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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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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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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

众所周知，地球是圆的已经成为一项常
识，也是不争的科普事实。但有一群人
提出反驳论点，认为“地球圈理论”的
时代应该终结，坚信地球是平的。

自2017年以来，全球掀起了现代“地平
说”运动，在互联网视频推波助澜的散
播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

国内也冒起"地平说"拥护者，他们宣
称“地球是球体”的说法是谎言和精英
分子的阴谋。

尽管平地球理论所提供的假设非常矛
盾，但互联网上各种支持这个想法的资
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当今世界，社交媒体敍事风格多样，科
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便利。随之而来的，是资讯信息存在
良莠不齐的问题，片面追求时效性和点
击量使得网路信息真假难辨。

“地平说”的视频动辄有上十万至百万
的观看率，其中最受欢迎的视频《200 
proofs Earth is not a spinning ball》提
供诸多论点误导受众。美国一新闻从业

汤镇遥
《麦子》主编

主编的话

员在地平论国际会议拍摄及访问30名
受访者，当中29名起初并不相信“地
平说”，不料在观看相关视频后反改
观，遭到说服而改变想法。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新闻信息逐渐
碎片化，假新闻丶流言蜚语丶轶事绯
闻广泛传播。人们可以在社群空间无
拘无束的强化个人观点，对事实／真
相进行无数次的“再阐释”和重新包
装，合理化真相。多元化丶多样性丶
去中心化丶碎片化等成了媒介传播的
主要特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相信任
何一件自己想要相信的假消息。

科技的转变与社交媒体平台的涌现，
我们是否效法基督，藉着神的话使我
们对这时代的思潮作出反省而不随波
逐流？

在圣周来临之际，愿与《麦子》读者
们共同思考，彼此勉励，在这价值观
混乱的时代，坚持真理，以身作则地
活出真理。



效法基督 文／郭进吟牧师

主题故事

何谓效法？

根据中文字典，其意思是学习，模仿。它属动词，所谓仿照别人的做法
去做，去学习别人的长处。而“效法”在圣经原文字义为“模仿，跟
从”。

其实，人们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间在效法他人。因此有句话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接近好人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可以使人变坏。
可见客观环境对人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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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呢？

 父上帝说什么？ 
新约圣经中有13次提到“这是我的爱子“或”爱子”：太3：17、 
17：5；可1：11、9：7、12：6；路3：22、9：35、20：13； 
约3：35、5：20；弗1：6-7；西1：13-15；彼后1：17。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
祂！” （路9：35）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
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太17：5）

天父上帝清楚指示我们要听从主耶稣，因此我们听从基督，效法基
督，是理所当然的了。

 主基督说什么？
有史以来，世上只有一人是清白无罪、从无犯过罪。他就是耶稣，除
祂以外，“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王上8：46；罗3：23）由于耶稣
十全十美，基督徒理当视祂为最佳的典范。事实上，耶稣也曾吩咐门
徒效法祂，说：“我为你们立下模范，我向你们怎样做，你们也该照
样做。”（约13：15）
主耶稣的谦卑，祂以身作则为门徒们洗脚，并劝勉门徒们效法祂所做
的。祂对他们说：“我身为主，身为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
应当彼此洗脚。”（约13：14）

 使徒保罗说什么？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保罗非常有自
信地要我们效法他，因为他先效法基督。保罗生命因着基督成为让人
可效法的人，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整个生命要效法主基督，这样我
们的生命也能因基督而造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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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什么话说呢？ 
既然圣经教导我们要效法主基督，那么每一位基督徒理当效法主基
督，同时也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在教会中担任领袖的，更应该成为
众信徒的榜样。领袖能否如同保罗自信地说：“你们该效法我，像
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呢？。因为在教会中事奉的最终目
的，不是把人引到自己面前，而是引到主基督面前。

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呢？

就从保罗的教导来学习，保罗在腓立比书2：5-8说“你们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
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祂本有神的形像”：
指耶稣拥有神性，与神平等而祂不会因为成为人而失去神性。

“形像”：
不仅是指外表，也指里面的实体。

“强夺”：
意思是抓住一些可贵的东西，本是自己已经拥有的。耶稣没有自私
地抓住天上荣耀不放，反而采取了7节所描写的行动。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这里生动地描写基督乐意放弃祂的荣耀，成为人的样式，为要服事
我们。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基督有神平等的地位，却愿意遵守父神的旨意。这比没有此地位的
更难能可贵。保罗是要表明基督是一生全然顺服，并且强调祂的死
是祂顺服最大的明证。强调耶稣顺服父神的彻底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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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耶稣从小就有顺服与谦卑的模范。虽然养
父约瑟和母亲马利亚都是不完美的人，但耶稣仍
旧谦卑地“顺服他们”。（路2：51）。提醒做儿
女的应该学习耶稣的好榜样，甘心顺服父母，这样
就必蒙耶和华赐福。谦卑的耶稣基督，为了顺服神
和服事人而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也应像基督
一样，不是因为罪或惧怕，而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
故，服事神和服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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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智淳传道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效法基督、贴近主心”。对许多
人来说，这个主题或许有老调重弹的感觉；但我觉得

这是一个无比贴切的主题。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的目的
不就是要“效法基督”吗？要效法基督，我们必须明白主基
督的心意，“贴近主心”。既已清楚这两个目标，它们就当
成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我们谈“效法基督”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要效法
耶稣的“事工”：教导、医治、赶鬼……但我觉得效法基督
可以让我们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从符类福音书（马太、马
可、路加）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们的记载几乎都在陈述一个
事实：跟随耶稣、与耶稣最亲近的群体——门徒，即便经历
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却依然“不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事实。
直到复活的主耶稣用了约40天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了复
活大能后，他们才真正认识这位救主。无可否认，耶稣基督
与门徒的共同生活为门徒们设立了美好的榜样。今天的我们
也当学习耶稣基督这些以身作则的榜样。

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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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 与神亲近

无论耶稣多么忙碌，我们都能看见祂“退”到旷野或“退”到
山上去祷告。这种“退”意味着祂让自己从人群中抽离出来，
有一段安静休息的时间。或许我们会对福音书中所记载耶稣彻
夜祷告（路6：12）；一整个下午的祷告（太14：23）；时常一
天三次祷告（太26：41-44）；清晨起来祷告（可1：35）产生
一个疑问：耶稣“退”到旷野或山上时真的有“休息”吗？耶
稣基督看起来无时无刻都在祷告，难道祷告不累吗？

对忙于工作及事奉的我们而言，连睡觉的时间都不足够，更遑
论要到教会参加祷告会。有者甚至连个人的祷告时间都因为配
合忙碌的时间表而牺牲。我们很常会将“休息”与“祷告”混
淆；但从耶稣的作息来看，祷告就是祂的休息，是祂细心聆听
上帝话语的时刻。祂从来不让忙碌的事工成为自己不祷告的藉
口。反观今天的基督徒，很常以忙碌来成为推脱牧者（或弟兄
姐妹）邀请参加教会祷告会的理由。

这其实在门徒身上也发生过：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邀请门
徒一起祷告，疲惫不堪的门徒们竟然睡着了……但门徒们在基
督复活且升天后，祷告生活与素质明显有极大的提升，几乎每
天聚在一起掰饼、祷告（徒2：42-47）；一天数次到圣殿里祷
告（徒3：1）；为特别的事件及需要祷告（徒6：6，为执事祷
告、8：15，为信徒领受圣灵祷告、9：11；10：1-33，在祷告
中看见异象、12：5，为彼得代祷等等）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已将祷告的权柄赐给门徒，只是门徒们
并不理解，而且因着各种外在的因素无法积极祷告；在见证
主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后，他们才理解这份权柄的可贵，自此就
开始积极祷告。这一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生活与
素质跟我们是否有真正认识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息息相关
的。我们若说要“效法基督”，就当从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开
始调整。忙碌与否，祷告就如我们的呼吸一般，不可停止，否
则我们的灵命就会出现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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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 与主亲近的社体

