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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是个忙碌的月份，大专院校生忙
考试丶父母忙子女假期安排丶上班族进
入业绩最后冲刺的阶段；十二月是一年
的尾声，婚礼丶同窗聚会丶购物促销也
赶来凑热闹；十二月有不少传统节日，
基督徒都在为圣诞节忙碌。

圣诞季节将临，相信各大教会都忙碌筹
备，期望圣诞聚会办得比往年有声有
色。信徒们趁着年末前尽好本分传扬救
恩，积极踏进忙碌的服事中。在这忙碌
又热闹的季节，你怎么预备自己的圣诞
节？

普 林 斯 顿 神 学 院 哲 学 教 授 卡 列 特
（Emile Cailliet）在他的一篇文章——
《理解我的那本书》，写下自己一段经
历。一战期间，卡列特在陆军服役时被
子弹击中而住院疗伤。在复原过程中，
他渴望有一本书是可以理解自己的，但
这样的一本书始终都不存在。因此，
他决定着手为自己打造一本。在每一次
的阅读中，每当发现某段文字特别打动
他，他就将那段文字抄录，收集成册。
一天，卡列特拿起自己精心制作的选集
来阅读，每一段文字虽提醒了他当时的
情境，但一切已事过境迁，庞大的失望
感涌上心头。他知道这一切的努力都是
白费，因为那只是自己做的。

汤镇遥
《麦子》主编

主编的话

正当卡列特失望之际，他的妻子正好
散步回家，手上拿着一本法文圣经。
卡列特伸手接过圣经，翻到福音书开
始阅读，一直读到深夜。“正当我阅
读它们的时候，在其中说话并行动的
那一位在我眼前活了过来。……原来
这就是那本理解我的书啊。”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渴望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圣诞，我忙着打造自
己理想的圣诞。忙碌常使我忘了我需
要那位可以理解我的神。

若不是神使人内心苏醒，听了福音
的人也没有一个能悔改信主（弗2
：4-10）。罪人选择接受基督，只
因为神拣选他们去做这个决定，祂更
新人的心灵，感动人接受基督。

神是信实的，我们确实已在基督里找
到永恒的归宿。你是否在忙碌的服事
中，享受圣诞的平安喜乐，从中找到
耶稣？



东方博士的圣诞 文／郭进吟牧师

主题故事

经文：马太福音2章1-12节      
 
“博士”这称号，无论是现今或古代，都代表为博学多才、聪明智慧、
且有能力的人。圣经旧约亦有两卷书提及“博士”这词，即在《创世
纪》及《出埃及记》中。当时的“博士”可称为埃及法老的智囊团，因
此通常与术士一起出现，为法老提供意见、解决难题。反观新约，只有
《马太福音》提及“博士”这词汇，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东方博士。

马太福音2章1-12节，此经文记载了一段关于东方博士前来朝拜婴孩耶
稣的故事。首先，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以便帮助我们更了解“东方博
士”。第一，东方到底是指什么地方？第二，博士到底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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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到底是指什么地方？
伯利恒的东方，可指近距离的巴比伦
或玛代波斯地区（即今日的伊拉克和
伊朗地区），或远至印度或中国。然
而，哪里才是圣经所指的东方呢？圣
经提及当时的东方博士觐见了希律
王，希律王得知消息后，下令把两岁
以下的男婴给灭绝，以便没人能动摇
他的王位（太2：16）。根据此线索，
东方博士只不过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抵达以色列境地，自然不可能是远
至印度或中国的博士，最有可能的乃
是靠近以色列的巴比伦或玛代波斯地
区的博士了。

博士到底有几个人？
知道了地点，就来考究人数。无论在
现今或古代，中东地带的骆驼队伍，
基本上都以10人至100人为一队。内
有其队伍的主人、佣人（打点路途所
需）、脚夫（负责牵骆驼），甚至需
要雇兵（确保路途安全）。因此，不
论是三位博士或十位博士，其骆驼队
人数肯定不少。然而，圣经又有什么
线索让我们考证呢？圣经清楚的提
到，博士献上三份礼物给小耶稣，其
有黄金、没药及乳香（太2：11）。
因此，从这，许多传统圣经研究者将
其推敲为三位博士带着三份礼物来朝
拜耶稣。其实这确实有些牵强，10
人送3份礼物，1人送3份礼物都是可
行的，所以当然有没有最准确的数目
字。人数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反观更
重要的乃是东方博士千里迢迢的离开
本处、本地及本乡，辛辛苦苦地来到
了伯利恒，为的就是要朝拜耶稣。

耶稣的君王身份与样式
追溯这段历史，就需回到马太福音中，
因只有它清楚的记载此故事。从此福音
书中，其作者极力的强调耶稣作为一位
君王的身份与样式。族谱的记载无疑将
耶稣的身份设定为亚伯拉罕、大卫王的
后裔，以示看重其君王的身份。东方博
士的到访同样的是此福音书作者故意的
体现出耶稣的君王样式。东方博士朝拜
耶稣，耶稣接受东方博士的朝拜，这行
为已清楚标记出“君王样式”的记号。
不过，我们也需清楚知道一件事，那就
是当时的博士肯定不知道这位眼前的小
耶稣不单单是地上的君王，却是万王之
王耶和华的独生子。耶稣，以马内利的
主，他道成肉身，不仅是要成为君王，
更是要成为世人的救赎主（弥赛亚）。

东方博士的朝拜与我们今天的朝拜
是的，东方博士仅知耶稣的君王身份与
样式，这点就能让他们从老远的东方，
骑着速度缓慢的骆驼，带上最珍贵的礼
物，一心一意的来朝见耶稣。那如今的
我们又能献上什么给耶稣呢？虽然面对
希律的拦阻，然而我们是否也能像东方
博士这般，一心一意的来朝拜耶稣呢？
好好反思这问题，绝对是今年的圣诞最
佳的提醒。

在这充满温馨的圣诞佳节，让我们一起
欢庆耶稣道成肉身的大喜日子。更别忘
了，我们应当学习东方博士的样式，带
着上好的礼物，把最美最好的献上给爱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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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智淳传道

今年是我第九年庆祝真正意义的圣
诞节，2009年圣诞节那一天，

我在新加坡度假时受邀参加一个布道
会，当晚不情不愿参加的我却因那位发
出呼召的牧师的一句话而接受了耶稣基
督。现在回想起来，那句话真的影响了
我的一生。本来我对他所发出的邀请
毫无感动，直到他在最后一次邀请前
说：“如果你已经尝试过所有方法都觉
得人生没有期盼，为何你不尝试一下来
信耶稣呢？”那一晚，处于人生低谷的
我举手接受了这位值得让我们庆祝祂降
生的救主耶稣基督。

当时的我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不仅一
事无成（吊儿郎当待业中）；更欠下了
一屁股的信用卡债，无力偿还只好向家
人求救。爸爸替我还清债务后，因为我
的 “前科” 而禁止我在外地工作，坚
决要我在他所开的店里工作。爸爸的
强势决定让我无法拒绝但我的感受非常
复杂：一方面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挫折
感；另一方面却无法接受如此的安排。
我一直在想：“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
了吗？”“我不想以后都过这样的生
活！”这种无力挣扎的感觉不但无法帮
助我克服失败的挫折感；反而让我越陷
越深。每天在店里过着吊儿郎当的生

赐新生命的圣诞

活：开店时坐在店里玩手机、电脑；关
店后回家将自己关在房间内继续玩，对
其它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样的生活持续
了近两年，斗志被彻底磨灭的我对自己
的人生已经失去目标、甚至不想继续活
下去。

在如此状况下的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当
时的我只是抱着试一下没有损失的心态
来信。回来马来西亚后也没打算去教
会；但有开始读圣经，个人觉得基督信
仰就是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建立。半
年后我开始参加团契及主日崇拜后才发
现基督信仰其实离不开群体生活，个人
的属灵操练确实重要；但基督徒的彼此
交通更能帮助个人的灵命成长。参加教
会半年左右，2010年的圣诞节我决定
接受洗礼。受洗后的七个月我选择不再
逃避上主要我成为传道人的呼召。这份
呼召是从我开始参加教会时就一直在我
心中的，却因着我不认识呼召的害怕而
不断逃避，2011年的七月，我才克服
这份不确定带来的无安全感，要全然献
上自己为主所用。回应呼召后，我用三
年在教会预备自己进入神学院进修；再
用三年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接受全时间的
神学装备。感谢主在这9年来不断地引
领我走在祂的道路上，持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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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前25年，圣诞节只是一个普
天同庆的节日，除了吃、喝、玩、乐、
购物之外并无什么特别意义。接受耶稣
基督的那一年，对圣诞的意义也是懵懵
懂懂。受洗的那一年，开始了解何谓圣
诞：有一位神圣的上帝为我们这些不圣
洁的罪人诞生而成为人。刚过去几年的
圣诞，个人在教会中身份上的转变让我
每一年对圣诞都有不一样的领受：从一
个普通会友到神学生；从圣诞信息的领
受者到圣诞信息的传讲者。最重要的是
上主竟然愿意用我这一个对人生感到迷
茫的浪子，拣选、引领我成为一位传道
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今年的圣诞，是我第一次以教会牧者的
身份参加圣诞感恩崇拜。虽然要预备圣
诞信息让我压力甚大；但我却对圣诞充
满期待！这一切都源于9年前的圣诞，
改变了我的生命。前面事奉的道路上还
有多少个圣诞我不知道；求主继续引领
我前面的道路。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朋
友，圣诞改变了我的生命；也能改变你
的生命！现在的每一次圣诞乃是2000
多年前第一次圣诞（耶稣基督降生）的
延续，若非耶稣基督降生；每年的圣诞
就没有任何意义。你，若已经尝试过许
多方法；却仍觉得人生没有期盼，为何
不尝试一下，来相信耶稣基督呢？

