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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工程

编 辑台 E di to r’s No t e
文

文

张友凤

编辑室

拥有信仰优势

又如何？

2021年
美佳之窗 一如既往订下四
个主题 首先 神的应许 如温柔的小夜曲
轻柔展开 正沉醉 冷不防 神的命令 如
号角响起 接着 神的警告 惊雷一声响
警告 从来不讨喜 无论来自父母亲
人 来自时常要“对付”人民的当政者 或
我们敬畏的上帝
最近读到 路加福音 17章 主耶稣叮
咛 劝诫门徒 其中一句“你们要回想罗得
的妻子” 32节 如一支权杖当头而下 敲
痛了我的灵魂 思绪联至莱尔(J.C.Ryle)在
圣洁
Holiness 一书里引用这句话来
告诫信徒 莱尔认为这句话是上帝严厉的警
告
罗得的妻子是享有信仰优势 受眷顾的女
人 亚伯拉罕和罗得的时代没有 圣经
没
有教会 只有少数家庭相信神 像罗得妻子如
此机遇者绝无仅有 她的丈夫是个义人 也是
亚伯拉罕的侄子 亚伯拉罕和罗得的生活原
则 行事准绳紧贴信仰 她与两个义人一同生
活 身边就有美好的属灵榜样 诸如亚伯拉罕
第一次承受应许 四次筑坛 撒冷王麦基洗德
带着饼和酒迎接亚伯拉罕 罗德遭基大老玛活
捉 因上帝而获解救 这些事 即使她没有目
睹 也必然听闻 此外 天使到所多玛警告丈
夫逃跑 亲自拉着她的手出城 这些都是信仰
优势
可她如何
她相信天使的话离开所多玛 却对所多
玛眷念难舍 到了琐珥 脚步放缓 走在丈
夫后面 忍不住回头一瞥 成了一根盐柱
她跨进永恒的机会唾手可得 蒙恩渠道畅通

4

无阻 可惜属灵的眼睛始终没有打开 心仍
属于世界 活在恩典之外 不信之中
我从她身上看到意义极其深远的教训
引以为戒
我们虽是受洗的基督徒 可身上或多或
少都有罗得妻子的影子
出身敬畏上帝的基督教家庭 父母敬
虔 幼儿时期就受教于福音真理 于祷告声
中长大 能够常常去教会 这是个优势
生在信仰自由的国度 教会设备齐全
听到上好的道 身边都是属灵长辈 见证人
如云彩缭绕 得到最好的栽培 获得丰富的
圣经 知识 拥有圣洁的好同伴 这也是
优势
处于网络时代 打开手机就获得资讯
有看不尽的天下事 听不完的道 属灵造就
讲座源源不绝 纵然因疫情无法参加实体聚
会 教会亦费尽心思提供线上牧养 足不出
户 灵粮不缺 这真是个优势
但是 如果一切都流于形式 心不在基
督 拥有信仰优势又如何
灵魂得救并非单靠信仰优势 基哈西是
以利沙的仆人 约押是大卫的元帅 犹大是
耶稣的门徒 底马是保罗的同伴 他们和罗
得的妻子一样都死于自己的罪
我们自诩活在“恩典时代” 但终究不
能只活在恩典之内 律法之外 应心心念念
神的警告
的警告不讨喜 却必须听 救
恩路上 我们要停止眷恋世界 否则到了关
键时刻 依然会像罗得的妻子 回头一看
枉费此生
此文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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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玮斌

代替上帝 来惩罚你
耶利哥城遗址

因为我们的信仰“有满满的爱” 往往
我们倾向分享“美好” 例如歌颂上帝赐予
“流奶与蜜之地” 赞美上帝眷顾子民 虽然
上帝老爸是慈父 我想
一丁点也不愿当那
么败儿的慈父
约书亚带领众人占领迦南地之前 就有其
他族群生活在那片富饶的土地上 换句话说
迦南地在亚伯拉罕的后人到来之前 是赐予其
他人的
基于上帝造万物 上帝老爸原先将宝地给
了一个孩子——迦南人 希望迦南人能且行且
珍惜 怎料迦南人仗着先天优势 荒淫无度
不学无术 误入歧途
终于上帝老爸看不下去了 为免迦南人继
续变本加厉 甚至祸害人间 只得出手
找
来了另一个孩子——亚伯拉罕 告诉他迦南人
的罪行 并要亚伯拉罕的后人去惩罚迦南人
从迦南人手中接收回上帝老爸的产业 将之用
于正途

现在的耶利哥

楚 这孩子迦南人肯定不知悔改 仍会在罪恶
的深渊里继续沉沦 但上帝老爸爱世人 仁
慈 还是有些不忍心 便叫亚伯拉罕先去外面
的世界逛逛 体验体验社会冷暖 磨练磨练
心志 或许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性 迦
南人回头是岸了呢 所以这就有了“亚伯拉罕
与后人地中海周边游记” 一逛400年 直到
迦南人恶盈满贯 直到上帝老爸失望到无以复
加 痛下决心 大义灭亲
“但这些国民的城 耶和华你的上帝赐你
为业 其中凡有气息的 一个不可存留 ”
申20:16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
切可憎恶的事 就是他们自己向自己神所行
的 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 申
20:18

林玮斌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
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 创15:16
但 并不是马上去惩罚迦南人噢 虽然上
帝老爸说“必”回到此地 代表着 心里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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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之后人漂泊旷野400年后 进入
流奶与蜜之地的一幕 是激动人心的 同时
迦南人违逆上帝老爸的旨意 伤透了上帝老爸
的心后 罪有应得 应当覆灭 也是发人深省
的
上帝老爸也不是第一次伤心了 前有不惜
高水费 降下大洪水淹没全地 独留诺亚一
舟 洗净地上罪恶 重新开始 后有巴别塔事
件 变乱语言 将高傲的 拉帮结派的 伺机
搞小团体的 都驱离四散开去 众多例子 可
自行脑补
上帝派色列人去覆灭迦南人 清除迦南人
之罪时 也同样的给予以色列人民警告

小心 “一朝得志

“耶和华你的上帝
你心里不可说
其实

语无伦次”

共勉

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

‘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

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上帝的最后通牒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 地就把你们
吐出 像吐出在你们以先得国民一样 ” 利
18:28
虽然经上帝老爸口头警告了 也不乏前车
之鉴 但原罪之身的人类 无法像和耶稣一
样 面对诱惑与试探面不改色 昂首阔步 所
以才有以色列人入主耶利哥800年后 因着拜
偶像 行奸淫 引起了上帝老爸的愤怒 轮到
以色列人遭巴比伦帝国撵出家门 为奴为囚
后来的历史 如大家所见 就好像一直在画圈
圈一样 周而复始 人往往在失意落魄之时
才盼望着上帝的怜悯 在意气风发之时 忘了
自己天上有个爹 直到老爸降下处罚 派代表
来处理 才畏缩角落瑟瑟发抖