耶稣亲自拣选及设立的12位使徒（又称
门徒），乃是将这12人与跟随祂的群众
分别出来（可3：13-19），更给了这12
位门徒完全的权柄：教导、医治、赶鬼
（太10：1-4；可3：14-15；可6：7-12；
路9：1-6）。然而我们也看见耶稣对这
12位门徒有着和群众不一样的待遇，特
别在马可的记载中更时常给予他们额外
及更详尽的私下教导（可4：10-20，解
释撒种的比喻、4：33-34，耶稣只对他
们“讲明”、7：15-23，解释玷污人的
比喻等等）

同样，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并
不显得特别珍惜如此教导的机会；反而
对耶稣的身份更加疑惑，甚至有人将耶
稣卖了、有人在耶稣被捕后不认耶稣、
在耶稣死后大家分道扬镳。在基督复活
并亲自向他们显现后，他们才痛改前
非，为基督福音的缘故大发热心，致死
不渝。

今天，我们也是被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
与呼召出来的人，但我们的生命中却依
然有许多破口（和门徒们一样）。我们
需要的也是清楚看见主复活的大能，并
且与主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聆听主自
己的教导。我们能透过不同的属灵操练
来达到与主建立关系的目标，就如当年
耶稣设立那12位使徒般；当关系被建立
了之后，我们就能看清复活的大能，开
始为主发光发热。

在效法基督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想强
调耶稣所进行的事工；反而专注在耶
稣基督在世上时的两个特质：退休与
分别。这并非基督所进行的事工不重
要；而是我们该更关注基督从何获得
祂的能力。在教会中我们很常因为事
工的忙碌而忽略了休息与祷告；另一
方面我们也可能只专注在“人”的教
导，而忽视了要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
系。

耶稣基督并没有因着自己是上帝儿子
的身份而不看重祷告与教导；反之，
我们从福音书所看见的耶稣基督非常
注重自己的祷告，更看重祂亲自拣选
的门徒们，关注他们的领命成长。我
们若要效法基督，就必须：









祝福大家在今年内都能“效法基督，
贴近主心”！

如使徒们般，看见主耶稣基督复
活后的大能！
从 忙 碌 中 抽 离 出 来 ， 并 看 重 祷
告。
回应主的选召，与祂建立个人美
好的关系。
积极地参与事工，并从祷告与主
亲自的教导中获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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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JD 这四个字母的缩写，所代表的是“What Would 
Jesus Do?”，也表明一件事情让耶稣基督来做，祂

会怎么做呢？其有个重大的目的，那就是让基督徒们时刻
提醒，每当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任何事情前，先思考如果
同一件事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祂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呢？
祂会如何处理此事情呢？WWJD直到今天不仅成了许多人
的座右铭、口号等等，甚至衍生出许多有关的周边产品。
或许我们会误以为这是近代所兴起的一种属灵运动，其实
它却是一个已有多年历史价值的产物。

在19世纪，有一本小说《In His Step》，描述着一位工人
被裁员后，陷入穷苦潦倒的生活，后来沦为流浪汉。他曾
沿街叩门寻求帮助，然而却无人愿意伸出援手。有一个礼
拜天，他因着饥寒交迫之际来到了一间教会，那间教会正
举行主日崇拜。他在台下坐了许久，接着挣扎的走到讲台
旁，恳切的向牧师以及会众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们
口口声声说跟随主，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援手来帮助
一个可怜的流浪汉。请问跟随耶稣的脚踪，这对你们有什
么意义呢？”1

文／郭佳恩传道

WW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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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不怎么起眼的小说，却投下一颗震撼弹。有一群的
基督徒开始立志要在他们自身的生命中活出耶稣基督的
样式，立志在未来的日子中，每当做一件事情时，都会
恳切地问自己：“如果是耶稣，祂会怎么做呢？”直到
2019年的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之久，这样的运动仍持
续不断在我们基督徒的社会中发酵，由此可见WWJD运
动绝对有所非常重要价值与意义的所在。

今天我们说要“效法基督”，这不就与此运动不谋而合
吗？根据《汉语词典》，效法的意思为“参照别人的做
法去做”。参照谁呢？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
自称是基督徒，更简易来说也就是“耶稣的跟随者”。
原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
作所为，若不是要参照耶稣的一切，那为何我们又自称
为基督徒？这岂不是有自相矛盾的嫌疑。基督徒绝不是
一个宗教跟随者的名称，基督徒是在生命中活出信仰的
使者。透过圣经清晰的表明，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与
盐。倘若其无法彰显出应有的功能，或许将来会面对的
是可怕的弃绝。

亲爱的读者，愿我们一起回应那从天上来的呼召。愿我
们全心全意成为效法基督的使者。愿我们成为合乎上帝
所使用的器皿。愿我们时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愿我
们的生命成为自己、他人、环境的祝福者。愿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赐福予你！阿们！

1 https://blog.xuite.net/wwjd.joyful/hkblog/142609062-WW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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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是天父的儿女，可以分享神
的属性。神是、圣洁、信实、良

善、慈爱、公义、恩典、怜悯、喜乐、
温柔、忍耐和愤怒。

神是掌管生命的的主，我的生命可以分
享祂的信实、良善与慈爱。

我应当效法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怜悯、
忍耐、温柔，但往往行出来却由不得
我，原因是抵挡不了外来的诱惑，也因
为自己不能持之以恒，没有放下老我，
心意没更新而变化。自然而然回头走那
旧路，可说和非信徒没两样。求主怜悯
我。

基督诸般的慈爱所赐给我的生命乃是一
个称义又圣洁的生命。我得加倍努力与
主同行，奔走天路不厌倦。凡事以基督
的教导为增进属灵生命的成长，读经祷
告，做主门徒。

效法基督
文／莱姐

在这变迁的时代，我感觉最大的敌人就
是自己；不能面对挑战，困难，考验，
只管放弃一切，逃避现实……但感谢主
耶稣的丰盛恩典，祂遮盖我们的过犯，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此，我感恩主的带
领，保守与祝福。在我面对病痛时得主
安慰，直到康复。基督豪无保留的爱已
经在十字架上向我显明，我被爱，得甘
甜般的滋味，是那么的喜乐。

生命不在于长短，乃在乎内涵的丰盛，
效法主基督乃是智慧的开端。

主基督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主按照他的
旨意成就我们的祈求与需要，我且要更
加有信心，更加有力量，顺服主所吩咐
的使命，把主耶稣这生命的道行出来。

“神就照着自己的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祂形像造男造女。”（创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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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祷告

北韩

阿富汗

索马里

统治者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政权内部可以改变，并求神打破魔鬼
的权势。
求神保护北韩基督徒。为那些在狱中丶劳改营和偏远地区里受苦的
信徒祷告。
求神医治和复兴这个国家，也求神赐北韩教会力量和坚忍。

阿富汗信徒面对来自家人丶朋友和邻居要他们放弃信仰的巨大压力，他们也
会害怕性命不保。求主保护和激励阿富汗信徒。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不容许国民改信别教。背弃伊斯兰教被视为对家庭和社
区带来耻辱。求神改变这个国家，让国民可以信奉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
求神赐阿富汗稳定与和平，因为来自激进伊斯兰组织的暴力事件与日俱增。

