come to seek God’s face and ask for forgiveness with a pure heart, then we 
can start over and don’t do the same deed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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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wn Liu

when we’re addictive to something, we will start leaving God. When 
we leave God, we will do more sinful deeds. 

  Man

I watched too much “BTS” videos, it wasted lots of my 
time. Even though these videos can really entertain me, 
and the guys are very handsome and attractive, but I 
always feel guilty because I didn’t follow my schedule to 
study. I try not to watch BTS too much and pray to God.

  Michelle

I feel guilty but I still do it even after knowing how bad it is. I have 
been writing notes to remind myself not to repeat those bad habits. 
God may use something else to make me understand and repent over 
the sins I’ve done. I hope it pays off, I should start praying more often.

  Chloe Chen

The consequence of sin is death and being bound by 
the sin for life.
Pray to Jesus and ask for His forgiveness, believe that 
He will deliever you from sin. Also, keep yourself away 
from things / people that cause you to sin.

  Jeannie Hii

I always watch much TV programme and forget to 
do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do. I can pray to God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ins in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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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田

爸爸：李宣道
爸爸，谢谢您的爱！您每天都努力的工作、
赚钱，让我们一家人三餐温饱。

～李维圣

爸爸：刘锐辉
谢谢您每天抽出时间和我一起玩。您每天舍己为人，出钱
出力养活家庭。除了工作，您也打理家务，谢谢您！

～ 刘绍俊

爸爸：黄勇名 
非常感谢您把我抚养长大，您为
了养家糊口，付出了许多。我想
对您说：“谢谢您，我爱您！”

～ Brian Wong Chee Bin

爸爸：陈华浓
谢谢您对家庭的付出。我学会了感恩、
不埋怨。祝您父亲节快乐，我爱您！

～ Joanne

爸爸：王祯顺
爸爸，谢谢您！为了养家，辛苦您了！
愿上帝赐福予您！

～ 王佳宣

爸爸，
我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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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余根汉
爸爸，我爱您！谢谢你为孩子付出了许多。
祝您父亲节快乐，辛苦您了！

～ 余鸿捷

爸爸：游代顺
爸爸，我爱您！请您原谅我过去所犯下的
一些错事。谢谢您一直以来为我的付出。

～ 游德智

爸爸：Charles Hii Teck An
爸爸，谢谢您！
你每天早出晚归，
为的是照顾我们。
爸爸，我爱您！ 

～ 许家怡

爸爸：蓝海珊
谢谢您无私奉献的爱，I  love  you !

～ 蓝方悦

爸爸：Simon Ng
谢谢您的付出，
把我从小养到大。
我很爱您！

～ 黄忠乐
爸爸：
亲爱的老爸，您辛苦了！您平日上班非常
疲累。我祝您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 阮宇轩

Daddy: Teng Ing Siong
Thank you for caring us for years and 
giving us a good living house.

~Matthew Teng

爸爸：陈华浓
爸爸，谢谢您把我养大，辛辛苦苦
赚钱给我用。我爱您！

～ 陈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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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dy: Wong Kwong Hing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caring us. I love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lovely home.

~Wong Hui Ying

Daddy: Francis Lau
I love you and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me. Even though 
you are working most of the time, but I know that you want to earn 
more money for the whole family. You wake up about 4:30am every 
morning, and I really, really want you to get more rest. Although we 
are not wealthy, we are happy and healthy.

～ 刘嘉恩

Daddy: Daniel Foh Hock Guan
Dear father, I wish you a happy father`s day!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and letting me to have a safe place to live in and I can have a very nice 
school, Thank you for earning money. May the grace and blessing of 
God be surrounding you and 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 Foh Shuen

Daddy: Boon Joon Siang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gave to me, sorry that I only got 
67% in my Science subject. I love you! 

～ Ashley

爸爸：江伟山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for your 
caring and providing us food and shelter.

～ L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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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者 沃恩·罗伯茨	
译者 田春凤		
出版 改革宗教出版社
版本 2012年5月	初版

上帝的蓝图

作者 提摩太●凯勒			
译者 申美伦
出版 校园书房
版本 2017年5月	初版

被钉十架的王
——重新认识

								马可福音中的耶稣

你是否受够了世上各式各样虚假的谎言？你是否渴望挣
脱种种綑绑你的思想和限制？《被钉十架的王》要告诉
你，耶稣这位真正的君王，祂的福音，将丰富我们的生
命；祂的恩典，将启动我们无比的未来。

提摩太●凯勒牧师擅长以圣经经文作为辨别真伪的利剑，
刺入我们习以为常的信仰惯用概念，带领你我深究信仰
的核心：真正的君王是谁？究竟是耶稣，还是我们自
己。《被钉十架的王》沿着马可福音深入耶稣生平，不
仅定位耶稣君王的身分，藉此凸显你我心中各式各样的
假王；更探讨耶稣被钉十架的目的，为每一个愿意跟随
祂的人，描绘生命的异象和愿景。