是因我的义

是因他们的恶

”

’

申命记9:4-5

耶利哥城遗址

刘家盛传道

验

成长过程中 我们是否曾有遭人警告的经
我想 或多或少都经验过吧

20岁时 我跟家人说想接受洗礼 当
时 这句话踩到了公公的地雷 当下 他警
告我:“如果你洗礼 从此以后不要踏入这个
家 ”他的警告让我愣住 也怕了 这件事让
我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可触碰的原则和底
线

1

子民不听警告的结果

西底家王和百姓多次不屑于上帝的警告
践踏 爱惜子民的心意 上帝会怎么做
圣
经 告诉我们 上帝会收起 的慈爱 不再怜
悯他们
的震怒临到西底家和犹大国 不再
保护他们
允许迦勒底人攻击犹大国 人民
几乎遭歼灭 圣殿遭烧毁 耶路撒冷城墙也拆
毁了 有些百姓则遭掳掠到巴比伦做奴婢 让
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代下36:15-20) 原来
8

上帝也有不可越过的界线 每当基督徒触
碰了 都得到警告 犹大王西底家就是其中
一个例子 西底家作王的时候 曾受到上帝警
告 为何上帝警告西底家 西底家不听警告
最后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一起来探讨

神发出警告的目的

上帝警告西底家王 因为他行了耶和华
眼中的恶事 代下36:12
他离弃耶和华
背弃盟约 违反律法 污蔑圣殿 甚至将偶
像与不洁之物放进圣殿 耶21:1-7 34:8-22
37:1-10 38:17-22 结17:11-19
他国土
中的祭司长和百姓也与他一样经常犯罪 做
了许多可憎的事情 代下36:14
一桩桩
一件件恶事不断冲破上帝的底线 挑战上帝
的耐心 上帝本可以直接惩罚西底家王和犹大
国 却借着先知传递心意 而且多次派先知
警告他们停止犯罪 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
圣经 告诉我们 上帝爱惜百姓和居所(代
下36:15) 可惜 西底家不听 犹大国的百姓
还藐视 讥笑上帝借着先知传递的话 不当警
告一回事

2

经文: 历代志下

刘家盛传道

多次藐视上帝的警告 会激怒上帝
上帝的爱惜 会遭上帝惩罚

3

多次践踏

警告的反思

从西底家王及犹大国的情形 我们可发现
上帝的警告有爱与义两个面向 起初 上帝
的警告为了爱
期望挽回西底家王及犹大百
姓 不忍心看着自己所爱的百姓继续远离
然而 当他们一意孤行 上帝的警告就为了
义 既然百姓顽梗
的爱便转成义怒临到百
姓 故此 基督徒不要忘记这一点
上帝的警告体现了爱 也传递了义 上帝
的警告 可以从 圣经 读到 从主日崇拜的
讲台听到 打开新闻看到 在大自然感受到
也可从身旁的人得到启发 当我们感到扎心
察觉到自己偏行己路 该做的不是藐视 逃避
或怪罪他人 而是悔改 上帝的义怒还未临到
我们之前 我们还未失去上帝的保护之前 悔
改是唯一的出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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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彩燕传道
喇合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相同 人都远离
真神 公义的上帝要审判罪人 而审判的结
局就是地狱的刑罚 如喇合的宣告 上帝是天
上地下的神
的审判临到就无人能逃避 即
使如耶利哥城的王那样有权力 有军队 有财
富 有坚固的城墙 最终也不能逃脱审判

给耶利哥的

上帝不隐藏审判世界的消息 若我们听见
这从天上来的警告 也是一个悔改转向上帝的
机会 只是 听见的人要如何回应 单单惧怕
而没有行动吗 以为这是神话故事 愤怒指责
上帝 诸多顾虑 或是像喇合那样 听见警告
就起了敬畏的心 求告上帝

“哀的美敦书”
(Ultimatum)
上帝是圣洁的
厌恶迦南人的恶行 上
帝也有恩典和耐心 已经给了他们数百年的时
间 但他们却没有悔改 时间到了 上帝就使
用以色列人来审判他们
毁灭即将来临 但上帝却不隐藏 的大能
和旨意
的神迹奇事传到耶利哥城 给耶利
哥城最后的警告 就如喇合所说的 “我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并且我们也都
惧怕你们 这地所有的居民在你们面前都融化
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
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
样处置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西宏和噩
把他们完全消灭 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 人
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 耶和华——你们的
上帝是天上地下的上帝 ” 书 2 9-11
耶利哥人民知道这事而心惊胆战
转向上帝求救

10

但没有

耶利哥王也知道
还要追杀探子

按着命定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
判 同样 基督既然一次献上 担当了许多人
的罪 将来要第二次显现 与罪无关 而是为
了拯救热切等候他的人
来 9 27-28

他不但没有求救

反而

唯有喇合听而相信 敬畏上帝 她冒险藏
起探子 教他们如何避开官兵的追杀 听从探
子的吩咐把朱红色线系在窗口 恳求救赎 这
就是她信心和顺服的行动 结果 她和全家
都得救了 并且与以色列民住在上帝的恩典
里 “因着信 妓女喇合曾友善地接待探子
就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 来
11 31
当时 喇合只是听闻有上帝而已 她还没
有亲身经历上帝就相信而萌生敬畏 她不担
忧自己妓女的身份配不配得 不惧怕国王的惩
罚 不因上帝要审判而指责上帝无情 不担忧
以后和家人有无安身之处 她只是知道一件
事 毁灭要来临了 当务之急就是求救 投
靠“天上地下的上帝”

现在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叫人惧怕的审判消
息 也听见上帝怜悯罪人 赐下独生爱子耶稣
拯救世人的好消息 这是何等大的盼望 我们
比耶利哥的人民更有福气啊 只要听见 心里
相信 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上帝就会救我们脱
离罪恶和审判 迁入 的天国里
这两年世界多有灾难 加上可怕的新冠肺
炎疫情来袭 许多人不禁问 这是不是上帝
的审判 耶稣是不是要来了 我觉得如果人会
惧怕 认真思想审判的问题 是十分有智慧
的 但没有人知道审判何时来临 就像耶稣说
的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
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有父知

道
太24 36
圣经 却提醒我们 现
在就是末世了 主的日子随时会来到 就像贼
在夜间突然来到一样
如果审判真的到了 那么 还不信耶稣的
朋友们啊 要像喇合那样敬畏上帝 上帝已
经动用天上地下所有的资源 甚至把独生爱子
送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 可见
多么爱我
们 多么热切等待我们回转向
只要愿意领
受 的恩典 归信耶稣 就必蒙拯救 若不是
审判 我们能度过这年头 也不要轻忽上帝的
警告和救恩 总有一天我们都得面对末日的审
判 所以我们都要信靠耶稣基督
面临灾难 或许我们肩上的压力如千斤石
头 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恐慌 失望 无助
愿圣灵的怜悯和安慰降临 以 圣洁温暖的光为
我们驱赶黑暗 愿圣灵帮助我们聚焦在天上地下
的上帝 经历到大卫所说的“我让上帝常在我面
前 因 在我右边 我就不致动摇 ”让我们同
心合一 彼此勉励 不为乱序的日子而失去盼望
或发怒责怪上帝 我们都是光明之子 不属于黑
暗 所以要警醒做好准备 坚持行善和传扬福
音 等候主再来的日子
愿我们每个人都像喇合那样 以敬畏的心
来回应神“哀的美敦书” 以信心回应十字架
的救恩和呼召

廖彩燕传道

欢迎观赏
《美佳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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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莲娜传道

生命出现

“卡机”
的时刻
qiă

1.