最后，与大家分享18世纪初的 Isaac 
Watts所写的圣诞颂歌《普世欢腾》。
这首诗歌将圣诞的意境写的异常贴切，
盼望这首诗歌的内容能为读者们的生命
带来喜乐，更能更新/改变所有人的生
命！ 

普世欢腾，救主下降！

大地接她君王；惟愿众心预备地方，

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

诸天，诸天万物歌唱。

普世欢腾，主治万方！

民众首当歌唱；沃野洪涛，山石平原 ，

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

响应，响应歌声嘹亮。

罪恶忧愁，不容再长！

世途荆棘消亡；化诅为恩无远弗届，

到处主泽流长，到处主泽流长，

到处，到处主泽流长。

主藉真理，恩治万方，

要使万邦证明，上主公义，无限荣光，

主爱奇妙莫名，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主爱奇妙莫名。 

                

                 普世欢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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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无非讲述的是爱。一句老掉牙的经文蕴含着世
间最为伟大的真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3：16）这话显明出“道”因着爱而成了肉身。这 
“道”不仅成了肉身，更居住在我们中间。如今我们看到
了祂的荣耀，这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
与真理。（约1：14）荣耀、恩典与真理岂不是又指向回
上帝的爱？如此的爱并非我们从人世间所理解的爱，这爱
被称为Agape！

Agape，源自希腊古文，表明至高无上、圣洁且全然的
爱。Agape无所比拟、毫无瑕疵、甚至在其他所在无法寻
得。这并非我故意使用如此极致的词句以呈现出一种夸张
的手法来描述这爱，反而我发现Agape不是几句优美的词
句就能轻易的表达出的。除了文字，它更承载着宇宙元
素、历史因素，及人文要素。总结来说，Agape上帝的爱
不仅完整，且完美！

既然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上帝，为何祂却被视为暴君之耶
和华呢？一位暴君岂有可能让祂的独生爱子赐给那些叛逆
顽固的人类，任凭他们为所欲为、胡乱宰割呢？加尔文主
义中的“双重预定论”1 正是如此的体现出耶和华之暴君
的形象与身份。上帝已预定某些人获拯救，同时也预定其
余的不获拯救，这样极为不成熟的神学观更违背了上帝对
祂亲自用尘土所造之人类的心意，既是祂“不愿有一人沉
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前书3：9b）

属于Agape的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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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佳恩传道

表明上帝的慈爱，绝不是要忽略祂公义的属性，毕竟愿
人人悔改已充分的表达祂是一位全然公义的耶和华。慈
爱与公义并没有任何的冲突，但若只谈公义，将耶和华
视为“暴君”的神学观绝对是不可取的，因它根本仅高
举上帝的审判，但却故意忽略了上帝在创造中对于人
类原本的心意。上帝原初的心意就是爱，属于Agape的
爱！

就因如此的爱，耶稣才愿道成肉身，才愿让人类有机会
亲身经历最实在的“上帝同在”，即以马内利。就因如
此的爱，祂选择以最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世上，虽然曾接
受东方博士的朝拜，但却在婴孩时期过着流亡的生活。
没有耶稣基督的诞生，更别谈这位弥赛亚为世人所成
就的救赎计划。这伟大且全备的计划仅让我看见一个
字，Agape！

今年的圣诞节，身为读者的你又有何计划来欢庆呢？我
不期待你以吃喝玩乐为此佳节的主轴，反却盼望你的圣
诞计划能够与上帝救赎的伟大计划有所连结，让今年的
圣诞节不再一样，而是能够真实的体现出爱！最后，在
祝贺每位读者圣诞快乐的同时，不忘温馨地提醒你，耶
稣爱你！耶稣为你而降生！

1 双重预定论：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祂要拯救的人，使被拣选者
最终进入神的国；他们同时相信上帝不拣选某些人，使不予拯救者最终将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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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督的圣诞节

世人视“圣诞节”为普天同庆的盛世庆典，一个能带
动经济、与消费活动挂钩的节庆，是全年重要的购

物季之一。

我们似乎已误解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圣诞节并不是狂欢、
大餐、购物与礼物。圣诞节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
来默想主耶稣的降生和你我的关联。

“圣诞节”（Christmas）是由“基督”（Christ）和“崇拜
聚会”（mass）两个字组成。因此，“耶稣基督”和“敬
拜基督”二者合起来，就是圣诞节的宗旨。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纪念道成肉身的耶稣。“耶稣基督降
世”应是圣诞节的重点，因为这是天使向牧羊人所报的大
喜消息，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
的“救主”，祂是“神子”，为把人类从罪恶里拯救出
来，才降生成“人子”，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因
此，要把这大好的消息传遍天下，告诉所有的人：赦罪的
恩典已经设立。

赞美诗《普天同庆》阐明欢庆圣诞的真正意义。

普天同庆，欢呼歌唱，神差祂的儿子第一次降世，不是要

圣诞节是基督教礼仪年历的重要节日，教会透过将临期来
预备这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日。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
西方国家，圣诞节兼具宗教与文化节庆的特色。

文／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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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人因祂得救。所以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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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及不幸中的人们带来安慰、力量及永恒的
祝福。

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非乐园的世界——一个
充满罪恶、黑暗、和痛苦的人间，全因人类
的始祖亚当与夏娃犯罪所致。但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
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
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一 1：9）

普天同庆，欢呼歌唱，救主耶稣降生在世
上。我们的生命从此有了希望与盼望。祂是
我们生命的救主、是我们最深的渴慕、也是
我们随时的帮助、更是我们生命的归宿。

今天，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并悔改，相信祂，接受祂做你个
人的救主，你的罪就被赦免了！
你与上帝就恢复了那起初和睦的
关系，你就得了永远的生命，只
有耶稣基督有权柄使人心灵得真
正的自由。

你是否已完全脱离罪恶的捆绑？
你愿意打开心房迎接这位救主？

今年以新的方式看待圣诞节——
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心，你就会
拥有一个真正快乐的圣诞节。

让我们每个人在过圣诞节时，不
是为狂欢与购物，愿我们都过一
个有基督的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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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ck
Jingle bells swing and jingle bells ring,
Snowing and blowing up bushels of fun,
Now the jingle hop has begun.”

Everyn gave a sigh, turning her head 
away from the bustling scene. It was 

Christmas Day, a day that was celebrated 
all over the world. She was at a Christmas 
party where she was invited to. Sure, 
it was quite fun; they had euphonious 
choirs and merry dancing, scrumptious 
foods and drinks that looked appetizing 
and even had a drama that was about a 
certain man named Jesus and how He 
was born. Everyone was in the living 
room; playing around and talking to each 
other, the joyful atmosphere was filling 
the place. It felt like an infectious disease, 
a good one, and it made Everyn almost 
believed she was a part of them too, and 
that she could fit in the jovial crowd.

But alas, she couldn’t.

Everyn looked out of the balcony. 
The moon was gazing down towards 
the earth; its lingering light shone on 
humanity amid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jet-black sky. A canopy of luminous 
stars radiated amongst the ocean of 
blackness. Its presence that shone so 
brightly illuminated the dark blanket that 
covered the city. The bustling crowds on 
the streets made joyful noises as they 
walked past each other. Some were 
playing instruments and singing on the 
streets, while the others were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There were children 
running around and parents who 
were trying to chase them; teenagers: 
friends probably, that were hanging 
out; couples—young and old—holding 
hands, enjoying their sweet moments 
together.

A Christmas Night
文／Carla Cluste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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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had a companion. But, she had 
none. She was a lone wolf, after all. 

Preferring solitude and this was what she 
got.

“Hey, Everyn?” there was a tap on her 
shoulder and Everyn looked back. In her 
view was a young girl, probably the same 
age as her, with a drink in her hand. She 
looked familiar, but Everyn couldn’t quite 
remember her name.