即使遇到敌视，求主继续在索马里建立祂的国，兴起更多有智慧丶
能够每天彰显神的爱的收割工人。
求神削弱索马里青年党等激进组织的影响力，赐政府智慧和勇气去
对付他们。
尽管人数少和风险大，求神让索马里信徒之间有充满活力的团契生
活，在信徒中兴起成熟和敬虔的榜样人物。

逼迫来源：独裁政权 / 共产及后共产压迫

逼迫来源：伊斯兰压迫 / 种族敌对

逼迫来源：伊斯兰压迫 / 种族敌对 / 有组织腐败犯罪

资料来源：世界守望名单

14



利比亚

苏丹

厄立特里亚

巴基斯坦

求神攻破利比亚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计谋，并向他们彰显祂的怜悯丶
恩典和主权。
为正在增长的利比亚教会祷告，特别为那些与其他信徒隔绝的信徒
祷告。
但愿更多利比亚人藉着卫星电视和网络广播听到福音。为初信者祷
告，求神保守他们，更让他们在信仰上成长。

求神保守苏丹基督徒，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和别的信徒团契相交。
为教会领袖祈求力量站立得稳。除了要面对当局和伊斯兰极端主义
者的逼迫外，他们还要承担带领教会的重担。
求神在苏丹领袖的心里动工，让圣灵激动他们，令他们为国家带来
公义与和平。

基督徒的压力很大程度是来自阿费沃尔基总统及其执政政府。祈求
总统能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生命以及满足。
祈求在骇人处境中被囚的弟兄姊妹坚忍到底，也祈求他们能在这一
切磨难中成为其他囚禁者的明光。
祈求圣灵安慰在高压和暴力之下逃离厄立特里亚的难民。

求神令新的巴基斯坦政府通过保护国内基督徒的法律
为穆斯林归主者祷告，因为他们受到激进伊斯兰组织，以及
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攻击。
求神保护巴基斯坦基督徒妇女

逼迫来源：伊斯兰压迫

逼迫来源：伊斯兰压迫 / 独裁政权 / 有组织腐败犯罪

逼迫来源：独裁政权 / 宗派保护主义

逼迫来源：伊斯兰压迫 / 有组织腐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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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坊

 黄慈斌

对我而言，悔改需要努力，也是我一天天的成长过程。

 Patrick Yong

悔改和信福音不可缺一。
悔改是对自己的罪感到后悔并要求改变。

 Belicia

信福音的人知道自己应当悔改，才可以进神的国。

 Kong

单单悔改不能上天堂，也必须信了福音，才能得救。

 朱伟轩／朱伟颂

悔改是认罪而生命改变。
我承认自己对电子游戏上瘾。

主耶稣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马可福音1：15）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这是主耶稣最初的福音信息，
宣告福音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又是一个呼召，
呼召听见的人努力进入神的国。

16



 陈裕璇 

悔改就是做错了事后，真心去改，不重犯。

 翎

悔改是认识自己的过错并弥补。
我认为我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都追求神的道。

 Rachel

没信心就不能悔改，这信心是从福音和神而来。
我们应该尽力不犯错，永远相信耶稣。

 李维圣

福音是用来教导人们悔改的智慧，悔改是改错的行为。

 Christine

悔改是知道自己错了，懂得反省，尽力改过。

 小明

悔改是犯罪了，然后再改。
我要向主认罪悔改的是不要沉迷玩手机。

 Nathaniel Jenos

如果你信福音，就会懂得悔改。
悔改是你在做了一件错事时改变。
我有数不清的罪要向耶稣认罪悔改。

 Joanne

人犯了罪，愿意改变自己。
 Sher

悔改是当你犯罪而后悔，并改掉。

  刘心薇 

悔改是当人们做错事情，人们会自己改他们
的生命。我想悔改自己的生命。

17



 ツャロ ーット

悔改是把你的罪在上帝面前完全的承认并尝试改变犯罪的习惯。
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确有很多要向主耶稣认罪。

 杨备琳

犯罪后了解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日后也控制自己尽量不重犯。

 刘绍俊

我以为悔改就是信福音，他们俩的含义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悔改的
罪，就得尽力改了它。若是不能悔改的罪，就一定要忘了它。我们只有
信了福音才能悔改，我们要悔改就代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福音。 

 丁

当你信了福音，也需向上帝悔改我们所犯的罪。悔改是向上帝祷告，求耶
稣赦免我们所犯的错。求主耶稣赦免我是得罪神又得罪人的过犯。

 Amanda

悔改是知道自己错了，懂得认罪祷告，想办法不再犯罪。我每次很
懵，该做的事也没做好，也把“累”当理由，忽略与神沟通，以此我
向主耶稣认罪。

 刘汉升

悔改是在福音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课程中悔改，
把自己犯过的罪真心的带到主面前。

 Sheryl Liu

当你侮改了，你就会更加的信福音。
悔改是做错了事，懂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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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群义

悔改是我们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而向上帝认错。
每当我要向祂认罪时，我却忘记祷告。

 可妮

悔改是让你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而改掉。
我要问主耶稣认罪悔改，每次父母叫我做家务，我却不要帮忙。

 Daniel

悔改是当你知道犯了什么错后，你尽力去改正你的错误。
我有太多的事要向耶稣认罪，本人会在祷告中向主认罪。

 陈思毅

我相信有许多人信了福音，自然就会悔改。
对许多人来说，悔改不一定是容易做到的事。

 黄凯伦

要信福音就要悔改，要悔改才能信福音。
悔改是你愿意接受自己的错误，并立志改过。

 刘绍斌

如果你真的相信福音，就必定会经历上帝的爱，并因此而想去悔改。
如果把福音当作是一个 Free Pass 来犯罪，就代表了你的信心之旅出
了毛病。我要向主耶稣认罪侮改的事太多了。

  Simsim 

我们基督徒是信了福音才学会慢慢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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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th and Irene

Repenting and believing actually needs to coexist. You won’t 
repent if you don’t believe and vice versa. Repent is to realise your 
mistake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for the better. I know I 
can’t be changed in just a day but I will seek forgiveness from God  
and work to be better.

 Hao La

In my opinion, reading testimony about God and trying not to sin 
will make you closer to God.

 Isaac Ling

Repentance & Believing in the gospel should not be separate matters 
because if you can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savior and that He loves all 
with no hesitation, you would technically learn to follow God’s law and 
ask for forgiveness as we know we are unworthy of this love. But I would 
ask myself, why do I believe this in the first place? How can we conclude 
this as the truth of this world?

 白群翔

人信了福音，也懂得悔改。人不是完美，会做错事，因此需要悔改。

 游德扬

悔改是通过圣经里神的话语而明白自己的错误。
我需要改掉玩手机的坏习惯。

 Carmen Chan

人信了福音才会认罪悔改。悔改是认罪，弥补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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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佳音是八达灵新市堂一年一度在圣诞节来临前进行的活
动，目的是将主降生的好信息传给更多人知道。

12月22日（星期六），陈万丰弟兄在佳灵宅为其子办百日
宴，邀请亲朋戚友出席和25名佳音队员来献唱诗歌。感恩会
中，陈万丰夫妇分享彼此从相遇、相识、相爱、步入婚姻殿
堂到同心祷告而得来永恒的产业——儿子诞生。信实的神一
步步引领丶陪伴他们，更看见神因此赐福彼此的家人。

接着，郭进吟牧师以“圣婴诞生”为主题的信息与大家分
享，藉此播下福音种子，让会众得以领略上帝的圣爱与祝福。

22-24/12/2018        文／张婷婷、曾香平圣诞报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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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星期日），白池伟弟兄在家中举办圣诞聚会，邀请左邻
右舍参加。大约30余人的佳音队在聚会中献唱几首圣诞诗歌。周金
胜弟兄与会众分享圣诞节最大的意义——纪念耶稣的诞生。祂因着
爱，为罪人诞生丶被钉十字架，死后第三天复活。最后，佳音队以
诗歌《一件礼物》，邀请会众打开心门接受这份爱的礼物。