离弃神：忘恩负义

2.

跟随偶像：不专心跟从神

3.

表面功夫

4.

宗教活动：献祭过于听命

拼命做善工

5.

自以为义：自我感觉良好

民族宗教优越感

6.

顺从私欲：爱世界

7.

不公不义：没有为公义发声

8.

损人利己：作恶过甚

9.

捍卫传统：排挤说真话的人

不归荣耀给神

只重表面敬虔行为

爱享乐

也许

真的是神的介入

邀请我们该关机睡觉

我就有几回卡机的经验

反应是立马设法连线

搞至隔日精神不振

11. 扎根不深：对神的话语不熟悉
信息
12. 愚昧无知：无约束力

不再爱慕神的道

盲目追逐心中所想所求

不听从神的诫命

怕吃苦

内心注重罪孽

却没花时间与神亲近
爱批评论断

胜不过邪念

还欺压贫穷者

为达目的不折手段

10. 与他国联盟：对神缺乏信心
的大能大力
网速在一般的情况都很正常 连续追剧好几个小时欲罢不能时 或打游戏至夜不知寐时 突
然“卡机” 或叫“死机”
你会有什么反应 生气抓狂 即刻重新连线 抑或停下来思考祷
告 “神啊 这‘突发事件’会不会是祢的 ‘警告’ ”

不感谢神

不尊主为大

不顺从真理
敬拜事奉别神
不敬畏神
经营关系

推卸责任

生命中没有圣灵带领

甚至教唆他人犯罪
不但不为人伸冤

还杀人灭口

甚至为捍卫传统而 “杀”人
仗赖人的力量
以偏概全

有智慧行恶

抓看得见的“安全”靠山

藐视天军上帝

胡乱传“假平安”——不属乎神的成功神学

没有知识行善

追随自己邪恶的欲望

圣经 中不乏类似罪恶的清单 其实并
不是要定人的罪 而是要人谦卑承认自己败
坏 渺小 需要耶稣基督救赎 恢复我们与
的亲密关系 公义的上帝渴望将我们从罪恶中
拯救出来 能够平安 享受 为我们创造的世
界 活出圣洁子民的丰盛生命

后悔不及

当疫情“卡”住我们正常的时间表 我们是否认
真看待这个 “不正常的卡机” 神是否已对世人发出
什么特别的警告
翻开 圣经
神曾使用瘟疫处罚悖逆的子民
也用瘟疫来拯救世人脱离更大的灾难 因此 蒙恩得
救的人 尤其是牧者领袖 是否该认真沉淀 思考
这瘟疫是否在警告我们什么

结语
对于突发事件 人的回应是关键 我们
是害怕而随意抓住眼前的利益和给予短暂
“安全感的联盟” 还是笃信神是信实的紧
紧抓住肉眼看不见的
倚靠 胜过考验

列王纪上 8章37节说 “国中若有饥荒 瘟
疫……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你的民或是众人
自觉有罪 就当向神祈求祷告”

人生处于困顿 生命出现“卡机”的时
候 基督徒如何数算神的恩典 如何带着盼
望宣告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但愿 我们身
处疫情中还能够明白神的警告 通过各种考
验 不犯罪 尊主为大 荣耀上主

求圣灵光照我们 检视自己与教会是否也犯了以
色列领袖与人民的罪孽

陈莲娜传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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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Pastor Matthew

God loves, God warns.
Embrace it.
When we are warned of something, it usually has
to do with something dangerous. In our everyday life,
general warnings and specific warnings are part and
parcel. The purpose of warning is singular - to prevent
a mishap from happening. The scriptures do not
lack warning on the spiritual dangers that we are to
avoid. However, at times, we view Scriptural warning
as restrictive or even intrusive of our lives. For some
of us, we choose to ignore the warnings in Scripture,
although it clearly is pointing us in the direction that
is right. So, if warnings are important, why then do
we neglect and sometimes abandon the warning
of Scripture? Let us examine the Scriptures an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criptural warnings and
why we should embrace and adhere to the warnings
of God to us.

1. Prevention - Josh. 1:7-8
In the book of Joshua, we se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preparing to
enter and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romised
Land. But, before setting out, Joshua gives
them a word from the Lord. This message
is filled with promises, encouragement, and
hope.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warning from
God. God warns the Israelites not to turn
away from the Law of God. Turning away,
will result in them experiencing the setback
of their first generation. Now, there are
two ways to look at this warning of God.
First, we can look at it as a prescription for
success and failure - obey and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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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bey and fail. Honestly, most of us will
interpret this warning in this manner. However,
the problem of such an interpretation is that
we will see God only as a God who does not
care about us, except only when we follow
His ways to the dot. This will lead to legalism,
and soon, there will not be any motivation to
obey God. Such was the mistak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srael, they viewed the laws of
God as oppressive, and restrictive. And they
only followed because “there was no choice.”
Such an attitude towards the warning of God
soon drew them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God and as a result, they were judged
for their disobedience.

A second way of looking at God’s
warning in Joshua 1:7-8 is by looking at
God’s intention of preventing the Israelites,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from
facing failures. The laws given to Israel on
Mt. Sinai was to set them apart as a holy
nation. The laws were to show the Israelites
the right way so that they could b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laws were also
to guide and prevent Israel from destroying
herself through sin.
And if the Israelites had known the
intention of God to prevent them from
heading towards their own pitfall, I believe,
the first generation would have made it
into the Promised Land. Looking at the
warning of God through the lens of God’s
intention to prevent us from falling, allows
us to catch a glimpse into the heart of God.
He loves His children so much that it pains
God’s heart to see us fail in our sins. And
that is why He sets before us warnings.
These warnings are signposts for our lives,
just as it was a signpost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preparing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he warnings of God
are there to keep us from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the devil, it is there to prevent us
from wandering aimlessly outside of God’s
will, and it is there to prevent us from doing
anything that will draw us away from our
love for God.
If only we can see the intention of
God to prevent, we will certainly take heed
to God’s warnings, just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did. And when we
can do so, we will experience the victory
and success God gives.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of Jericho, along
with the king and his soldiers.
God’s warning is not always only in
relation to prevention. His warning is also
for us, to pave the way of victory in our lives.
When the enemy and the walls of Jericho
stood before them in their conquest of the
Promised Land, God’s warning went before
and struck fear in the hearts of Jericho. In
our present day and age, when the enemy
the devil rises up and tries to strike fear in
our hearts, God’s warning goes before us
and warns the devil that any child of God
is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When the
enemy tries to defeat us with lies, God’s
warning goes before us with the truth that
reminds the devil of his impending eternal
defeat. Joshua 2:9-11 gives me the courage
and hope in God’s warning that goes before,
and fights my battles. A warning that serves
to glorify His name, and to pave the way
for us.