“Hi.” Everyn replied back, not knowing 
what to say.

“My name is Lisa, and I’m from your class, 
in case you don’t know me.”  The girl said. 
Ah, so her name is Lisa. Wait, she’s that 
living legend that is said to know over 10 
different kinds of instruments but yet is 
able to score multiple A’s academically? 
Now Everyn was panicking inside. She has 
heard the name, Lisa Schwarz. Calling her 
a living legend wasn’t an exaggeration, 
she had every right to be called as one. 

“Ah, I do know you.” Everyn said, being 
more tense than usual. She was talking 
to an individual who is almost superior to 
her in every way. How could she not be 
nervous?

“I see. Well, I’m glad you know me.” Lisa 
gave a gentle smile, which astonished 
Everyn. She woul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anyone would smile at her. Not 
her teacher, not her students, not her 
classmates. No one had ever smiled at 
her. But here was Lisa, giving her a sweet 
smile.

“You are so well known. I am pretty sure 
there is not a person who does not know 
you in this city.” Everyn replied, with a 
slight stiffness in her tone. 

“Is that so? Well, I’m surprised to hear 
that, but thanks for your compliment.” 
Lisa smiled and accepted the praise 
humbly.

“You deserved it. After all, you did 
represent us and won this year’s  
Malaysia Piano Competition.” Everyn 
said timidly. To represent their city, Lisa 
had participated in piano competitions 
and won 1st place. She was the honor 
and pride of the city. 

13



“Thank you for your compliment. 
Actually, I’m not that great as you think.” 
Lisa, subtly noticing Everyn’s timidity, 
said to her with a shy smile on her face. 
Everyn was in awe; she woul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Lisa would critique herself. 
Lisa was, supposed to be a confident 
leader who was capable of doing 
everything on her own and never had 
room to doubt, right?

“What do you mean? You're basically 
a legend. Balancing studies and music 
is not something that anyone can do.” 
Everyn said in a disbelief tone. 

“Well, I mean my talents are given to me 
by God. He’s more powerful than me, and 
He gave me the talent to learn something 
fas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music.” 
Lisa said, adding some thought to the 
idea after a moment, “I guess.”

“So—you mean that this God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gave you these amazing 
talents?”

“I guess you can think of it that way. It’s 
a gift that I appreciate and use it to its 
fullest.”

“That’s so…” Everyn didn’t know what to 
say to the girl. 

“Yeah, I guess you would never believe it. 
To be frank, when I was younger, I didn’t 
have much confidence in myself. Not that 
I have a lot now, though.” Lisa gave a 
small laugh, “If it wasn’t for God, I would 
have continued to be that introverted girl 
that could never initiate a conversation 
with anyone without stuttering.”

“You, an introverted person? That 
does not sound very convincing.” An 
incredulous gasp escaped her mouth. It 
was Everyn’s first time, hearing someone 
talking about their past to her, or perhaps 
it was more of a testimony sharing. She 
was a free thinker, and she had never 
believed the existence of a God. She 
didn’t have any Christian friends, and 
no one has ever told her stories about 
God. Not that she was interested before, 
anyway. But now Lisa was saying that God 
has changed her from a shy, introverted 
girl into this confident and joyful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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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that was a change that she had 
always wanted to have, but was never 
able to do it. She didn’t know what, or 
how she should change herself to be 
able to socialize, to have friends that 
she could rely on, cry on, share gossips 
and hang out like typical teenagers. Her 
heart throbbed and sunk as her mind 
wandered to these thoughts. Could she 
really be that person that everyone liked? 
She never believed in that for a long time 
so why did it suddenly matter to her so 
much now?

“Well, believe it or not, He changed me. 
And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 changed 
too.” Lisa gave a reassuring smile to 
Everyn as she saw her wavered. “If you 
need any help, call me anytime.” She 
passed Everyn a paper with her number 
written on it.

“Why...are you doing this?” Everyn 
directed her gaze to the girl in front of 
her. She didn’t understand why the girl 
would care for her and her ability to read 
her thoughts were not helping to calm 
her down either. 

“Some prefer solitude, but no one can 
truly withstand solitude. Everyone 
leaves. Friends leave. Even family leave 
sometimes.” Lisa’s gaze was on her, her 
black orbs shining bright in the dark. 
Everyn couldn’t say anything. Every single 
word of what Lisa said was the truth, and 
she couldn’t deny it.

“Then, why are you telling this to me? 
I know the truth in a painfully obvious 
way.” Despite knowing the fact, Everyn 
didn't like to talk about it, especially to 
someone she wasn't familiar with.

“Because I know the pain of being alone. 
But I know God will be always with me.”

At that moment, Everyn instantly knew 
that Lisa had been one of the loners.

“What do you suggest I do?” After 
what felt like a century of clearing her 
thoughts, Everyn raised her head and 
looked at Lisa, exchanging ga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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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t really tell you what to do.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God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you’ve done, no matter 
where you’ve been, He would always pick 
you up again.”

“Is that a quote?” Everyn raised her 
eyebrows.

“Lyrics from a song.” Lisa laughed and 
admitted sheepishly, “It’s what keeps me 
going.” 

“I see…” Everyn muttered, her thoughts 
wandering to somewhere else. She 
wasn’t sure what to do, whether to 
believe what Lisa has said, or to continue 
her own belief. Did God really exist? 
Before all of this, she could always give an 

affirmative answer. But now, she wasn’t 
too sure. Lisa was standing here, sharing 
her true story and her imperfections. 
Most importantly—she was sharing with 
her an opportunity to start over, to have 
a friend that she could talk to. Maybe she 
could also learn more about this God 
and how He has changed Lisa’s life. This 
decision to accept someone into her life 
again was going to inevitably change her 
life.

“So, have you made a decision?” Lisa 
looked at her, waiting to hear the answer 
from her.

“Yeah.” Everyn replied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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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各个地方早已开始了圣诞气
氛，商场播放圣诞歌曲，圣诞树随处

可见。令人惊讶的是，圣诞节不单是基督徒
所庆祝的节日，反而是世人都在庆祝。不过
大多数人庆祝的方式，一般都是吃大餐丶逛
街购物丶交换礼物丶搞派对等。

圣诞节渐渐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即对基督降
生的纪念。对基督徒而言，除了在圣诞节出
席崇拜，然而其余的时间呢？

让我们先从安息日来思考。基督徒都在礼
拜天守主日，就如旧约的以色列人守安息
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
日设立的。”（可2：23-27）因此，我们
对于主日，不是按死的律法来守，乃是照
活的恩典来过。正如时间丶日期也都属于
神，“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
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
人，是为主守的。”（罗14：5-6a）

我们真的
在庆祝圣诞吗？ 文／叶乃荣

同样的，基督徒为什么庆
祝圣诞节呢？圣经有要求
我们要守此节日吗？基督
徒遵守主日为圣日，将这
一天分别为圣，以安息与
敬拜来纪念上帝的恩典。
我们也可在圣日这一天进
行一些事工，传福音，帮
助人等，这是主设立安息
日的原因。那基督徒又怎
么看待圣诞节呢？倘若我
们能藉着圣诞节来思念耶
稣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那
圣诞节就不会只是个空空
的节日。因此，不要把原
本美好的圣诞节，变成了
毫 无 圣 诞 真 正 意 义 的 节
日。记得多想一下，我们
是真的在庆祝圣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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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坊

 杨备琳

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若没有这一天，
我们的罪都不能洗清了。

 刘绍斌

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我们基督徒可以认为不重要吗？
这日子是为了纪念耶稣的诞生，祂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那
就是救恩，让每一位信祂的不至灭亡，得永生的盼望。 

 谢翔翎

圣诞节是主耶稣的生日。
我比较期待有礼物收，哈哈！

  江庭宁 Phoebe 

圣诞节就是一家人会聚在一起
庆祝，然后可以吃很多东西，
也会一起交换礼物。

 Nicole Ng

圣诞节是人们的重生之日，
因 为 耶 稣 来 到 世 上 拯 救 罪
人，使人类被救赎。

 Joman

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耶稣对我
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祂洗净了
我们的罪。耶稣就是我这15／16年
来，一生最美的礼物！

 恺悦

Christmas gathers us together and allows us to 
sing Christmas songs to friends and family.

圣诞节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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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莹

圣诞节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出生的日子。

 Joseph 

圣诞节就是大家都会在教会里一起团聚，庆祝耶稣的诞生。

 Belicia

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也是全民不可忽略的日子，
圣诞节可以拿礼物，这种气氛真好。

 洁

圣诞节是我从小到大都在庆祝的节日，主要是庆祝
主基督耶稣的诞生。这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Amadea's friend

圣诞节也是纪念耶稣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再是罪人。

 赖可妮

圣诞节期间，到处都听到圣诞诗歌，可以歌颂和赞美上帝。 

 Rachel

Christmas means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when God gifted us 
His one and only son. Because of this, we have been saved and 
have been given a place in God’s eternal kingdom. Thus, I am 
grateful for Christmas, for this precious gift from God.