旧约中的饮食律、用动物献祭和圣殿，究竟跟耶稣基督
有什麽关係呢？出埃及的事件、大卫与歌利亚，以及狮
子坑中的但以理又有什麽意义呢？这些伟大的故事要传
达给我们什麽信息呢？这本书提供给你一个架构，可以
让你自己去找到答桉。

作者提供了一种认识圣经的整全观点：透过“神的国
度”，将圣经各部分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并看出它如何
指向耶稣。读者可以从此书经历到三件事：一、从整本
圣经中认出基督；二、使用整本圣经向人传讲基督；
三、藉着整本圣经而更爱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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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图书馆					馆藏新书

作者 布鲁格曼	
译者 戚时逝	等	
出版 校园书房
版本 2016年7月	初版

土地神学

作者 郑新教、李雀美
出版 天恩出版社
版本 2007年1月	初版

巴拿巴的服事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可能抽离土地来思考人
的，人无法离开土地而生活；相反地，土地，应该是有
故事的地方，是立约的上帝所赏赐给人类的礼物，不容
人以贪婪之心据为己有或任意恶待。作者提出上帝、土
地、妥拉／律法书三者的汇聚，作为我们今日思考土地
议题的依据。 

本书的内容极具价值，是很少作家触及的题目，却是重
要的一环。藉着探访与关怀，往往能带来全家归主，作
者就是屡试不爽的高手。作者将多年经验，以“将理论
浅语化”、“服事见证化”、“诗歌CD化”三管齐下，
集结成以爱激爱、以生命激生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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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新知

德国品牌 Just Mobile 推出“ShutterGrip”，利用
指尖触控即可拍照或录影。只要将ShutterGrip夹
在手机上，可以随意调整位置，不会再因为手太
短而按不到快门。ShutterGrip手把下方配有脚架
孔，能支援各款脚架或自拍棒，配合摇控手把控
制快门。它的体积轻巧，仅有45g，可随意置放
口袋或包包裡。

手机握把

日本企业 Asahi Power Service 在无人机上装上一把伞，然后
利用人工智慧和摄影机追踪使用者，从此撑伞不需用到手，
而是由无人机代劳。这个免手撑洋伞 Free Parasol，是由一把 
150公分宽的阳伞和一架无人机所组成，能够当阳伞遮蔽阳
光，也能提供基本的挡雨功能，一趟飞行时间大约20分钟。

2
飞行雨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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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请寄至：

maizi@pjstate.org            

截止日期：

31.8.2018

荣神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10：31）

保罗要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注意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并在享有自由的同时阐

明行事为人的根本准则——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不是单纯地唱歌赞美，荣

耀神是要靠我们的行事为人，哪怕像吃饭饮水这样的小事我们都要荣耀神。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我们要鉴查自己的行为，做“应该做”、“值得做”

的事情，且要体谅别人的看法，不要因为自己而伤害到别人。我们是主耶稣

在这个世上的代言人，我们既有着神的样式，就不能肆意地将自己的行为陷

在罪恶之中，要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

主题：
67期

徵 稿

为 打 造 一 台 方 便 携 带 的 唱 盘 ， 台 湾 推 出
了“Spinbox”傻瓜唱机，它是由轻盈却扎实的纸
板所做成的本体，以DIY的概念增加乐趣，透过一
个个步骤和零件组装，10分钟内就能完成一台唱
盘。外盒包装上还附上手提把，让黑胶音乐方便
携带；使用USB充电技术，可支援行动电源、手
机充电头等，种种设计都让黑胶成为外出活动的
全新配备。

黑胶傻瓜唱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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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期 圣经里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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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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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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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哪种动物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太19：24)

2. 但以理曾被扔到什么坑中？(但6：16)

3. 懒惰人要去察看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箴6：6)

4. 哪种动物说话拦住先知？(民22：28)

5. 哪种动物诱导夏娃吃园中果子？(创3：1)

6. 什么动物吞了先知约拿？(拿1：17)

7. 埃及的第八灾主角？(出10：14)

8. 等候耶和华的必如什么展翅飞翔？(赛40：31)

9. 耶稣论到审判时绵羊放右边，左边放什么？(太25：33)

10.浪子回头的故事里，浪子与什么动物争食？(路15：16)

11.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也不要把圣物丢给什么？(太7：6)

12.圣经中常用来形容圣灵的形状像什么？(路3：22)

66



65期 答案

以诺

约瑟

以色列人

雅各

撒拉

亚伯

妓女喇合

亚伯拉罕

摩西

挪亚

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而得了称义的见证。























在所应许之地寄居，
过着居住帐篷的生活。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临终时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看同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
他们过红海如行乾地。
围绕耶利哥成7日，城墙就倒塌了。
因着信心善待以色列的探子。

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
已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

 林睿婕
 叶乃荣
 王佳宣
 林睿铭

 Annabelle Chong

65期 信心英雄榜 连连看
得奖者名单



2018 青年周  >> pg26

野新本宣  >> pg37

儿童诗班与少年诗班训练会  >> pg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