Conclusion:After all that is said, the question we
have to ask is: what do we think of God’s
warning? Are we willing to obey? Do we
still look at God’s warning in a negative
light? I pray that we will have a paradigm
shift to see and understand the love of
God for us. For if we do, then we will see
that His warnings are always for us, and
never against us.

Pastor Matthew

2. Glorify - Josh 2:9-11
The warning of God has a difference
in the sense that it brings glory to God’s
name. In Joshua 2:9-11, we see of Rahab
recounting the message of the power of
God from the time Israel departed from
Egypt to the present time. And the warning
that they have heard - that God is powerful,
unstoppable - was enough to strike fear in
15

心 灵工 程
文

潘武忠牧师
告 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神以多
种灾难来警告法老 但他就是不听 结果第
十灾临到 法老及全国的百姓付上丧失长子生
命的惨痛代价 另外 神也曾差派先知约拿
向尼尼微城的百姓宣讲悔改的信息 出乎意料
的是 尼尼微王竟听从警告 吩咐举国上下悔
改 远离恶行 因而避过灾难

神的警告
T h e Wa r n i n g o f G o d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屡见不鲜

“警告”这种事

例如 某人犯了较轻微的错误 我们
一般只是提醒 劝勉一下即可 但到了必
须对他发出“警告”的时候 通常是犯了
非常严重的错误 而且经过提醒 劝勉仍
不改变 因此 “警告”可以说是对不正
确的行为最后告诫 此时 也会把其中的
利害关系都说清楚了 若再踩过界 后果
自负

综合上述经文和例子

1
潘武忠牧师

历史和事实都告诉我们 犹大历代国王多
半离弃上帝 敬拜别神 因为不听神的警告
最终落得国家沦陷 国⺠被掳 圣殿遭毁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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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新约
耶稣一生中也发出了许多警告
其中令我们深感扎心的莫过于这一段话 “不
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都能进天
国 唯有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在
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
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 奉你
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要向他们宣告 “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给
我走开 ” 太7 21-23 我们也许觉得这
样的警告过于严厉 或觉得耶稣只是危言耸
听 但远的不说 单看耶稣的十二门徒 就有
一个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最后再看 启示录
中写给七间教会的信 每一段的结束都出现一
句这样的警告 “凡有⽿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
众教会所说的话 ” 启2 7 11 17 29
3 6 13 22 今天
启示录 提到的这几
个国家 基督教可说已荡然无存 由此可知
当时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听从警告 当然 神除
了对子⺠发出警告之外 也对非子⺠发出警

上帝的警告让我们更认识祂的属性。

例如 我们看到在围篱上有一个画着闪电符号的牌子 自然知道围篱布满了电流 便不会以
身试法去触碰那个围篱 同样的 虽然天父满有恩典慈爱 但 的警告让我们意识到 是圣洁和
言出必行的 有些界限我们不能逾越 保罗也提醒我们说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加6 7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把神的警告当作开玩笑

2
圣经 也记载了神对人发出的警告以
及人如何回应神 例如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生气呢 你为什么沉下脸来呢 你
若做得对 岂不仰起头来吗 你若做得不对
罪就伏在门前 它想要控制你 你却要制伏
它 ” 创4 6-7 可是 该隐不听警告
结果他杀害了兄弟 遭致神的审判
历代志
下 7章14 – 15节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甚至当作神必然成就的应许 但往下继续研
读 就会看到一段这样的警告 “倘若你们转
去 离弃我摆在你们面前的律例诫命 去事奉
别神 敬拜它们 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
他们的地上连根拔起 也必从我面前舍弃那为
我名所分别为圣的殿 使它在万⺠中成为笑
柄 被人讥诮 ” 代下7 19 - 20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警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虽然神的警告认真而严厉 但 一再给我们机会悔改 以色列百姓不只一次违背神的命令
神并没有立即就施以严刑 而是一再警告 盼望他们终有回转的一天 难怪诗人会说 “因为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 诗30 5a

3

上帝的警告不是最终判决，结局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回应。

正如 约拿书 的例子一样 即使像尼尼微城中这种十恶不赦的人 只要他们愿意立即回
转 就可以免除受罚 如果我们执迷不悟 其实是让警告变成应验的事实 今天 神给我们的警
告来自 的话语及圣灵的提醒 耶稣曾应许说当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
要指引我们认识并明
白真理 借此为罪 为义 为审判 指证世人 约16 8 - 13
另外 保罗也提到 “不要消
灭圣灵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凡事要察验 美善的事要持守 各样恶事要禁戒 ” 帖前5
19 - 22