 Isaac Ling

Christmas is super important as it is not about gatherings, presents 
or the Christmas tree but it is also for everyone to celebrate Jesus’s 
birth. Besides, it’s also a chance for non-believers to get to know Christ. 
Through this “world wide event”, I believe the gospel and blessings can 
be shared with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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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教会感恩日
Church Thanksgiving 2018

文／林 恩、许振渊      中译／陈俏帉

12年前，即2006年11月12日，教
会举办了第一次感恩日，感谢

神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让我们能够
拥有今日的圣殿。尽管最终我们是在一
年后，即2007年12月11日才将新圣所
向神献上，但对于长辈和元老而言，他
们的祷告在25年后蒙神垂听了。虽然
多数已安息主怀，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
典范。

当年我们筹建这座圣殿时，有许多会友
已退休或没有收入，但他们毫无保留地
贡献了他们手中的两个小钱（可12：42

，路21：2）。例如，有一位姐妹卖掉
了她的金项链和一些物品；另一位姐妹
则奉献出她多年来努力储蓄在锡罐里的
所有现钞。其他人也通过信心来奉献，
可惜他们还未目睹新圣殿的落成便已
安息主怀。因此，长辈们两个小钱的奉
献，提醒教会领袖今后需更谨慎地运用
教会的资金。 

千万别忘记，八打灵卫理公会新市堂是
由这些虔诚的长辈所建立的。我们这一
代需要将这美好传承给下一代，也成为
后代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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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2th November 2006, 12 years ago we held our first church thanksgiving. 
We gave thanks for God made possible our new sanctuary where we worship 
today. Even though it took a year before we finally dedicated it on 11th 
December 2007, to our elderly and founding members their prayers came 
true after 25 years. Many of them have returned to the Lord yet they left us 
exemplary shoes to fill. 

When we construct this sanctuary many were retired or without income yet 
each contributed their two mites (Mark 12:42, Luke 21:2) unreservedly. For 
example a sister sold her gold necklace, perhaps few of her possessions; 
another offered her life savings, painstakingly collected dollar-by-dollar over 
long years in a tin can. Others offered by faith but returned to the Lord before 
they could see this sanctuary. Current and future leaders must therefore spend 
our church funds carefully, considering the two mites offered.

Lest we forget, PJSTAT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was founded by such 
devout elders. It is our turn to carry the torch, to be examples of our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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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殿 
11年前，在我们献上这所圣殿的
前30天，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30
天祷告之旅。祷告的信息很明确：
愿我们的圣殿成为万人祷告的殿
（可11：17；赛56：7）。即使我
们只在前10年出版30天的祷告之
旅，我们仍然必须恒心恳切祷告。 

在2019年，你会发现我们再次强
调个人祷告。我敦促你要像往年一
样加入代祷行列。若没有祷告，我
们就不可能拥有今日的圣殿。你可
能会问，2006年圣殿已经建成，
那为何现在我们还需要像当初那样
迫切祷告呢？这也解释了为何圣殿
费时25年才建成。

A House of Prayer
30 days before we dedicated this 
sanctuary 11 years ago, the first 30 
days prayer journey started. The 
message is clear: our sanctuary is a 

house of prayer for all nations (Mark 11:17, 
Isaiah 56:7). We must continue with the 
discipline of prayer even though we only 
published 30 days prayer journey for the first 
10 years.

You will find renewed emphasis on prayer at 
a personal level in 2019. I urge you to join in 
prayer like we did years ago. Without prayer, 
it is impossible to even have our sanctuary in 
the first place. You may ask by 2006 we have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sanctuary, 
why are we praying as if it hasn’t? The answer 
also explains why it took 25 years to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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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从本堂历史，我们见证到统管万有的上帝数年来如何带领我们经历
高潮及低谷。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坐着为王。（诗29：10）

现在的副堂乃是从前圣殿的所在地。在1982年中旬，成立牧区数月
后，在母堂——福建堂的帮助下，我们在 Jalan Gasing 的第5区购买
了一段约25,955平方英尺的地皮。这是我们20多年来（从1982年至
2004年）预备作为新圣殿的所在地。然而，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History
Our church history is a testimony of God’s reign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over the years. He is King above the floods (Psalm 29:10).

Our sanctuary back then was the current Annex. With the help of Hokkien 
church, our mother church, we bought a 25,955 sq feet land in Section 5, 
Jalan Gasing a few months after we became a Local Conference in mid 
1982. That was our intended new sanctuary site for a good 20 odd years 
(from 1982 to 2004). However multiple efforts to convert this land to 
build our sanctuary failed.

旧圣堂 Old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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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时刻 
后来教会面对了拦阻，即一位不太友善的
生意人买下副堂隔壁的两块地，也就是我
们目前所处的圣殿和 JJ Café。对方的意
图非常明确，他要购买副堂，以合并3块
土地用于商业开发或将土地重新划分用于
商业用途以牟利。 

在教会屡次拒绝对方提出出售的献议后，
他开始耍手段。通过房地产经纪人，他
煽动我们其中一位邻居向八打灵市议会
（MPPJ）投诉教会。在1992年9月教会
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收到了灵市议会发
出的警告信，要求我们在14天内停止一
切的活动，否则将面临罚款和监禁等的法
律行动对付。我们到灵市议会缴付罚款及
为自己辩护。1992年10月，灵市议会再
捎来另一封信，要求检查我们的圣殿。当
时，我们被迫拆除“卫理之家”的招牌。

在教会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仍在掌
权，事后灵市议会没再继续追究。

The Darkest Hour
The church was further dealt with 
a blow when an unfriendly party 
bought both neighbours of the 
Annex - which means our current 
main sanctuary and JJ Cafe were 
in hostile hands. His intention 
was clear: buy out the Annex and 
amalgamate adjoining 3 pieces of 
land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r gain after rezoning them for 
commercial use.

The church refused to sell after 
repeated offers. He played nasty. 
Through real estate agents, he 
incited one of our neighbours to 
complain to MPPJ of our church 
activities. In September 1992 just off 
our 10th Anniversary we received 
a harsh letter from MPPJ to cease 
the church in 14 days, failing which 
legal actions may lead to more 
fines and jail time. We paid the fine 
and met MPPJ to explain ourselves. 
Another letter in October 1992 
from MPPJ demanded inspection 
of our premise. That was when we 
were forced to remove the “Rumah 
Methodist” signage. 

God reigns in our darkest hour. MPPJ 
did not pursue us after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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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尽头见曙光
尽管灵市议会暂不强制执行，
但我们深知被逼迁的可能性
仍存在。我们看到上帝再次掌
权，祂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
是我们的旌旗（出17：15）。
上帝预备了一位曾在学生时期
参与我们教会崇拜的弟兄来抵
挡敌人。他的公司以高价购买
了教会目前的圣殿及JJ Café
的这两块地。 

教会最终得着平静时刻。此
外，教会也可自由使用这些房
产。我们应当预备好自己，也
许有一天上帝也会使用我们当
中的任何一位，以类似的方式
来祝福教会。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unnel
We knew efforts to force us out of the Annex remains even though MPPJ 
held back its enforcements. Again, God reigns. He is Jehovah Nissi, The 
Lord Is Our Banner (Exodus 17:15). God prepared a brother who used 
to worship as a student in our church to fend off our enemies. At high 
prices, his company bought out both our current main sanctuary and 
JJ Cafe. 

The church had finally found rest. Moreover the church was free to use 
these properties. Be prepared, someday God may use our students to 
bless churches in a similar way.

旧圣堂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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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自此之后，也许你也留意到我们的圣殿外并没有悬挂十字架或任何标
志。本堂坐落在商业地段，提醒我们过去被驱逐的邪恶企图。

在这25年来，每当教会与灵市议会周旋，我们内心都诚惶诚恐。这
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2017年申请将教会的土地用途转换为宗教
地，我们要求会友配合：
 将车停在有划线的停车格里，而不是路边
 在不扰人的声量下进行教会活动
 友善地对待我们附近的邻居

我们必须继续成为别人的好邻居，以荣耀上帝。 

当我们于2018年7月收到来自灵市议会的信，支持教会土地重新划分
的要求，你能想象当时我们是多么的喜悦！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The Consequence
As a result, you may notice our church do not display an exterior cross nor 
a signage since. The commercial land zone of our properties is a reminder 
of past vicious attempts to evict the church.