伉俪团契在副堂举办圣诞福音晚会——“Magical Christmas Night”，
共有180人出席。当晚状况连连，先是自助餐迟来一小时，晚餐开始时
又下起滂沱大雨，但这一切的意外并没有拦阻节目的进行。福音晚会
的节目丰富，所有出席者手握蜡烛走上街道报佳音，随后便是精彩的
儿童短剧及少年人呈现舞蹈。神学生Rosen以一项魔术表演带出人因为
罪而被蒙蔽，由此离开了神。但透过耶稣，我们有机会与神和好。在
呼召环节中，近乎50位儿童和成人回应神的爱。晚会结束前便是交换
礼物，大人小孩都带着满足的心情回家去。



12月24日（星期一），大约40余
人的佳音队前往两位长者——陈
珠梅姐妹和王秀发姐妹的府上报
佳音，之后便来到杨思恩姐妹的
娘家，为亲人们带来圣诞福音的
好消息。周金胜弟兄与当晚出席
的亲朋戚友们分享基督徒不是庆
祝圣诞老人的诞生，而是欢庆耶
稣的诞生。耶稣才是圣诞节的主
角，耶稣的诞生是为了让世人享
有丰盛的生命。金胜弟兄分享这
世 上 最 浪 漫 的 句 子 不 是 “ 我 爱
你”，而是“我愿意在你身边，
照顾你一辈子”。金胜弟兄向会
众提出邀请，是否愿意接受这份
礼物，让耶稣住进每个人的心中
直到永远。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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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圣诞感恩崇拜，无论圣堂或副堂都坐无虚席，800名会众
齐来欢庆天国君王的降生！

小提琴班班员们拉奏序乐——《Away in a Manger》，1H1V团队
带领会众同心、同声欢颂唱熟悉美妙的圣诞歌曲，儿童与少年诗
班以《圣诞颂》来唱述圣诞故事，堂会诗班献上《基督之光》，
纪念至高无上，道成了肉身的主。
 
郭进吟牧师引用总结了全本圣经信息的约翰福音3：16－18，分
享圣诞节的意义。救恩的源头是爱，是上帝对世上每一个人的
爱。甚而将最爱的独一儿子赐给我们。抚心自问，我们会愿意将
独有的与人分享吗？由此可见上帝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呀！

圣诞感恩崇拜 25/12/2018        文／李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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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

因祂得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

神独生子的名。”（约3：16－18）



郭牧师从消极和积极的角度来说明神的
救恩。圣经道，不信神独生子名的人，
罪本已经定了，终必灭亡。但神却主动
赐下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救，不被
定罪，不至灭亡，反白白因主宝血得永
生。这就是真爱、真平安，永恒生命的
恩赐！

感谢上帝，当天共有11位儿童及4位成
人接受洗礼，郭牧师也为31位弟兄姐
妹举行坚信礼和转会。

今年，每一位13岁以上的出席者都获
得由本堂出版的《灵程笔录》。郭牧师
带领会众做委身宣言，其中一项包括立
志认真听道和做笔记。除了《灵程笔
录》，会众也拿着《麦子》期刊和圣诞
小礼物离开圣殿，会后继续与人同欢，
共享主爱。

求主叫我们的心不被世俗节庆的喧闹占
据，忽略了圣诞真正的意义。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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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幼儿接受洗礼。

因身体健康因素，幼儿龙羽渲 提

前安排在12月23日进行洗礼，归

入主的名下。母亲刘佳媚也于当

日受洗。

四名成人于圣诞感恩崇拜接受洗

礼：钱杨秋、李宜恒、吴爱玲、

黄宝雲







已故林恩弟兄推介《灵程笔录》的内容和出版目

的，期盼大家在新的一年作听道笔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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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岁崇拜     

31/12/2018       文／ 林小娴

八达灵新市堂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都举行守岁
崇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今年的守岁崇拜却
与往年不同，弟兄姐妹都带着一颗担忧又期盼
的心情出席守岁崇拜。有几位弟兄姐妹因身体
欠佳而住院，已故执事会主席林恩弟兄更在当
天早晨于医院昏迷，郭进吟牧师临时将讲题信
息改为《同心合一的祷告》。
 
郭牧师以马太福音18章分享信徒们当彼此代求
和彼此饶恕。我们要同心合一地在地上代求、
且要饶恕他人七十个七次。
 
除了为在医院的弟兄姐妹祷告，会众们也在小
组中分享和感恩，大家互相代祷、一同仰望
神。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更能效法基督、贴近主
心，学习同心合一的祷告，一生都讨主喜悦！



1月19日一早，向日葵儿童诗班和康乃馨少年诗班的孩子们报到后，
潘秀美老师就为孩子讲解此次训练会的营规，每一位营员都拿到一个
鸡蛋，不论是上课、上洗手间、玩游戏或吃饭等，都要守护着它。

道盛传道以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亚伯明白上帝的心意，他
所献给上帝的都是最好的，也讨上帝的喜悦。亚伯所献上的羔羊，也
指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身为诗班班员，更要时时提醒自己每天以“赞
美”为祭，用敬虔的心、用口来赞美和敬拜，并献祭给上帝（希伯来
书13：15-16）。除此，也不忘“行善”和“乐意捐输”的事，在生活
中以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周遭须要帮助的人，因为这些事都讨上帝的喜
悦。

团体照后，便是合唱训练和乐理训练了。儿童诗班由林道盛传道指
导，少年诗班则由钟依玲老师带领。除了分组和联合练习，训练会也
有游戏和小组分享，营员们尽兴参与，坦诚分享自己参与诗班的心路
历程，没有一个不为自己所得着的献上感恩。

儿童诗班及少年诗班
训练会及联谊会

19/1/2019        文／ 杨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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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第二天晚上，便是颂赞会，同时也庆祝向日葵儿童诗班24周年和
康乃馨少年诗班13周年。颂赞会的开始，有影片的回顾，回顾孩
子在这两天营会的点点滴滴。儿童诗班带来诗歌《Pié Jesu》；少
年诗班献唱《Locus Iste》、《齐来崇拜》、《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Siyahamba》、《每一天》和《茉莉花》，两组诗班
也联合献唱《感谢诗》。他们都以最好的歌声颂赞主，美妙歌声
达至穹苍。

颂
赞
会



少年诗班的Isaac和儿童诗班
的Madalyn在颂赞会中分享参
加诗班前后的心得。方陈以祝
师母受邀分享儿少诗班的历史
与回顾。方师母讲述了当年诗
班成立的历史，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事工的讨论、安排、规
划 、 进 行 、 波 折 ， 到 事 工 的
完成，哪一样都离不开上帝的
带领，哪一样都当归荣耀与上
帝 。 “ 没 有 主 日 学 就 没 有 诗
班”，这就是当时方师母义不
容辞的使命与责任。

方师母坦诚自己是一个爱做梦的人，但
她的梦想，不单单是只停留在“做梦”
中，而是大胆说出来，积极找同工与她
配搭。她相信上帝在感动一个人之余，
也同时会感动其他人。在方师母不住
寻求、祷告、观察、筛选，最后，有了
儿童主日学、向日葵儿童诗班、少年主
日学、康乃馨少年诗班、郁金香小提琴
班、键盘班、竖笛班、诗班巡回、儿少
圣乐营等，她的“梦想”真的实现。