简而言之
圣经 的警告 圣灵的劝诫
就像交通灯的黄灯一样 当黄灯闪动 就是提
醒我们减速 准备停车了 如果我们仍猛踩油
门直冲 轻则闯了红灯接到罚单 重则酿成悲
剧 但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像任性开车那样
心存侥幸 漠视神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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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Rev.Phan Wu Chung
Translated by Stephen Cheng
Based on the above scriptures and examples, we can arrive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In our everyday lives, giving out
a warning is not something new. For
example, when someone makes a small
mistake, we would normally advise him not
to repeat it. But if the mistake is serious and
if the person refuses to correct it even after
repeated reminders, then a warning will
become necessary. Therefore, warning is
ultimately given for incorrect actions.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warning and yet he continues to repeat it,
then, he only has himself to blame.
The Bible records many of God’s
warnings and how people respond to
Him. For example, the Lord spoke to Cain:
“Why are you angry? Why is your face
downcast? If you do what is right, will
you not be accepted? But, if you do not
do what is right, sin is crouching at your
door; it desires to have you, but you must
rule over it.” (Gen 4:6-7) But, Cain did not
listen to the warning and he killed his own
brother, resulting in God’s punishment.
The very familiar scriptures of 2 Chronicles
7:14-15, are deemed to be considered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promises; but, when we
read on, we will notice this warning: “But, if
you turn away and forsake the decrees and
commands I have given you and go off to
serve other gods and worship them, then I
will uproot Israel from my land, which I have
given them, and will reject this temple I
have consecrated for my Name. I will make
it a byword and an object of ridicule among
all peoples.” (2 Chronicles 7:19-20)
History clearly tell us that most of the
ancient Kings of Judah forsook the Lord to
worship other gods. Because they did not
listen to God’s warnings, their countries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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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d
to the enemies, the citizens were exiled, and
the temple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New
Testament era, Jesus issued many warnings,
some of which are deeply rooted in our
hearts, and a typical example is recorded in
Matthew 7:21-23, “Not everyone who says
to me, ‘Lord, Lord’,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only the on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Many will say
to me on that day, ‘Lord, Lord, did we not
prophesy in your name and in your name drive
out demons, and in your name perform many
miracles? Then I will tell them plainly, ‘I never
knew you. Away from me, you evildoers!” To
us, Jesus’ warnings seem exaggerated or just
for frigthening people only; citing the example
of Judas of the 12 disciples, who betrayed
Jesus. Let’s look at the letters written to the
seven churche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re is this warning at the end of every letter:
“Whoever has ears, let the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 (Revelation 2:7,
11, 17, 29, 3:6, 13, 22) Today, Christianity has
vanished from the seven churches mentioned
in Revelation. From thi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churches at that time did not listen
to the warnings. Of course, God did not only
warn His people, but also warned the Gentiles.
The year when Moses le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pyt, God used various disasters to warn
the Pharoah who stubbornly refused to listen.
As a result, during the tenth disaster, Pharoah
lost the lives of his elder son and his people
as the price for not heeding the warnings.
The Lord also sent prophet Jonah to warn the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Nineveh to repent and
believe the Kingdom of God; surprisingly the
King of Nineveh chose to listen to the warning
and commanded the entire nation to repent
and turn away from their evil ways, in order to
avoid the disasters.

1
2
3

WARNING HELPS US TO KNOW GOD’S ATTRIBUTES
For example, when we see a sign showing a lightning symbol hanging on a fence,
naturally we know the fence is fully electrified and we will not challenge to touch it.
Similarly, although our Father God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through His warnings we
know He is holy, and He means what He says; therefore, we cannot cross the borders
set by Him. Paul reminds us saying that, “...God cannot be mocked...” (Galatians 6:7).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mock God’s warnings.

GOD’S WARNING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Although God’s warnings are severe and serious, He repeatedly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repent. The Israelites violated God’s commands many times, but God did not
immediately punish them; instead, God repeatedly warned them, hopefully one day they
would turn around and repent. No wonder the writer in Psalm 30-5a says, “For His anger
lasts only a moment, but His favor lasts a lifetime...”.

WARNING IS NOT THE FINAL JUDGMENT, IT’S UP TO
US TO RESPOND AND CHOOSE THE ENDING
Just like the example in the Book of Jonah, where the people of Nineveh were so wicked
beyond redemption, but because they we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Lord’s warnings, they
prevented God’s punishment on them. If we choose to be obstinately unrepentant, then,
we will willingly allow the warnings to materialize on us. Today, the warnings that God
gives us come from His Word and the prompting of the Holy Spirit. Jesus has promised
us that when the Advocate comes, he will guide us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Truth,
and prove the world to be in the wrong about sin, righteousness and jugdment (John
16:8-13). Paul also tells us,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Do not treat prophecies with
contempt, but test them all; hold on to what is good, reject every kind of evil.” (2 Thess
5:19-22)

To put it briefly, the Biblical warnings
and admonishing of the Holy Spirit are
like the amber light of the traffic lights, the
amber light warns us to slow down and get
ready to stop. If we still step hard on the
accelerator to speed pass the red light, we
would certainly get a fine or more seriously
cause a tragedy. Let’s hope our spiritual
lives are not like driving a car recklessly
thinking that nothing would happen when
we ignore the warnings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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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 祭坛

一线牵

这一两年 我期待病毒不再肆虐全球 期
待与家人团圆 可是每每一看新闻 就感到失
望 失落 疫情到底何时终结呢
此时 二哥突然提议 “要不 我们来个
线上家庭祭坛吧 ”我眼前一亮 思绪开启了
另一道门——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团聚
我担心家中两老是否愿意一起筑坛 毕
竟 我们家的信仰文化从来各自精彩 鲜少聚
集一起敬拜 聚集闲话家常是常事 搭建“家
庭祭坛”似乎很不自然 虽然“不自然” 全
家老少竟然都答应参与 定下两个星期一次
筑坛 这无疑是我个人居家防疫期间培养起来
的“最佳兴趣”
我们使用的材料是 全家寻智慧
这是
一本根据 箴言 写的材料 让大家一起读
经 看信息 交流分享的文本 我们筑坛的形
式如同小组聚会 唯一不同的是组员都是自家
人 感觉温馨且深刻
一家人聚集分享神的话 分享生活中怎么样
更亲近神 我们就在这一年里做了这件事情

祭坛里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道题目是 “生
活中 你留心的是什么事 ”我老老实实地
说 最留心的是有什么新连续剧可追 哥哥说
他留心什么新车出厂 九岁的小孩也迫不及待
说最留心的事就是怎样打游戏 天真无邪的模
样让大人哈哈大笑
我们也一起思考 “我们如何侧⽿ 专心听
上帝的话 ”轮流分享自己的想法 内心的软弱
与挣扎 一起祷告 爸爸妈妈分享过去的生活点
滴 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小孩难得有机会知
道爷爷奶奶的过去 听得津津有味 大人也透露
了生活中对孩子爱的小举动 让孩子情不自禁地
在荧幕前拥抱自己的父母亲 属灵的氛围将我们
融合一起 相隔千里还可紧紧联系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祭坛 这一段美好时
光 想起心里也甜滋滋 即使彼此触碰不到
心还是连着心 主里的团契满足了我 也满足
了我家

曾鸣玲

油脂的滋味
烧烤在中东国家是普遍烹煮食物的方法
尤其是烧烤羊肉 常用来招待贵宾或庆祝特别
的日子

肉贩也售卖单单羊的脂肪串

烤羊中又以烤羊脂为最受欢迎 把羊的脂
肪切成容易入口的小块 与羊肉块串在一起
置于火上烤至焦香 中东人喜欢趁热整块送入
口咀嚼
初到约旦 与当地朋友用餐 他们就以羊
脂招待 从烤好的肉串里特地挑出脂肪块放到
我盘里 当时我睁目结舌 倒抽一口气 立时
各种嫌弃的想法涌入脑海 油腻 高胆固醇
吃了会阻塞血管 会发胖 该丢弃……迅速摇
头谢绝朋友的好意 但周围识货的人都大力推
荐 非要我尝试不可 我硬着头皮塞了一小块
入口 但这一试 从此对它刮目相看 它外层
香脆 一口咬开 油脂在口腔内飞溅齿舌间
浓浓的油脂香满足了舌尖味蕾 滑入食道 吞
到肚里 温暖人心 尤其是在冬天
庆幸当时自己愿意放下执念去尝试 才不
至于错过这美好的享受 尝过才明白 为何中
东人会将它视为上好的美食