For 25 years, whenever the church deals with MBPJ we were suspicious 
and fearful. That is why when we applied to change our land zoning to 
religious institution in 2017, we requested the church to:
 Park our cars in bays and not along the road,
 Keep our noise and music level appropriate and
 Be friendly and greet our neighbours

We must carry on in the future as a good neighbour. It glorifies God.

Can you imagine the joy when we MBPJ wrote to support to our land 
rezoning request in July 2018! It wa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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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主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教会在1997年
因遇上亚洲金融风暴，未能出售我

们在 Jalan Gasing 的地皮。然而，教
会最终却蒙恩，获得了一笔足够的赔
偿，得以在1999年用来重建我们的
副堂。在2004年，我们终于卖出在

Jalan Gasing 的地皮，将收益用来购
买新的圣殿。我们感谢上帝，让教会

有能力以市价购入我们的新圣殿及 JJ 
Café 这两块地。 

当我们追溯到第一块 Jalan Gasing 的
地皮，我们必须感谢上帝透过我们的
长辈和元老们无私的奉献，36年前他
们的卓越远见至今仍在祝福我们。我
们的上帝掌权！祂是耶和华以勒，耶

和华必预备（创22：14）。这就是 JJ 
Café 的名字的由来，耶和华以勒。 

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为重新划分4
房产供教会使用的事项恳切祷告，这
是留给我们孩子的遗产。让我们以赞
美诗来肯定：教会唯一的根基，宣称
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唯一基础。以
水（洗礼）和神的话（道）来建立教
会。教会是祂圣洁的新娘。让我们耐
心等候主，使自己成圣，因祂是用宝
血来救赎我们，为我们而死的主。

Wait on the Lord
In a twist of events, when the church failed 
to sell our Jalan Gasing land during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church ended 
up blessed with enough compensation to 
rebuild our Annex in 1999. Then in 2004, 
we finally sold the Jalan Gasing land and 
bought the new sanctuary using the 
proceeds. We thank God, for the church can 
afford both our new sanctuary and JJ Café 
at market prices.

We can trace it back to the first Jalan Gasing 
land. We must thank God for His provision 
through our elders and founding members 
who still bless us today with their foresight 
36 years ago. Our God reigns! He is Jehovah 
Jireh, The Lord Will Provide (Genesis 22:14). 
That is where the name JJ Café came from, 
Jehovah Jireh.

At this juncture, we must pray earnestly 
to rezone our 4 properties for church use. 
That is our legacy to our children. Let us 
identify with the Hymn: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and declare Jesus Christ as the 
only foundation of our church. A church 
created by water and the Word. The church 
is to be His holy bride. Let us sanctify 
ourselves and wait on the Lord who bought 
us with His blood and died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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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领袖
教会的唯一根基提醒我们纪念我们的属灵领
袖—我们的牧师、长辈和元老。我们要学像
他们，一样温柔谦卑，才能进入神的同在。

1982年，饶家发牧师担任我们牧区的第
一任主理牧师。那时，教会刚买下了Jalan 
Gasing 地皮和建立美佳堂。 

1991年，方既志牧师被派到我们的教会。
一年后，他协助解决灵市议会的投诉和威
胁。在过去25年，我们一致推崇方牧师是团
结和发展教会的关键。 

2017年，郭进吟牧师的到来促
使教会再一次申请土地用途更
换。鉴于过去与灵市议会的历
史，初时我们有怀疑但选择顺
服。一年后，当我们终于听到
灵市议会的回复时，上帝向我
们展示了新的愿景。 

但愿今年教会感恩节将带领教
会与牧者团队，在2019年共同
建立健全教会。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calls us to remember the spiritual leadership 
of our pastors, elders and founding members. Like them, meek and lowly, 
we may dwell in love in Him.

Rev Yau was the first minister of our Local Conference in 1982. That was 
when the church bought the Jalan Gasing land and planted Mega CMC.

Rev Hong was posted to our church in 1991 and he was dragged into 
resolving complaints and threats from MPPJ one year later. We can all 
attest to Rev Hong who was pivotal in uniting and developing our church 
for 25 years.

In 2017, Rev Kok came and prompted us to convert our land use. Given 
the history with MBPJ, we were sceptical yet chose to obey. Then God 
showed us the new vision one year later when we finally heard from MBPJ.

May this year’s Church Thanksgiving move us in 2019 to rally behind our 
pastoral team Towards a Holist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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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伉俪团契于佳灵宅举办“游
戏治疗入门工作坊”。此工作坊吸引
了52位参与者，包括21位非本堂会友
和9位非信徒。当中最年轻的参与者为
14岁，更有一名来自沙巴的姐妹，为
了此工作坊而延长航班行程。

讲员乃资深美国游戏治疗协会（APT）
特许培训导师黄晋亮硕士，他也是大
马博爱辅导中心创办人、雪兰莪游戏
治疗协会顾问。“游戏治疗”的目的
是了解孩童的身心发展，它具有预防
或疗愈作用。

23/9/2018     文／杨思诗
游戏治疗入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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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大的需求就是要父母的陪
伴，陪他们“玩”，哪怕是短短的
15分钟。当孩子在语言上无法表达
时，他们就以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情
绪。与孩子沟通时，记得放下手中
的手机，因为孩子需要父母眼目的
接触。父母应好好地与孩子对话，
做到“四目相投”，像“谈恋爱”
一样的亲密。

黄硕士说明一个好的游戏可以发展
孩子的身心健康，激发他们用身体
接触、用脑思考、用手脚运动。父
母应该让孩子学会社交和沟通，让
他们舒解压力，玩到没有时间限
制、可以忘我、天马行空地玩个不
停，但还是要有“适量”的控制。
在家中进行游戏治疗时，首先必须
让孩子了解游戏的用意，将游戏时
间制定下来，把应有的玩具收好。

父母要懂得聆听并回应孩子，当孩子发脾
气时，我们需要给予警告，教导他们必须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父母必须掌权，并要
坚持让孩子尊重父母。透过游戏治疗，孩
子的特性、特征和态度可以通过游戏发掘
出来。最后，黄硕士也提醒，只有父母才
是孩子最佳改变的代言人。

工作坊预备了文凭给每一位出席者，大家
开心地合影留念，为工作坊划上句点。



9月23日晚上，八达灵新市堂社会关怀委员会在副堂举行了
一场医院探访之演习与交流分享会。他们在台上布置成医
院病房，演绎了五个不同戏剧情节，引发一些讨论问题。
出席的弟兄姐妹根据戏剧情节来讨论与分享，由林少杰弟
兄主持并抛出问题。透过这样的互动，大家对医院探访有
更深入的了解，在服侍上更有果效。

医院探访演习与交流分享会
23/9/2018        文／刘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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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位 常 参 与 医 院 探 访 服 侍 的 弟 兄 姐 妹 分 享 自 己 的 心
得。Adelene姐妹分享自己在探访前都会先祷告，也为病人
的需要祷告，不随意给予任何承诺。成勋弟兄分享无声的
陪伴其实也带来极大的安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主
的名，我们只是神的器皿，为神做见证。杨琪姐妹分享自
己在服侍中学习成为倾听者，增加敏锐度。林庆祥医生指
出如何关心教会里生病的弟兄姐妹是一门功课，神给我们
的大命令就是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就为
他们做一些事，同时也监察自己的心思，凡事都建立主的
爱中，带着爱心去服侍他人。

最后，郭牧师带领祝福祷告，会后还有简单的中秋茶会，
大家彼此团契。



2018年10月13日，八达灵新市堂一行8
人出席了由吉隆坡 Masjid Jamek Sultan 
Abdul Aziz 回教堂主办的“各宗教和
谐对话会”（Dialog Harmoni Antara 
Agama），主题为“宗教组织在团结马
来西亚多元种族青年所扮演的角色”。
此对话会吸引了八大宗教团体领袖，其
中为回教、佛教、印度教、锡克教、天
主教、浸信会、圣公会及卫理公会，不
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一起来交
流与分享。

此对话会目的是促进跨种族间的团结，
排除彼此间的偏见。从中大家有机会互
相认识，并进行实质的信息交流。透过
对话结合国情发展，促进宗教和睦。

各宗教和谐对话会
13/10/2018        文／林慧美

本堂代表徐智淳传道引用经文“不要
叫 人 小 看 你 年 轻 ， 总 要 在 言 语 、 行
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作信徒
的榜样。”（提前4：12）来作为他
的讲题分享，并提到基督徒青年在社
区的服务，以及建议未来可与其他宗
教团体有更多的交流活动。此次对话
会 也 备 受 各 新 闻 媒 体 的 报 导 ， 包 括
Utusan Malaysia、Akhbar Kosmo、TV 
IKIM、IKIM FM、Media JAKIM和TV 
Hijrah。 