来到尾声，儿少诗班联合献唱《耶稣是
我救主》，让颂赞会完美地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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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新春元宵晚会     

16/2/2018       文／ 张玉莱

八达灵新市堂于2月16日（星期六）晚庆
祝新春元宵晚会。弟兄姐妹们带着各自拿
手好菜，与大家一同享用。食物非常丰富
美味，应有尽有。虽然天不作美下着雨，
但出席人数众多，JJ Café 一团和气，非
常热闹。

晚餐后，大家移步到副堂观赏一系列精彩
节目。节目由各团契呈献，如少年团契
呈现令人叹为观止的武术；庇哩亚和少团
带来娓娓动听的华乐演奏；妇女会与乐龄
诗班献唱诗歌，他们以唐装亮相，颇有新
年气氛；庇哩亚和伉俪团契演了一出舞台
剧——《回家》，故事描述一名在外地打
拼的游子因为机票昂贵而不打算回家过
年。后来经同事的劝告，他在最后时刻赶
回家探望父母，令父母喜出望外。原来他
的父母日盼夜盼，期望孩子能回来团聚。



郭进吟牧师当晚的信息是论元宵。他
说华人农历新年长达十五天，初一第
一天，元宵是第十五天。元宵是新年的
圆满结束，华人的习俗在元宵节张灯结
彩，吃汤圆、放烟花及猜灯谜。他说华
人所谓的福：长命白发是福、子孙满堂
是福、钱多财多是福。接着以圣经“无
知的财主比喻”作讲解并劝勉我们要成
为世界的光，照亮别人。

来到节目的尾声，少年团契的姐妹带领
会众唱新年歌，全场乐融融。儿童主日
学学生拿着鲜花送给妇女们，场面非常
温馨。郭进吟牧师祝祷后，众人尽兴而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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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教会与教育

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讲台、不
是椅子，教会也不是慈善机构、
不是医院，而是一群被主耶稣用
宝血买赎回来的人的团体。耶稣
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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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28：18-20）

从主耶稣的命令，我们看到教会
存在很重要的大使命就是“去使
万民作主门徒，……都教训他们
遵守……”。这不就是在告诉我
们，当教会要使人作门徒，教会
就要“教”使人“会”，才叫
做“教会”。而门徒就是学习
者，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及圣经的
教导。

本堂在三月13日，开始了“灵命
操练与灵修神学”这新的课程。
目前报名参加者也达到预期的目
标就是靠近50位。这课程的目的
为要提升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
藉着“教”，使信徒“会”去进
行灵命的操练，以达到做主的门
徒。

此课程分为十二堂课，课程大纲如下：
第一课：何谓灵操？
第二课：主耶稣的灵修生活
第三课：保罗的灵修生活  
第四课：灵修神学的发展史（上）
第五课：灵修神学的发展史（下）
第六课：灵修生活的基本操练
第七课：学习服事主耶稣     
第八课：学习认识神经历神
第九课：解脱自我困扰，迈向成熟境界
第十课：属灵的争战
第十一课：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第十二课：追求神的路向

每星期的课程流程安排，拥有敬拜赞美、
开始祷告、课程传授、分组分享与讨论及
代祷时光。每一年基督教教育之“信徒培
训学校”都会提供几种课程，让弟兄姐妹
自由选择来参加。至于本堂的“信徒培训
学校”共提供五大方面的课程，如下：
1. 基础/栽培课程
2. 信仰生活课程
3. 信仰进深课程
4. 信徒事奉/领袖训练课程
5. 基督化家庭课程

右页为“灵命操练与灵修神学”课程分组
分享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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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乃是一段漫长且需要不断的抉择善恶
与生死的过程。

上帝赋予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在神的创造
里，人是自由的，是没有被限制的，因神给人
有选择权，可以自由做选择，所以人爱神是心
甘情愿的。

在刚结束的一段旅程里，笔者认识了一位以中
性打扮的年轻女领队。因着她那率性的打扮，
率直恬静的性格，和笔者遇到的一般领队很不
一样，至少她不会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也不会
戴上“有色彩”的眼镜去亲近她所接待的客
人。她的行事果断像个男生，在整个行程里和
她相处，让笔者感觉舒服，没有压力。

选择  CT

散文随笔

传道书告诉我们青年人有自由，少年人应当快乐度日。但在享乐

的时候，要知道有所分辨和节制，注意所做的是否讨神喜悦，预

备好对神的审问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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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下来，笔者发现自己内心对她产生
了其它的想法——希望和她发展超友谊
关系。想和一个女生发展不单纯的关
系，这意味着笔者已经在思念着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同性恋是逆性的情欲，违
反了神造人的顺性，笔者察觉自己已经
堕入同性恋的网罗里。

虽然笔者清楚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在
情感上首次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一位同性
朋友，确实让笔者内心受煎熬。在主日
崇拜唱诗赞美神，眼泪悄悄自脸庞淌
下，深知里面的圣灵在忧伤难过，因笔
者偏离了神的道路。

凡不合圣经标准的情欲，神定它为罪，
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论来自文化、风
俗、习惯或基因，都不是借口与理由。
因为自先祖犯罪，人类一直活在堕落的
人性下，包括在母胎里，人人都已有罪
性，只有认罪悔改，因神绝不容许人过
着逆性的生活。

创世记1章26-27节记载，神创造人是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相依
生活。这是神美好的设计，让人共享乐
园的生活。若人不遵行神的旨意，不遵
守神的规律， 便是敬拜其它偶像（假
神）——就是行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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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很清楚说明同性恋所犯的
罪：“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
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
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
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
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
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罗1：21-25）

“义人若离开他的义，去行恶
事，他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若离
开他的恶，去行公平和正直的
事，他就必因此存活。”（结33
：18-19）神的属性及处事的原
则是绝对公义的，我们有神的形
象，我们也有罪性。作为神的子
民唯一能够做的，乃是好好运用
神所赐的自由选择的本能，作正
确的决定。因此人要逃避少年的
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
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
后2：22）

罗马书1: 26-27说：“因此，神任凭他
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
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
此，弃了与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
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虽然笔者知道不可为，但内心还是会不
由自主地思念她，内心确实不好受。走
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笔
者，若笔者选择她，将会永远离开神。
选择了神所看为恶的事，离开了神，这
段关系也不会受认同及祝福，所要承受
的是背叛的恶果。

数日后，笔者告诉了一位姐妹，她坚定
地告诉笔者不能再与对方有联系，否则
只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看了她给笔
者的简讯回复，又一阵的热泪盈眶，笔
者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当下删除了所
有属于她的联系方式，避免再有与她联
系的念头及冲动。

传道书告诉我们青年人有自由，少年人
应当快乐度日。但在享乐的时候，要知
道有所分辨和节制，注意所做的是否讨
神喜悦，预备好对神的审问有所交代。
（传11：9）

38



第一个故事
有个孩子画了一张图，拿去给他的爸爸和妈妈看，说要叫爸爸妈妈猜一
猜他画的是什么。爸爸妈妈看着那幅画，同声回答：“孩子，你画的是
一个人，对吧？”孩子摇了摇头，说：“爸爸妈妈，他有名字，你再看
看是什么人。”爸爸妈妈笑了，说：“我们只知道是人，不知道是谁，
除非孩子你画得仔细点，我们可能就知道。”孩子的父母看着他，知道
孩子慢慢有了好奇心，是学习各种知识的好时机。爸爸心里想着可能可
以让孩子去学习简单的数学习题和科学常识，妈妈的心里也想着或许可
以开始让孩子去学习音乐和接触乐理。这时孩子手指指着家里墙上的一
幅画，说道：“我画的人，是墙上图画里的那个人，不过我不知道他是
谁，爸爸妈妈知道吗？”父母望向那副挂在墙上的画，是耶稣的画像。
这对父母是家族几代的基督徒，但是孩子却从来不知道家中那一副画上
的人是谁，也不曾听过祂的故事。