愿你家也有这么一段深刻而甜蜜的时光
有耶稣 真好 真的很好

肉串里总夹着一大块羊脂肪

诗篇 65章11节 “你以恩典为年
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 创世
纪 4章4节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
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
物 ”
我终于稍能理解为何 圣经 把脂油喻为
上好之物 用来献祭或比喻美好状况 以前总
认为动物脂肪该丢弃 怎么可拿来献祭或成为
祝福的比喻呢 现在看来 一切合理
世间许多事物并非单单如自己所思所想
就像品尝羊脂 必须抛开偏见 执念 去接
纳 尝试 才能领略它的美好

积极面对生活的林太 遇到困难什么都可以放
弃 就是不可放弃上帝 享受家庭之乐 并热衷
教会工作 深信文字可以触动人心 改变生命

家庭主妇 育有一名女儿 2019年随丈夫公
干旅居约旦安曼 喜欢画水墨画 也爱古典舞
蹈 大学时代活跃于马大华族舞蹈团 参与演
出舞蹈有 飞天
西游记
排湾舞
及 印度象神舞

超市里卖的羊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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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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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黄昏 漫天彩霞 我和9岁的大女儿晴恩
踏着脚车 迎着风 穿越保安亭旁的小门 来
到大马路 拜行管令所赐 这还是头一回 我
们一前一后 晴恩领在前头 不停呵呵笑 她
说 “妈咪 这种感觉好舒服快乐啊 ”我享
受这样心无旁骛 安静的陪伴
小门右边是清真寺 不是祈祷时间 难得
静谧 往前点 有间国小 因为疫情严峻已经
停课好几个月 短时间不会出现小孩嬉戏喧闹
的画面 和熙的风伴随晴恩朗朗笑声 到了离
家近一公里的杂货店 我们购买团圆饭食材
一位妇人见了 对身边小男孩说 骑自行车买
东西 多好 像在乡下 我和晴恩彼此相顾而
笑 对啊 雪州是马来西亚的先进州 心中突
然深有感悟 原来 这是我和先生想要让三个
孩子安身立命之处
这个住宅区 绿树成荫 林园花草修剪
得宜 到处郁郁葱葱 社区规划完善 生活起
居非常方便 有华小 国小 国中和医院 附
近有两排店屋 除了满足衣食住行 还有各种
儿童才艺班和补习班 上帝的恩典够用 房子
虽然不大 算是给了孩子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
家 身为父母 我们有责任为孩子创造美好的
童年回忆
作家龙应台这样写道 大意如此
故乡
的那片土地 很久很久以后 会变成人一辈子
刻在心头上的一首歌 总在心灵深处牵动着我
们

回想20多年前 我独自一人离乡背井
来到吉隆坡这座繁华的大都会升学 懵懵懂懂
地开启未知人生 大都会 人心冷漠 处处竞
争 是家乡淳朴的人们让我坚信 喧嚣的城市
里隐藏着真心 我的孩子 在繁忙熙攘的都会
成长 这里资源丰富 不像他们父母的乡下
或许 他们更容易适应竞争环境 将来 要拥
抱梦想 飞往自己的天空 我确实认真思考
过 该给孩子怎么样的故乡 2020年断断续续
落实行管令的日子 终找到答案
太阳初升 我经常陪伴三个孩子踩脚车越
过马路 来到马来邻居家前看猫 闲时 屋前
小地锄草种花 顺道和隔邻印度家庭打交道
孩子喜欢和她们家小狗嬉戏 因为这样 我们
家经常有印度美食 还参加生平第一次印度婚
礼 每天不再与时间赛跑 送孩子出门前 我
们可以悠闲地向隔壁家退休而有些失聪的大叔
好好打招呼 孩子扯着嗓门喊道 “公公早
安 ”他用亲切的笑颜回报 这是美丽的一道
风景
我想与孩子的小车队 探索这个不大的住
宅区 那些晨跑的老人家 傍晚在院子里浇花
的妇人 公园里嬉戏的小朋友 虽然陌生 却
可以通过点头微笑 变成熟悉的人
住在什么地方不是关键 成长的地方不是
生命标签 我们若能学习以基督的爱 培育关
怀的心 便能感受生命的温度 那是我想给孩
子的礼物

一直在神的恩典中学习感恩前进的女人 从不孕
到三胎 目前是报章专栏作者 特约记者 在籍
硕士班学生的斜杆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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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琼

风雨同行
认识候明时 他还是住在疗养院的年轻人
因饱受精神疾病之苦 求学时期便离乡背井到外
州接受治疗 那时他很瘦削 神情较严肃
每个星期日 他随疗养院一众乘福音车到我
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初次跟他攀谈 觉得他很
有想法 虽耽误了学业 但仍有上进心 自此
我们便常接触 每个星期都聊上好一会儿
那时教会每个月都到疗养院探访 以诗
歌 福音信息分享耶稣的爱 侯明因此信了
主 接受了救恩 有一次 他说有机会的话
他要去读神学 我们都替他高兴 默默祝福他
早日痊愈 过正常的生活
候明是强迫症患者 经过一段漫长的康复
之路 终于摆脱病魔 可以回家了 他离开之
前 我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希望能与他继
续交流 互相勉励
不只十年吧 我和侯明断断续续地以电话联
系 我略略知悉他的日常 他回家后修读了一个
会计课程 在一所福音机构上班 过程中遇上一
些阻难 面临不少挑战 然而 感谢天父 他最
终都能挺过去 实属不易 这段时间 我约见过
他两三回 他长得健硕了 不似以前纤瘦 仍然
按时吃药及复诊 但已能过上一般人的日子 我
感觉欣慰 知道神看顾他 我们也不时以神的话
互相勉励 并为对方代祷
然而 行管令期间 因工作
有变故及家里的琐事 侯明的精
神又出现状况 他的情绪开始不
稳定 也自觉思想变得消极 强
迫症似乎又缠上了他 咨询了医
生 医生给他开了新药 也许对
新药不适应 他感到晕眩 不舒

服 最后 医生建议他暂停工作 到一所基督
中心休养 这段时间 我只能以短信或音讯与
他联系 他意志消沉 甚至想要放弃
我不明白神的旨意 也无从知道侯明的前
景如何 但坚信神既然拯救了他 就必定拯救
到底 侯明说他感觉自己离神很远 但我告诉
他 不要凭感觉 神就在他里面 神时刻与我
们同在 他经历那么冗长的治疗 与疾病拉锯
了那么久 现今却又落在病痛的深渊里 我能
同理他的沮丧
时至今日 全球笼罩着新冠病毒疫情
我们国家的确诊人数亦高居不下 我想许多精
神健康亮红灯的人也急须跟进与关怀 也许一
则短讯 一个电话 一句 圣经 节 一首诗
歌……对他们都弥足珍贵 但愿我能成为陪伴
侯明走过病痛坎坷路的小小人物 在有限的能
力范围里面 仰望天父无限大能的医治和慈
爱 盼望侯明在基督里再次成为新造的人 诚
心所愿