回顾以往，各宗教团体之间亦少交流，
面对今日世界的转变，宗教对话实属需
要。因此，此对话会以达成“文明的交
融”更是时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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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主日学主日，感谢
上帝让八达灵新市堂有全龄主日学，无
论老幼，皆有机会上主日学。各年龄的
主日学学生忙忙碌碌为这一天献上最好
的节目。青年主日学带领敬拜赞美后，
主日学特备节目就开始了。

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大合唱《认识你真
好》、三位小朋友——黄凯佳、黄凯乐
和江庭睿以非常生动的方式来演绎圣经
故事《寡妇的信心》和《患十二年血漏
的女人》、少年主日学以说唱的方式背
诵圣经目录、乐龄主日学献上诗歌《我
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成人主日学
也献唱《感谢神》。最后，青年主日学
以唱游的方式带来“做主门徒”，鼓励
每一位信徒都来参加主日学。

主日学主日     

14/10/2018        文／ 曾思昀



紧接着由乐龄主日学的李月兰姐妹分享
信息，讲题为“一起来建造”。她给予
各年龄层的主日学一些勉励：

儿童／少年／青年主日学：
父母应用心教导孩子，从他们年幼时开
始教导神的话语，他们都会深深的记
得。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常常和子女一
起祷告，一起读圣经。更要鼓励孩子参
与事奉。

成人主日学：
献上自己为器皿，不断努力学习。除了
学习，也不忘事奉。

乐龄主日学：
活到老，学到老。虽然身体软弱，但尽
力不间断的来参加主日学。

“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不是学生，就
是老师。”李月兰姐妹呼吁大家不管现
在在哪一个年龄层，男女老少都一起来
参加主日学，在这个时代好好用上帝的
话语装备自己，一起来建造合神心意的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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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教会进行大扫除，逾65位弟兄姐妹参与。一番分工细则

后，大家前往圣殿、副堂、JJ Café 和佳灵宅等各建筑物开始忙碌的一
天。经过大家的努力，大约5个小时大扫除就结束了，随后大家一起

到 JJ Café 享用午餐。弟兄姐妹同心合一，互相协力将神的家打扫得一
干二净，是件何等美好的事。

教会大扫除    17/11/2018

教会计划日    19-20/10/2018

10月19至20日是八达灵新市堂的教会计划日，各事工与团契委员共同
分析2018年各项事工的强弱，从而拟定来年2019年的初步计划与目
标，并确立2019年的主题——“效法基督，贴近主心”。两天一夜的
教会计划日在雪州Tanjung Malim的Refreshing Spring Resort进行。



趁着学校年终假期的到来，八达灵新市堂举办
两天的儿童假期生活营，吸引了121位小朋友参
与。当中有36位来自 Kuala Pilah 的喜乐社区教
会和南北花园基督教宣恩堂；值得一提的是，这
次有32位小朋友第一次来到教会参与假期营。

假期营主题为“爱在哪里？”，由郭进吟牧师开

幕。郭牧师以故事来讲解真正的爱可在哪里寻找。

儿童假期生活营    24-25/11/2018

营会还未开始，小朋友早已

在破冰游戏中热起了身。赞

美团队带来一首首有关神是

爱的诗歌，让营员有个美好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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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老师身穿太空服，为小朋友们带来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的学习经验。藉由浩瀚的宇宙来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

有趣好玩的竞技游戏，

让小朋友们乐在其中。

小朋友们透过拼图游戏，认识《创世纪》

第一章里神创造世界的次序。



Lily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亚当与夏娃”

的故事——罪来到了世界，你选择罪恶

的生活，或接受那位拯救我们，爱我们

的主耶稣呢？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因

为祂爱我们。

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福音书。让我们

晓得爱是从神而来。

小朋友们勇于向高难度挑战。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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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一起参与戏剧演出——“撒

该的故事”，从中明白上帝爱撒该这

样的罪人，因为“人子来，为要寻

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10）

戏剧后，小朋友立志要把自己的罪交托给神，

让神赐给我们一颗新心，一个全新的生命。

儿童假期生活营来到尾声，看见
孩子们满载而归和喜乐的心情，
多累也是值得。求圣灵继续光照
他们，让他们都经历神的爱。



 短宣队们分工合作，将所订购的药物进行分类。 

 亚拉腊教会的少年们也一起过来协助礼品包装，

   大家齐心协力，将零碎的物品整理与归档。 

泰北短宣     6-12/12/2018 成为光的使者

2018年是八达灵新市堂第12年的泰北短期
宣教之旅，此次短宣的主题为“成为光的
使者”（约1: 1-5, 9-14），目的是帮助泰
国清莱的亚拉腊教会与暖密教会的弟兄姐
妹付出实际行动，向自己的族群传基督的
福音。

12月6日早晨，短宣队员在机场面对了不少
意外事故：有者无法办理登机手续；有者
遇上超卖机位，无法登上飞机。感谢天父
的保守，20名短宣队员最终都平安相聚。

第一天

今年的主要行程除了在亚拉腊
教会与暖密教会作家庭探访和
培灵聚会，短宣队也带领教会
会友们到Pala村庄和宋葵教会
进行医疗服务、儿童事工和布
道晚会。虽然语言与文化不
同，但大家都经历同心事奉的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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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探访前，短宣队员与当地教会会友一起行军祷告，求神祝福邻舍与社区。 

藉着家庭探访，短宣队员与教会会友
们有着美好的团契，也进一步了解对
方在生活上的需求与难题。除了交
谈，大家更为彼此的需要来祷告， 
并给予鼓励，实践在基督里爱的付出
及彼此关怀。

第二天



 家庭探访后，短宣队员亲手烹饪，招待教会会友们。

短宣队在暖密教会举办圣诞聚会，教会会友们装
饰圣堂外观，打造温馨的圣诞气氛。短宣队带来
一首首动听的圣诞诗歌，清美姐妹叙述自己面对
患癌期间的见证分享。徐智淳传道带来路加福
音，主降生的大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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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队员上午出席亚拉腊教会的感恩崇拜，泰北 Jo 牧师

    带领奉献祷告。

 郭进吟牧师在感恩崇拜中证道。  

 感恩午宴后，短宣队与泰

    北教会牧者和会友前往由

    亚拉腊教会所领养的宋葵

    教会，并为宋葵村民带来

    医疗服务。

 除了医疗服务，短宣

    队也进行儿童节目。

    Camilla老师教导孩

    子们舞蹈，为晚上的

    聚会呈现节目。

 晚上的培灵聚

    会由徐智淳传

    道分享信息，

    巩固宋葵教会

    会友的信仰。

 破冰游戏紧张刺激，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第三天



 郭进吟牧师于暖密的感恩

   崇拜中证道。  

 泰北教会牧者为前来接受医疗

   服务的村民们祷告。  

 约50名Pala村民和40名儿童出席晚上的圣诞布道会。

 来自 Ga Jaw 教会的 Law Ba 传道传讲信息。

 Pala村庄没有教会。

   郭进吟牧师带领Pala村长作

   决志信主祷告。

 短宣队下午来到Pala村庄，村民排队等候医疗服务。

第四天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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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新市堂动态
第五天

 12月10日是泰国的公共假期，短宣队于亚腊拉教会举办儿童/少年布道营，

   共有60名学生出席。  

 短宣队4人前往清莱北部拜访老王村教会，教会特别安排了聚会，由郭进吟牧师分享

   信息。约20名信徒回应呼召，决志领人归主。



第六天

清早，短宣队及亚腊拉教会与暖密教会的牧者和领袖们一同
灵修，彼此交流、分享与相互代祷，为短宣行程画下句点。

 最后一晚在亚腊拉教会举行的圣诞聚会。

 郭师母与凯祥弟兄在圣诞聚会中分享见证。

   郭师母叙述自己参与短宣已有四年，上帝在每一

   年都给她一只小羊牧羊，包括这一次的短宣。

   凯祥弟兄提及自己过去叛逆的生活，直到他遇见

   了那位爱他的神。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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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络俨然成了淫媒平台，透
过电话信息、网络黄色小说、线

上色情游戏、“真人秀”直播、情欲
视频等，不断给人“喂送”各种色情资
讯，企图满足人的欲望。父母能够加锁
家中的电视频道，避免小孩看到不该看
的画面，但父母无法确保孩子免于掉落
色情的网罗里。纵然我们不去接触，它
们依然会找上门，含色情成份的视窗会
毫无预警地在所浏览的页面中弹跳出
来，给人带来“惊喜”，“俘虏”人的
心。近年，午夜时分在家中浏览色情网
站而暴毙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完全的合一

 CT

显然，“性”已偏离了神当初创造的美
意。神创造这美好的东西，因着罪恶进
入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开始变质／变
坏。圣经告诉我们，神按照自己的形像
造人，造男造女。（创1：27）男女之
间的关系是神创造的。这是一个好的关
系，一个正常的关系。然后神对人有
一个期许，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创1：28）性是神创造
的，它不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我们的神
是美善的神，祂创造的一切的东西都是
美善的，祂绝不会造一个不好的东西，
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