基督徒和《小王子》    

“我们只能用心灵去看清和明白事物的

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肉眼无

法看见的。”这一句话出自安东尼·

埃克苏佩里所著的小说《小王子》。

用心灵去体会、去聆听、去明白我们

身边的事物，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往往

是我们眼睛无法看见的。看完了这整本

的小说，只觉得它的故事独特、离奇和深

奥，但小说却又映射很多的道理，值得让人

深思。在深思的同时，也发现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其实就像小说里一样，生命中有许多可以述说的故事……

 十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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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
在另一个家庭里，爸爸是位商人，妈妈
是位家庭主妇，哥哥是位无业酗酒的
人，姐姐是“公主病”的大学生，弟
弟则是平庸的13岁少年。爸爸总是对
弟弟说有钱就会幸福，能抬得起头做
人，别人会尊敬你，所以等你长大后跟
我一起做生意，为利益而奋斗。妈妈总
是对弟弟说要好好读书学习，这样就能
做个医生、工程师、律师，别人自然就
会尊重你这优秀的人，将来也会有个成
功的未来。哥哥整日酗酒逃避生活，对
着弟弟总是说他喝酒是为了忘记所有的
悲伤、忘记现实的残酷、忘记疲劳的生
活。弟弟问哥哥会不会忘了他，哥哥懵
了一下，回答：“我之所以喝酒，就是
要忘记一切。”大学生的姐姐总是霸道
无理，命令弟弟做这个做那个，对弟弟
总是说年轻人就是要服从年长的人，年
长的人说的道理就是给年轻人的忠告，
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有一天，全
家人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大家对着弟
弟又重复着同样的话。在大家说完了
话，弟弟默默地说了几句话。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可惜只有

少数的人记得这件事。长大其实不是个

问题也并不可怕，遗忘了才是。大人们

真是奇怪。” （《小王子》语录）

或许耶稣也是一样吧，就像《小王子》
里一样，“如果你想要与别人制造羁绊

就要承受流泪的风险”，所以才为众人
牺牲了祂的性命，为了众人流泪，只为
恩典和永生与我们有份。而身为基督徒
的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转念，什么时候
才会真正明白，做个心思像个孩子的人
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星星，但其中的

含意却因人而异。对旅人而言，星星是

向导；对其他人而言，它们只不过是天

际中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而已；对学者而

言，星星则是一门待解的难题；对那位

商人来说，它们就是财富。不过，星星

本身是沉默的。你，只有你，了解这些

星星与众不同的含义。”（《小王子》

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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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故事
有一位孩子在期中考试考了不理想的成绩，沮丧地回到了家，向
正在做家务的妈妈抱怨为什么自己总是学不好，比别人笨。妈妈
沉默地看着他，对他说下次再努力，没事的！之后，孩子在期末
考试又考到了不理想的成绩，不过稍微比上次的期中考好了些。
孩子又向妈妈抱怨同样的话，为什么别的学生还是能考到好成绩
而我不能？妈妈微笑地看着他，对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努力了，
下次再努力点就一定能进步。妈妈从来没骂过孩子，也没给过他
学习的压力。一年后，孩子在一次的考试里考到了很棒的成绩，
名列前茅。孩子回到家告诉了妈妈，妈妈当天带他去海边看日
落。母子俩坐在沙滩上，妈妈对孩子说，麻雀总是能飞得很快，
因为它们很敏捷，但是它们却飞不高。孩子看着妈妈，似乎明白
了什么。妈妈看着日落，对身旁的孩子说：“你看那一群海鸥，
它们很笨重，很迟钝，比别的鸟类都来得慢飞
起。但是，孩子你知道吗？最后能够飞跃这汪
洋大海的，还是海鸥。”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
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
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传道书9：11）

三个不同的故事，三个不同的家庭，影响着三个不同的孩子。大人们什么时
候才能明白，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能够承受的又是什么。一句“坐下！年轻
人！我是你的长辈！”否定了他们应有的童年和青春，定下了不属于他们的
梦想和理想。基督徒们什么时候才会转念，站在孩子的心思去思考呢？难道
不知耶稣曾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
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14）

《小王子》有这么一句值得让人思考，也值得我们反省。“所有的大人都曾

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小王子》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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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依蘋天使

像天使那样传译
像天使一样
把奥秘
隐秘地化约
地上的日常
像天使连接
天国与泥土
像天使一样
翻译
神口里所出
每一口气
继续复制:
神向人吹气

神向你吹气
这回
要你到天上传译
天国的新消息

致林恩弟兄

就在
天国里
旧约大卫也在
他和你一样年轻
力壮
气色红润
你这个
福州大卫
加入历史大卫
口音的行列
你的神向你吹气
曲线虽曲折
尾音却是直接
事情显得
十万火急

接你到天上
这是农历
新年前夕
你这海外华人
基督血统
百年英文新品种
在这个月亮的
新历程里
你要准备
提前到现场准备
在天国唱起
中国福音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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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在
之在
一种存在
之不在
耳闻
一阵风刮进你身体
天国的大气
在华人大卫
中年的身体里
林恩就像是
林庚林夕
林克林凡这些
命名
天生语言天使
的行列

教名大卫
即是无数David Jr
里的一个
肉身将长躺半岛
八打灵
路德宗墓园
诗巫的孩子
仿佛大地森林
借你
怀有恩典
将二十年

卫斯理传统的道
转音成英语
空中播送
透明地抵达
到世界
你这确切
仿佛无名的译者
英国人的信念
与黄乃裳牧师
旧时
翻译的美国福音
在你里面合体
消息传到天上
可能早就
惊动了神

这道从你口中
译出
倒铺成了
你自身人生之道
灵魂
有了路

这回
你的神
火速把你接往天上
因你已经能说
万人的语言
也有了爱
天上礼拜已经
奏乐
鸣鼓响起
看见你已经就位
白袍加身
那者的荣光
倒映一个你
在风中在谜里离去的
对我们来讲
一种新的存在
肉眼看不见
新造的
真正的你:
某种
天使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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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都把圣经视为“神的话”，笔者亦然。然而，一般教会
似乎有点“过度”强调这一点，忽略了圣经同时也是“人

的话”。这样有问题吗？有。因着强调“神的”，很多信徒也自
然期待它“很神”，无论生活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很神奇地从
中找到答案。因着强调“神的”，所以他们不敢怀疑丶也不敢多
问，恐怕对之不敬。这样其实阻扰了信徒对圣经更深的探索，满
足於一些听来的标准解释，以致理解非但肤浅，甚至偏差，而且
也导致他们错过了圣经很多精彩之处。

很多信徒高举圣经为神的话，并且以自己这种单纯的信心为自
豪，说话没几句就搬出圣经经文来作证支持，却不知道自己实际
上大大误解了“神的话”，还蛮有自信地教导别人。对我而言，
那是危机丶也是悲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那么“有信
心”。

圣经“是”神的话，并不意味着圣经作者都是被“圣灵附身”，
在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之下写出来的内容。反之，圣经其实也同时
百分之百是人的话，在圣灵的引导下，众作者所写出来的东西
完全受到自己的教育丶经历丶背景丶性格丶习惯丶处境丶目的丶
心情丶风格丶创意丶涵养等因素所影响。所以，信徒在读经的时
候，不得不不考虑以下各种问题：作者是谁？他受了什麽教育？
这如何影响他的用语和写作？当时的背景是什麽？什么促使了作
者写某个作品？作者和当代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观念或心态？为了
回应当时的需要，或表达他的信仰，作者写了什么？他删减了什
么？他怎样写？他如何得到这些资料（尤其是历史叙事）？他如
何编辑这些资料？他的编辑方式如何表达了他的目的？这些作品
是给谁写的（第一读者）？受众如何影响作者的写作？作者采用
了那些素材？作者写作的文体是什么？这文体的特质是什么？这
对作者表达信仰有什么影响？……