退休教师 与文字为伍 自得其乐
督的心为心 关爱身边有需要的人
足 求主加添力量

盼望能以基
自认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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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冬梅

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

神

等待期望的结果时 除了感觉时间过得
慢 更体验到什么叫煎熬
这天医院外本艳阳高照 突然飞沙走石
雨水从天而降 室内的温度稍微下降 令我有
点冷 轻轻调整坐姿 目光依然凝视前方那扇
门

晚上上网仔细搜寻有关资料 如医生所
言 你的左眼视网膜脱离已超过72小时 错
过医治的黄金时段 担心你的左眼从此失明
不禁落泪……我整夜无法入眠 不住向上帝呼
求 求 让你的左眼重见光明 让你此时敲我
的房门告诉我眼睛没事了 但你没有

已等待了三个多小时 那扇门依旧紧掩
我想 修补视网膜的手术应该早已结束 你应
该还躺着 或许因体内的麻醉药未完全消退
了 医生不让你出来 我就这么想着 祷告
着……
三天前 你忧心地要求我带你去检查眼
睛 我以为你近视度数加深 换副眼镜就可解
决了 而你却说左眼只看到一片漆黑 我没意
识到情况严重 认为明天一早向附近的眼睛专
科医生求医 就会没事
第二天一早 爸爸带着你到诊所去了 由
于疫情严峻 诊所不让爸爸在内等候 不久
你联系我们说医生要见家长 那一刻 我还不
禁赞赏现在的医生尽责而有医德 却还是没意
识到事情严重 以为你不明白医生的解说 需
要父母协助
医生告知 你左眼的视网膜脱落 导致看
不见 必须尽快做手术 他叙述时神情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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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到医院 正是午休时间 下午2时
45分医生才继续看诊 担心会失望而归 没想
到 柜台的护士立马接受挂号 只稍微等待片
刻 护士便为你检测 我站在旁边 听到你对
护士说左眼看不见 心揪了一下 接着 由两
位医生仔细替你检查 良久才向我解释你的病
情 语气温和 似乎深怕我不能接受 孩子才
18岁 视网膜就脱落是罕见的个案 而且过了
治疗的黄金时间 但也给出治疗方案 医生发
现你另一只眼的视网膜也有一个小洞 担心会
像左眼般延误治疗 接近门诊关闭时间 依然
替你做激光手术 没想到政府医院的医生如此
高效率 让我改观 心中感恩 但右眼最快也
要等到下个星期四才能安排做手术 还要等待6
天 不免忧虑

而我内心已惊慌失措 为了顾及你的感受 只
好努力保持冷静 医生给我们写了一封私人医
院和一封国大医院的介绍信 午餐后 我就带
着你去国大医院 一路上祷告上帝带领 我认
为自己对这所医院比较熟悉 过去常常带父母
及大儿子来求医 无须再摸索 也知道眼科门
诊星期五下午不受理没预约的病人 却执意试
一试

必须赶快安排做手术 我却犹豫起来
致电提醒我早作决定 免得耽误治疗

执事娘

终于 我决定让你在这所医院治疗 因两
天过后就可动手术了 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向国
大医院的医生道歉时 那医生竟来电 与我谈
论疗程 让我能马上向他道谢道歉 解决心中
的顾虑
“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看似
如此简单 但面对突发事件 我竟忘了 满脑
盘算 要以人的智慧寻求应对的方法 心情平
复后 我意识到自己如保罗所说 我信 但我
信得不够 求上帝怜悯 赦免我的过犯
上帝允许不幸临到我们 也会一步一步带
领跨越障碍 那天 你到眼睛专科诊所作初步
检测时 上帝就已安排妥当了

煎熬到天亮 决定带你到心中认为权威的
私人眼科医院求治 然而到了医院却无法找到
停车位 我不甘心 多绕几圈寻找 经过一番
折腾才到达诊所 走到柜台正要挂号 却接到
执事娘的电话 她推荐一名眼科医生 原来初
次检测那天 医生给的其中一封介绍信正是推
荐这位医生 我们立马离开医院 不到10分钟
就抵达那家医院 检测过程非常顺利 医生说

教育工作者 来自霹雳万里望
热爱学习 愿意服事主

喜爱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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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俊

你曾对上帝

失去信心吗？
有多少人曾对神失去信心

候

尽管我们相信神 总有对
尤其事事不如意时

不得而知
失去信心的时

妈妈验血而发现癌指数过高 初次检验
不到 第二次检验才确认得了肺癌 便紧急
入院 折腾了一个多月 接着又因肺积水进院
排水 也治疗近一个月 情况已好转 虽身体
仍虚弱 比起之前只能躺着 如今能够出院回
家 已能自行走路 确实已是大幸
这两个多月的经历 让我怀疑上帝 对
失去信心 甚至失望 直至重新相信 再次抱
着希望 期待奇迹 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
验 对妈妈来说何尝不是 妈妈虚弱地躺在病
床上时曾问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
上 丈夫刚刚才因癌症离世 现在又轮到我
为什么第一次检验时只关注大肠 忽略了肺
部 没能及早发现肺积水 而造成肺部长时间
积水而萎缩

弱

妈妈和我都是凡夫俗子 面对挑战时软
质疑上帝 失去信心是人之常情

曾经读过这样一段话 “耶稣说 为彼
得祷告 叫他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但我们会发
现 神似乎并未回答耶稣的祷告 因为彼得后
来的确失去了信心 甚至三次否认主 其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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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文 ‘但是 我已经为你祈
求 使你不失去信仰 所以当你回转过来的时
候 要坚固你的弟兄们 ’ 路加22:32 耶稣
在这一句话的后半段说 ‘你回头以后 要坚
固你的弟兄’是重点 耶稣说的是 虽然我们
会失去信心 但是我知道你们会这样 我并不
惊讶 所以我为你们祷告 当我们回头 悔改
以后 要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的弟兄们 说明
我们为何失去信心 ”
每个人对主都有某种程度的信心 或大或
小 或摇摆不定 但至少还有一点信心 上帝
肯定希望我们都能有大信心
希望我们和当
年门徒一样 无论我们是谁 无论别人对我们
的评价如何
对我们的一生早有计划 也因
着信心决定了我们对 回应的程度 我们的信
心越大 神给我们的挑战就越难 所能成就的
事情也就越大
我在医院陪伴妈妈时 滑手机看到一则
如何向上帝祈求奇迹 的文章 认同文章所
讲 “祈求奇迹没有什么特定的套路 每个人
的精神之旅都是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的 祈求
奇迹的方法也是如此 想一想热情 坚定 明
确 积极地祈祷并赞美上帝是什么意思 然后
根据你的理解建立一套日常祈祷的方法 ”文
章提供的建议 包括