“性”成了放荡、邪恶、不道德的同义词。性开放已经到了淫乱、
乱伦的地步—男男恋、女女恋、娈童癖，强奸婴孩的新闻也屡屡见
报。性已沦为人发泄兽欲、追求感官享受的渠道。人性正在这种不
讲道德的“温柔乡”中变异，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已是不争的事
实。从前丢脸的事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做；现在却光明正大、很随
便、很公开在做，人竟然不觉得丢脸，毫无羞耻心。

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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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男与一女结婚，神的原意是要他们彼此分享一切，包
括他们的身体、所拥有的东西、心得、意见、能力、困
难、成就、痛苦、失败等等。丈夫与妻子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创2：24）无论其中一方做什么，都应该是
为了对方而做，或最低限度，所做的不应该损害对方。双
方都应该关怀对方的需要，像留心自己的需要一样。（弗
5：28；箴31：12）夫妻之间完全的知心和深切的契合是神
所定的美满婚姻蓝本。

神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婚姻里，在性的生活里有满足的
享受。但神给它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人必须在神所设立
的婚姻关系里面，才能享受这美好、欢愉的美事。神所设
计的性，是要丈夫与妻子能够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人在神
所设计的婚姻之外有任何不正当的性行为，将被视为奸
淫，伴随而来的后果是不满足、痛苦和伤害。

神给夫妻在性生活里的合一是非常美丽的。借着夫妻二人
成为一体，去体会将来我们与基督连合达致的那美丽境
界。因此不要把“性”丑化，也不要将它贬低为一个欲望
的发泄。性的行为包括了两个人在心灵的契合，在心灵、
在魂、在感情、在意志里面彼此有更多的沟通。

基督徒不但要在肉体、在魂里面合一，也要在神的恩典
中、在灵里面合一。两个人的灵、魂、体能够一起在主的
面前真正的二人成为一体。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真正的去
认识，真正的“性”不是只限于肉体上的结合，而是能够
带给我们满足和喜乐，是心灵和肉体同时融入在对方里
面，这才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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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己笔

宣教的呼召
   门徒的使命

2018年初，我在面子书上看见一位姐妹分享“华
传青年宣教营”。出于好奇，也因为提早报名有

单程机票的赞助，于是，我想也没想地就报名了这
个远在泰国清迈的宣教营。
 
这一冲动让我惹上了不少麻烦，最主要是在金钱上
出了问题。我没有好好地规划，也不曾思考自己是
否有足够的经费，也曾一度想要放弃。感恩神的怜
悯，透过祷告，我在最后关头克服了这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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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宣教？因为没有敬拜的声音，所以需
要宣教。”Radius International 亚洲总干事陈维
恩牧师如是说到。我们在教会敬拜，我们高声赞
美我们的上帝。可是，那些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
人呢？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罪中，生、老、
病，最后灭亡的人呢？你是否听见上帝呼召你，
离开这舒适圈，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地极呢？陈维
恩牧师的每一个主题信息，每一个生命的见证都
是如此地扎实和触动心弦，不是因为他为福音牺
牲了多少，而是他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如此有能
力去改变一个罪人：一个毒品的上瘾者、一个毒
贩、一个酗酒的，还有很多……
 
营会中，我重新思考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一直
以来我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却舍不得把上帝当成
那唯一的一位。金钱、权力、家人、学业成了我
敬拜的偶像。感恩透过营会，我对宣教有了全新
的概念，也让我从宣教士的身上学习作主门徒应
当有的使命。
 
需要付上代价的信仰是成长的信仰，因为逼迫证
实了我们是神家中的一分子。宣教不止是一个感
动，而是一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耶稣
颁布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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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passes. Time never waits. Time moves on. A person with good 
time management knows how to use his time to do something good 

& impactful but a person with bad time management would do nothing 
significant. 

Reflecting on time  is what we do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ecause a fresh
       start is coming soon
Reflecting on time  allows us to evaluate how we manage time during
       the year
Reflecting on time  gives us the desire to give thanks for the good things 
       and remorse for the bad things 
Reflecting on time  makes us a wiser person
Reflecting on time  tells us how close or far are we from God 
Reflecting on time  enlightens us to set our focus in the next time frame, 
       in this case 2019. 

Reflecting on my time in 2018. I would like to give all glory and honor 
to my Lord Jesus and God Almighty for His grace and merc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Holy Spirit for leading and guiding me at key junctures. 
Challenges are aplenty and so are opportunities. Dangers lurks but was 
never harmed.   

Upon reflecting the four main aspects of my life in 2018:
 Church Service 教会服事

 Family 家庭

 Career 事业

 Daily Life 日常生活 

2018 Came & Went  David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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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 can say is what Paul said in 2 Corinthians 12: 9 -  “But he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Therefore, I will boast all the more gladly about my weaknesses, so that 
Christ’s power may rest on me”

On my church service, the challenge was to move forward. God showed 
a new way forward on what we could do as a church. 

On my family, the hurdle was how to reconnect my children’s faith with 
God. God himself opened the way for reconnectio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the door has re-opened. 

On my career, the challenge was for a breakthrough to stay relevant to 
the team and company. God gave me wisdom on how to stay ahead.  

On my daily life, it was about living a life that’s abundant. God provided 
an abundant 2018. 

God in His own time, in His own ways and in His own grace will continue 
to lead David Ling (林恩) in 2019. 

To God be the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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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一个强调感动丶渴望感动，以致制造感动的时代（注一）。

网路上很多文章和短片的标题都是类似“感动十亿人的……！”
，以此来吸引人的关注。在教会里面也一样，现在会众评估聚

会的好坏往往就看那聚会是不是令他「感动」。只要能令他感动，其
它因素都显得不重要了。

笔者还在韩国的时候曾经接待一位老师，她主日到一家韩国教会去做
礼拜。聚会结束回来之後，我问她：“那个教会的聚会怎麽样？”她
说：”虽然我一句话都听不懂，但是整个聚会让我非常感动！”她所
说的不是在聚会中看见什麽感人的场景（例如，教会或某信徒作出某
个无私之举），而是纯粹指整个敬拜聚会的氛围，如音乐丶会众的投
入以及牧师讲道的气势等。

我有时候自问：“如果我们去一个异端教派的聚会，会不会也有同样
的感觉？”如果听不懂歌词和讲道，又怎麽知道那不是异端？笔者就
发现网上很多摩门教的聚会气氛异常庄严丶令人动容！

坦白说，这种令人感动的效果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而且不是很
难。如果是唱诗，只要找来一些不错的乐手和伴唱丶学（或模仿）一
些带领的方法丶选择一些美丽温馨的画面做成PPT，若还不够，就再
加上一些灯光效果即可；如果是讲道，除了注意演讲的技巧（大小声
丶快慢丶情感投入等），若讲一些激励性的课题会更容易得到回应，
讲章中再加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或播个短片效果会更佳。然而，那真的
是出於神的感动吗？抑或只是一种普通的情感反应呢？或许我们无法
单凭这些说它们一定不是，但我们也不能单凭这些就斩钉截铁的说那
就是神的感动。

图 / 文：蔡颂辉（Andrew Chai）

制造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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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是要否定情感，我在带敬拜的时
候也会运用技巧去挑起人的情感，期待
他们更能集中敬拜神。我想说的是，感
动并不是全部。我们不能只凭聚会丶诗
歌或讲道会不会令人感动来评断它的好
坏，而毫不顾及聚会中的诗歌和讲道内
容是否表达纯正的信仰。所谓合乎纯正
信仰，不仅仅是那信息没有违背圣经而
已（很多世俗激励性的信息也不违背圣
经），更是符合真理的终极目标，建立
神子民的生命成为他们该有的样式（原
谅我，这话背後还有一大篇文章不是本
短文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聚会，听着讲员的分
享觉得他所传达的信息和解经有大问
题，可是却听见其他听众听了觉得很感
动，期待下次再邀他来。坦白说，我对
这种“感动”感到担忧。一般人对理性
的内容较不感兴趣，然而，没有充足的
理性基础就顺着主观情感行事是非常危
险的。对於教会和服事的人，如果只学
一堆能有效地感动人的技巧，却没有用
扎实的真理去建造信徒的根基，就变成
一个专业的误导者。

读了这篇文章，你感动吗？

注一：本文要谈的“感动”，不是心中想要去做某事的念头（如偶尔会听到基督徒说：“我有感动
要做某事”），而是指参与某事（聚会丶唱诗丶读文章等）时的一种感触。

蒙作者允准，转载自 facebook.com/cartoonsfor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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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最知道我们的需要，有时祂特意安排与我们性格完全不
同的肢体来作我们的配偶，使彼此结婚之后，可以学习十
字架破碎的功课，放下自己、包容别人、谦卑接受配偶的
提醒，学习无私的爱和在主里面的顺服。