图 / 文：蔡颂辉（Andrew Chai）

不要不把圣经当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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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圣经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这位圣灵今天仍然在读经
者心中动工，但祂的感动必然是帮助读者了解祂当年感动作者写下
来的意思，而不是别的意思。要认识真理，不能不下更多的功夫。

本图取自本人出版作《千万别搞错信仰》（香港：明风，2018）

蒙作者允准，转载自 facebook.com/cartoonsfor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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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侣在恋爱期间都是甜蜜，很少吵架。若你俩在谈
恋爱时就常常吵架，这证明你们之间缺少爱，彼此的性
格也大不相合。此外，你们的属灵光景也不太好，大家
都互不相让，自我意识很强。试想，现在在恋爱期间，
你们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形，若结婚后天天住在一起，吵
架的情况不是更加严重？

若双方都蒙主光照，肯放下自我，唯有真实的爱、关
心、体谅、包容和扶持，才能增长彼此之间的爱情。

要知道情侣之间，若有爱，就必少争吵；但若没有爱，
很小事都会争论一番，令大家不欢而散。

摘自：《信徒恋爱婚姻60问》，程蒙恩著。

我和情侣终日争吵，

     请问我们适合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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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人
有一对夫妻之间发生纠纷，来找
拉比评理和调解。

经验告诉拉比，调解夫妻的纠纷
千万不可三人对面。那样的话，
双方会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各
自数落对方，互相指责。如果出
现这场面，和解就不可能了。所
以调解的过程应该分头进行。

单独交谈时你会发现，其实他们
彼此深深相爱，时时关怀着对
方，处处为对方着想，只是一时
因鸡毛蒜皮的事儿口角，甚至打
架，谁也不肯让谁一步。

只要你耐心的听他们诉苦，对他
们表示同情，他们的纠纷都可顺
利化解。

拉比先听丈夫诉说，并对他所说
的表示赞同，认为他的看法和
主张正确无误。然后再听妻子陈
述，听她的委屈，对她的处境表
示同情和理解。

两人都把内心的委屈释放完了，
回家去自然重归于好。

两个人都没有错，两个人都是对
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你满足了他
的心理需求，他的气就消了。

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单纯
的，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所处的立
场不同时，所持的看法也就不同。
因此，不可简单而草率地推断谁对
谁错，那样只会增加两人的摩擦，
使纠纷加剧，更难以调解。

遇到这种情况，先听他们诉苦，设
法让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恢复头
脑的冷静。

承认他们的看法，是让他们冷静的
必要条件。他们冷静了，自会反
思，检讨自己不对之处。这时候，
耐心的劝说便可使他们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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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父母，就没有比儿女迟醒的权利。

父母必须比子女早醒来，因为父亲或母亲，必须是孩子
醒来第一个见到的人。可惜的是，香港不少三、四十岁
的父母都宁愿把叫醒儿女的责任交给外佣。

年幼的子女每天一醒来，第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爸爸妈
妈，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乖乖起床了！”没有比这
更甜蜜的声音吧。父母带孩子到浴室，让他们刷牙洗
脸，然后在家中一起吃早餐。一日之计在于晨，有父母
在身边的早晨，孩子会感到份外亲切。

当然要做到这一步，父母们也不应该太晚睡，最好在午
夜前就入睡，睡前一小时不要上网，也不要用智能手
机。父母想孩子学习自律，自己就先要有良好的生活纪
律，“黎明即起”是第一步。

香港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关系要值夜班，这样他们的另一
半就要分工，负起这个早起的责任。起初可能会不太习
惯，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只要坚持养成习惯，持之
以恒，你一定能感觉到子女和自己的关系会特别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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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没有迟醒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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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13日（星期六）

时间： 930am-5pm
时间 事项

930 – 1000 报到注册

1000– 1130

工作坊 1

谈“人与我篇”和“人与人篇”
—— 绘本里“善”的议题

1130– 1145 茶点

1145 – 100
工作坊2

绘本的关怀力量

100– 145 午餐

145 – 300

工作坊 3

谈“人与物篇 ”
—— 绘本里“真“的议题

300 – 305 小休

305 – 430

工作坊4

谈“人与天篇 ”
—— 绘本里“美 ”的议题

430 – 500 大合照

对象：老师/家长/儿童工作者/中学生
收费：成人RM90 | 中学生RM70  
（包含午餐、茶点，及每人附赠一本《阅读绘本并不难》）

报名方式：https://goo.gl/forms/
vKO4jWHLQ1NPn9Hy2 
欲知更多详情，请拨电至

012-288 6362（星期二及日 休息）

面子书：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383751061764495/

地点：绘梦丛林
No 1, Jalan Usahawan 5, 
Kawasan Perindustrian Setapak, 
53200 Kuala Lumpur.

主办：
 
 
绘梦丛林 | 协办： 文桥传播中心

阅读绘本并不难
工作坊

https://qrs.ly/u39c1ad

蜜

蜂
姨
姨

� 蜜蜂姨姨（王美玲）喜欢
阅读，摄影和看电影。

� 活跃于关怀特殊家庭、爱
好绘本说书、兼职神学老
师及心灵关怀辅导师。

� 她热爱生命、拥抱梦想、
勇于行动。

主讲人

仰芬

老
师

�文桥儿童事工部策划执行员。

�雪隆超过24间华小主催生命教育绘本导读。

� 受邀请参与各教会绘本营、假期营、家庭营、
儿童策划及讲演工作。

�著作《绘本花开》、《阅读绘本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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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田

 刘嘉恩
A big crowd welcomed Jesus and waved palm branches. Many 
people spreaded their cloaks on the raod. Those who went 
ahead and those who followed Jesus shouted, "Hosanna!" 
"Blessed is the king of Israel!"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张雪思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祂比一切的人都大，
祂能传福音给世上的人。

棕 枝 节

 王佳宣
耶稣打发两个门徒，把一只驴驹牵来。耶稣骑着
驴，进入耶路撒冷，人民都高声喊着“和散那”，
有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
铺在路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天色变
黑，就和十二个门徒到伯大尼去了。

 陈谦祈 
耶稣和祂的门徒来到了耶路撒冷。当耶稣骑着驴
子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些人把衣服和棕树枝
铺在路上，有些人则举起棕树枝欢迎祂。他们都
欢呼和称颂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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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nymous
As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approached Jerusalem, a large crowd 
welcomed them by spreading palm branches on the road.  The 
crowds that followed Him shouted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林睿婕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伯法其和伯大民。耶稣打发
两个门徒，到对面村子，把一匹驴驹牵来。耶稣骑了一只
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很多人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更有人把
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在那里喊着说“和散那！”。耶稣接
受众人的欢呼。

 阮宇轩 
这天，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耶稣
骑 着 驴 子 ， 门 徒 紧 紧 的 跟 随 耶 稣 。 当 众 百 姓 看
见 耶 稣 时 ， 他 们 脱 下 衣 服 ， 也 把 树 枝 铺 在 道 路
上，让耶稣经过。众人围观过来看耶稣，并且高
喊：“致高的和散那，是应该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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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启恩
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有些人把衣服和树枝
铺在路上迎接祂。大家都高声喊着“和散那”。
耶稣骑着驴子进入圣殿。