笔者观察到有很多在主里的夫妻，他们虽然彼此性格不
同，但却能相爱，并被主改变而蒙福。

只要不是因为对方沉溺在某些罪中，如赌博、酗酒、嫖妓
等，而是基于各人在性格喜好上不同，就不应该放弃对
方，反而在清楚神的引导之下，学习欣赏他的长处，这样
两人就必更加相爱。所以，你还是要在主面前郑重考虑，
不要轻易放弃神所给你的机会。

但是若你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依然觉得很难相处，这
可能是你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爱，并且彼此性格极端不
同，这样就要考虑清楚，不要急速考虑结婚，若经祷告寻
求，清楚知道不是主的带领，就要考虑分手。

摘自：《信徒恋爱婚姻60问》，程蒙恩著。

我和男友性格不合，

     我还要和他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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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 富
一艘船在海上航行。

船上坐的全是大富翁，只有一位拉比例外。

富翁们一边欣赏海上风光，一边争相炫耀自己的财富。

拉比听了一阵，淡淡地说：“我认为我才是富有的人，可惜我
现在无法把财富拿出来给你们看。”

其他人都嘲笑他。

不幸的是，一群海盗洗劫了这艘船，富翁们的金银财宝被掠夺
一空，顿成一贫如洗的穷光蛋。

船飘进一个港口。

人们获悉拉比是位有学问的人，聘请
他到学校去教书。

那些富翁呢？流落街头，当了流浪
汉。

他们在街上碰到拉比，感慨地说：
“你说的话确实不假，学问才是财
富。”

知识是唯一可以随身携带，而且永远
不会被人偷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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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代好像很少听到“打手板”三个字了。原因不是父母
少了体罚儿女，刚好相反，他们若非完全不体罚，就是动
辄暴力虐打，“藤条红烧猪肉”已是平常，有些还拳打脚
踢、沸水烫、倒吊，惨无人道的虐儿个案层出不穷，叫人
又惋惜又痛心。

至于学校，在民主人权的幌子底下，体罚学生随时要坐
牢，“打手板”亦随之成为绝响。

对孩子来说，“打手板”其实最恰当，是最有人味的体罚
方式。孩子顽劣，父母屡劝无效，只有出动“藤鞭”，吩
咐孩子立正，伸出小手来，父母左手提孩子的手，右手举
起藤鞭，孩子双眼通红，隐含泪光，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但说时迟，父母已手起尺落，一下一下地打在孩子手心
上。眼见孩子的泪水夺眶而出，父母的眼泪却是往心底
流，孩子痛得大喊“妈妈我不敢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
次认识到父母的严厉。

直到许多年后，孩子长大了，甚至有了自己的儿女，他才
恍然明白，原来拿藤鞭打孩子“手板”的父母才是最疼爱
子女的，因为在藤鞭一下一下打在儿女手心时，父母的心
最刺痛。

当“打手板”绝迹了，父母的爱其实打了很大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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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可以打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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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田

 叶咏蒽    8岁

 Tok Su Xiang    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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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睿铭  8岁

 刘嘉欣  8岁

 Joshua Ting    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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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世

 John Tan  7岁  

 周可悦  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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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者 Timothy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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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齐宏伟
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
版本 2014年7月 初版

与上帝拔河 这是本用灵魂写的书。中国散文易写悲，齐宏伟却逆转
写喜悦与慰藉。如何从死别丶监禁丶绝症丶冷漠丶纵
欲丶愁苦丶厌倦中超脱？如何在古今中外叩问中回家？
又如何在浊欲横行丶道德崩溃之时重建共识？“人这一
生，注定要与上帝拔河。”“人生来要过那种必不可少
的生活，这是克服厌倦的唯一秘诀。”

本书熔叙事丶抒情丶议论於一炉，从山村到古都，从长
江到天池，从香港到美国，以极深哲思丶极致美文，回
答了时代最尖锐的拷问；以爱悦生，以道阅世，因真理
得自由以服务，通过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世界。

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提摩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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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要告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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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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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倩倩   
出版 启示出版
版本 2012年7月 初版

上瘾的真相 

作者 R.C.Sproul
译者 赵中辉
出版 改革宗翻译社
版本 2018年9月 初版

教我如何不信祂?

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不会上瘾，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
个让人上瘾的社会。

这是一本家庭必备的抗瘾之书，也是一本实用的辅导手
册，内容包括：为何青少年比较容易上瘾？什么是上
瘾？如何预防？如何与上瘾者沟通？如何治疗？如何迈
向康复之路等等，让我们对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有更深刻
的认识，并学习更多有用而正向的沟通技巧。如果你曾
经为了孩子的背逆流泪丶心碎丶担忧，甚至求助无门，
如果你愿意成为这个世代青少年的守护者，这本书不仅
提供方法，更能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你觉得基督徒很好骗丶基督徒愚不可及吗？
本书能厘清你对信仰的误解。
你是个怀疑论者吗？你因某种原因而远离上帝吗？
本书能解决你的疑惑，带你重新认识信仰。
你乐意传福音，想常作准备，好与人分享自己心中盼望
的缘由吗？

本书并非提供一套肤浅的标准答案或证明，而是逐章探
讨常见的几个反对基督教的质疑，并就每个论证的核
心，提出精简的概要。这是基督徒探访丶陪谈训练的最
佳教材，也是每位认真探索基督教真理的人必读的一本
书。

63



创意新知

台湾设计团队“BLUE BEARD STUDIO”推
出“iTemp”温点盘子，将物联温控技术
应用在杯碗容器上。如此智慧化的温控容
器连结手机APP，为人类带来更便利丶有
益的饮食习惯。用户可以透过APP和简单
的手部操作，达到个人喜好的温度，并计
算咖啡因丶卡路里等摄取资讯，实践个人
化温度的饮食体验。

不降温杯子

1

美国集资网站Kickstarter研发一款新型态的轮胎
胎皮“reTyre”，能够根据不同的路况，在现有
的脚踏车轮胎上换上相对应的胎皮，让使用者
不需准备不同种类的轮胎，就能靠一台脚踏车
走遍天下！在换胎皮时，拉上轮胎胎边的拉链
後，自锁式拉具会自动卡榫，所以拉胎皮上的
拉链，就像拉一般拉链一样简单。reTyre根据越
野丶全地形丶冬天3种路况，提供不同的胎皮，
每一款轮胎胎皮都具有绝佳的抓地力丶低滚动
阻力和高度防穿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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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警车

稿件请寄至：

maizi@pjstate.org            

截止日期：

28.2.2018

效法基督

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是跟随效法。他们三年的时间，跟道成肉身的神子

在一起，看祂的每一言，每一行；从祈祷传道，到医病赶鬼，行神迹；到祂

在世的最后一夜，就是被卖的那一夜，给门徒洗脚，主说：“我给你们作了

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约一3：15）在同一夜，主设

立了圣餐，又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要如此行”，是

要门徒照样效法。（林前11：23-27）

效法基督，就是在凡事上按照基督的教训和要求行事为人。我们的一生，就

是事奉的人生，盼望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和真理的教导，充实我们的灵

命。

主题：
69期

徵 稿

美国加州制造商Hoversurf开发飞天摩托车“Hoverbike”，目前由杜拜警
方测试。这种电动垂直起降（eVTOL）飞行器，以碳纤维为材质，共有四
个螺旋桨负责垂直起降和维持车身的稳定，能够在地面上盘旋丶加速。
它的最高时速可达96公里，因受法律限制，重量是114公斤，安全飞行高
度是离地5公尺，驾驶者本身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调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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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期 圣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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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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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27：43

徒 14：3

可 10：24

多 3：2

雅 2：3

太 4：8

可 11：17

太 5：16

约1：1

路1：45

第二个字

第十一个字

第八个字

第十一个字

第八个字

第十二个字

第一个字

第二十三个字

第三个字

第九个字

请依照所列经文的顺序找出各字，填入方格内排列成一节经文。

（以中文和合本为主，标点符号不算字数）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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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期 答案

 阮宇欣
 阮宇轩
 张雅玲
 叶文杰
 李声柔
 林睿婕

 林睿铭
 陈谦祈
 王佳宣
 潘宝强
 Charlotte Chen

67期 圣经里的动物
得奖者名单

夏 娃

亚 当

耶 稣

玛 黑 珥 沙 勒 哈 施 罢

圣 经

该

隐

参

孙

别

的

神

宁 录

以

斯

帖

玛

土

撒

拉

以

扫

和

雅

各

所

罗

门

扫

哭 了



儿童假期生活营  >> pg37

医院探访演习与交流  >> pg31

泰北短宣  >> pg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