 余鸿捷 
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许多民众来到城门迎接。
许多人把布铺在地上，他们欢呼，高举耶稣的
名。我们应该感恩和赞美耶稣，祂为我们流宝
血，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我们。

 伍明士 
今天，耶稣要去耶路撒冷。
耶稣先吩咐两个门徒去把栓在城外的一匹驴驹牵来。耶
稣告诉他们：“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就说：“主要用
它。”两个门徒照耶稣的话做了。
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放在驴驹上，便让耶稣骑上。除此之
外，有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
来，再把树枝铺在路上。
走在前后的人都喊着“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那将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和
散那！”
过后，耶稣进入圣殿，看看周围的每样物品。等到天色已
暗后，耶稣便和十二门徒出城，向着伯大尼的方向去了。

 吴茗世 
耶稣刚到耶路撒冷，人民热烈的欢迎祂。耶稣的门徒也紧紧
地跟随祂，人民把树枝和衣服放在地上，让耶稣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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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Phan 潘英怡
John the Baptist was preaching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All 
the land of Judea, from Jerusalem, went to him and were 
all baptized by John in Jordan River, confessing their sins. 
John was clothed with camel's hair and wore a leather belt on 
his waist. His food were locusts and wild honey. But John said, 
"There comes one after me who is mightier than I, whose sandal 
strap I am not worthy to stoop down and loose. I baptized 
you with water, but H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In those days, Jesus came from Nazareth of Galilee and was baptized 
by John in the Jordan River. As Jesus came up out of the water, he 
immediately saw heavens being torn open and the spirit descending 
upon him like a dove. A voice came from above in heaven, "You are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Anonymous
Jesus came to Jerusalem to heal the sick and help the people in need. 
When He arrived, the crowd welcomed Him by spreading their cloaks on 
the road and spreading palm branches on the road. They welcomed Him 
as the King of Kings and shouted “Hosanna to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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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作者 Edward T. Welc 
译者 李台莺  
出版 天恩出版社
版本 2009年6月 初版

亲爱的，
别把上帝缩小了

作者 Lee Hardy
译者 杨璿
出版 校园书房
版本 2017年5月 初版

用你的工作
转动世界

作者遭遇工作瓶颈时，细细查究西方思想史，发现对
于工作的关键解答就是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宗发展出的 
“召命工作观”。相较于一般人所以为的工作是为了 
“自己”，召命工作观则看见，只有明白工作的目的原
是为了“服事他人”，我们才有可能从中找到真正的价
值和意义。
 
作者也结合访谈实例与现代管理学，提出应用召命概念
的实际建议：要随著自己的恩赐去选择，才能找到最合
适的岗位；也惟有明白召命的意义，才会知道如何设计
工作，方可组织高效率的合作团队。
 
置身现今这个变动的社会，本书将帮助每一位读者，发
挥一己所长，进而投身在编织世界的神圣使命裡。

克服同侪压力、 依附及惧怕人之道。

任何心理辅导理论，都有其人性观，本书是基督徒辅导
员或基督徒心理学家在其专业上所必读的书。教会牧师
或服事同工们需要对圣经人格论有深入认识，以利服事
的果效﹕荣神益人。所有基督徒都该对自己有正确的自
我形像，不可不读本书。凡想要改变自己或帮助别人改
变生命改变心者，更须读本书。
──真生命辅导传道会会长/李台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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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eter Masters
译者 晓燕   
出版 团结出版社
版本 2015年9月 初版

个人·精神·生活

作者 刘晓亭
出版 校园书房
版本 2013年7月 初版

情字这条天堂路

人是万物之灵。
人不只是肉体，还有精神，即属灵的层面。
那么，个人的灵性怎么反映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怎样认识并操练属灵的生命呢？

属灵生命有何特点？个人属灵生命如何长进呢？如何得
到属灵的喜乐？如何活用所蒙的恩赐？这些都是我们在
天路历程上可能会出现的困惑。《个人·精神·生活》
就针对个人属灵生命的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为
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提出了许多实践性的建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
热恋时，茶饭不思；吵架时，两败俱伤；
分手后，思念不已。
婚礼时，生死相许；结婚后，面目可憎；
破裂时，玉石俱焚。
恋人之情、夫妻之情、亲子之情，
情字这条路，无论哪一款情，没有人走来一路顺风，
难免跌跌撞撞、颠簸难行，
只是有人把它看成跌宕有致、挑战极限；
有人觉得此路不通，另谋他路。

刘晓亭牧师精心撰文49篇，鞭辟入里又不失幽默，为你
解读学校没有教的相爱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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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新知

智能室内花园
Aspara 智能室内花园是一个小型的水培农场，它不需要土壤，可以在家
里种植蔬菜和香草植物！透过水溶液内的矿物质养分，来供给植物的营
养所需。用户也不用怕忘记浇水，因为 Aspara 的水量库会根据植物的营
养状态和生长阶段来自动浇水，水库的潮汐设计，也能达成水循环而不
浪费任何水资源。透过感测器能够监测营养物浓度丶空气温度丶湿度丶
水温和总含水量等数值，记录下植物的生长环境。Aspara 根据植物的需
求来调整照明丶水流和种植模式等等，在精准的控制下，让水分和养分
都能精准的提供植物所需。

1

如果家里窗帘都能透过手机控制，
是不是很方便呢？来自美国的 My 
Smart Blinds 智慧型窗帘能帮你完
成此愿望，只要简单几个步骤丶毋
需繁复的安装工程，就能把家里所
有窗帘升级智慧化，然後只要取出
手机就能轻松操控，从 App 里可
查看各空间窗帘开启状况。Smart 
Blinds 智慧型窗帘完全不需电力，
因为每一片摺帘，本身就是太阳能
面板，用戶也能从 App 端检视，
让室内达到特定温度或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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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建筑师妹岛和世设计了新型特快车，这
列镜像新型特快车于去年12月试运，今年3月16
日在西武铁路正式营运。车身外观选择以透明感
的镜面呈现，让车子行驶中就像是隐形一样，能
融入周遭的景色。列车内设置了高1.35公尺，宽
1.58公尺的大窗户，为的就是让乘客都能欣赏沿
途的美好景色，带来绝佳的视野空间。

稿件请寄至：

maizi@pjstate.org            

截止日期：

31.5.2018

贴近主心

马利亚静静地坐在主的脚前，耹听主的声音，她选择上好的福份，贴近主

耶稣的心。（路 10：38~42）很多时候，我们像马大一样，为了很多的事忙

碌，以至於我们的心里烦乱，无法了解神的心意和声音是什么?

保罗论到“以基督的心为心”（腓2：5），就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学效

基督的谦卑丶牺牲和付出。保罗提醒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

有同一的心志，站立得稳，为了福音和信仰齐心努力。我们“听道”后，是

否同心合一的“行道”，同心合一活出基督的爱，成为同心合一的群体。

作为基督徒，我们当有基督耶稣的心，尽心实践主的心意，并竭力地保守这

心意，好在世上成为祂荣美的见证。

主题：

70期

徵 稿

隐形特快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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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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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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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4：23

林前 13：6

太 26：24

来 10：3

路 12：51

加 2：17

提前 3：13

罗 12：17

雅 1：26

罗 7：18

第十一个字

第十个字

第三个字

第七个字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十一个字

第九个字

第四个字

第二十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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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68期 答案

 阮宇欣
 阮宇轩
 黄维斌
 黄恩惠

 林睿婕
 林睿铭
 王佳宣
 潘宝强

68期 圣经密码
得奖者名单

倚 靠 耶 和 华 的 便 为 有 福



儿少诗班训练会  >> pg29

圣诞感恩崇拜  >> pg24

守岁崇拜  >> pg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