1
2
3
4
5
6

热情祈祷
祈祷时 允许自己因上帝的力量和恩典感动
你的情感 把它们释放出来

带着一颗开放

乐于接受的心祈祷

不要抑制

积极祈祷
相信上帝会回应祷告 祈祷时要保持积极心态
的能力 祈祷就有怀疑的成分

不要有负面的说辞

想法

如果不相信上帝

带着赞美 祈祷
以祈祷 意念和行动赞美上帝
的时候都要感恩上帝

可用一首圣歌

感恩或善意的举动来感谢上帝

做任何事情

坚持祈祷
坚持向上帝祈祷

直到奇迹出现

不断求上帝指引你

为你疗伤

而不是等你方便时才去做

祈祷要明 确
不要害怕用简单

明确的语言来诉求

求上帝恩赐奇迹

要直接了当

祈祷要有 耐心
等待奇迹的发生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 可能会觉得无助 绝望 迷茫
里拿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 等待祷告得到回应要保持耐心 倚靠上帝

也可能会想从上帝那

总而言之 信心是见到奇迹的锁匙 上帝会收到祈祷 祈祷的人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 一
切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因此要相信奇迹 如果祈求的事情没有马上实现 不要失去信心 因上
帝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 奇迹值得等待
即使最艰难的时刻

也要记得上帝与我们同在

紧紧追随

不只是在祈求奇迹的时候

出生怡保 为 中国报 副总编辑 兴趣足
球 也热爱户外活动 但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
间 兴趣也只能在口上谈谈 心中想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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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接种

疫苗了吗？

2020年 全世界遭新冠病毒折腾了一整年
左盼右盼 疫苗终于在年终仓促出炉 这次疫苗
研发之快 史无前例 令人咋舌 箇中原因 政
治压力也好 “病急乱投医”的压力也罢 大家
都认为疫苗是“黑暗中的曙光” WHO更是加
快处理 批个“紧急使用” 无论如何 2021年
二月 首批疫苗终于抵达我国 之后 我就常给
人追问 您注册了吗

的权利 当然 如果选择不接种 便要重新预
约 重新安排接种日期 我在各种报导上就看到
有人当场拒绝某种疫苗的新闻 有些州属的民众
更为夸张 上千人干脆爽约

注册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责无
旁贷 身为基督徒 除非有特别健康状况 我们
当然要跟政府积极配合 可是 许多负面消息随
即传来 接种疫苗后 似乎会面对多种副作用
轻者 发烧 痠痛 肿胀 疲劳 晕眩 饥饿
畏寒 恶心 重者 抽搐 过敏 瘫痪 血栓
猝死 一时间 人心惶惶 许多人因此暂缓注
册 先观望才决定 我也存如此心态

接下来的发展 出现三个情况 一是印度疫
情越发严峻 二是政府推出阿斯利康自愿接种计
划 三是新一波变种冠病来袭

我国引进了三款疫苗 辉瑞 核糖核酸技
术
科兴 灭活技术
阿斯利康 腺病毒技
术
此外尚有多款疫苗 只是我国并未引进
所以不在话下 每款疫苗有不同的风险与药物反
应 普遍认为 科兴的药物反应比较温和 其他
两款比较强烈 当然 个人的体质也会影响反应
的大小 若是有选择的话 保守的我自然会选传
统的灭活技术
但是 对不起 没得选 政府的原则是 有
关当局批准的每款疫苗都安全 有效 给什么
接种什么 接种者只有选择“接种还是不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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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当儿 有人老早就登记了 几个月下来
还在痴痴地等待预约的通知 眼瞧着人家挑三拣
四 放飞机 箇中滋味只有当事人知晓

变种病毒传播力更强 更富杀伤力 许多人
看到确诊病例急速飙升的势头 急了 不再计较
疫苗的牌子 马上注册 乐意接受阿斯利康疫苗
的民众 还上演了“抢”名额的戏码 令注册人
数迅速上升 成功抢到名额的人 雀跃不已 犹
如中大奖

起初 我国的接种速度缓慢 政府的目标是
80%总人口 我国总人口为三千两百万 完成接
种 当今 计划三个月实施下来 截至六月初
共有一千两百万公民注册 两百四十万人接种
进度不是很理想 为了加快步伐 政府推动大型
接苗中心 得来速 上门服务等等措施 并开放
给更多私立医院 诊所 工厂 商家参与接种计
划
这阵子

常有人问我

您接种疫苗了吗

我观望了三个月 眼看局势越来越吃紧
大事不妙 赶快行动 我于5月29号注册 6月
11号收到预约 6月17号接种第一剂 相隔三周
后 7月8号接种第二剂
整个过程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事因
我将太太登记在我的“家属栏”(vaccine
dependent) 以为如此 当局会安排我们同一
天 同一时 同一地点接种疫苗 岂知 当局偏
偏把我们分开处理 分派太太去沙亚南实达城市
会展中心 分派我去八打灵南区的双威医药中
心 我联络热线求助几次 都不得要领 官员还
劝我乖乖接受安排 “山南山北走一回”了事

至今我总算是完成接种了
的是科兴疫苗

还如愿以偿

打

我的经验是 第一针 接种当天 打针的地
方轻微痠痛 举起手臂时尤其明显 晚上有点头
疼 但没到必须吃止痛药的地步 第二天 早上
醒来 头和眼睛有点微微的痛楚 但随着日间活
动增加 痛感逐渐消失 第三天 恢复正常
第二针 接种当儿 手臂有股“痠”的感
觉 但无大碍 接下来的三天 完全没有不舒服
的感觉
总之

我接种疫苗过后的反应非常轻微

感

谢主
如今 倘若有人问我是否接种了疫苗
很高兴地向他翘大拇指 比个“赞”

我会

接种了疫苗 心理上似乎有某个程度的“安
全感” 当然 我们尚不能大意 各种防范措施
还是要继续遵守 这样的情景会持续到何时呢
莫非是等到“全民免疫”的时刻 或是等到瘟
疫“自动消失”的那天 或是病毒将会永远跟人
类“和平共存”下去……那么 人间还会有平安
和喜乐吗
我想起 圣经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的教导

除基督以外

没有

稿于2021年7月10日

曾经一度 部长宣布 政府会考虑让民众自
行选择疫苗 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高兴
期待着政策的落实 人就是这样 最好让他自由
选择 若没选择 实质是“被逼” 落个心不甘
情不愿的遗憾 不完美
可惜 几天后 部长又宣布 政府不考虑
这么做了 一场空欢喜 政府政策多变 朝令夕
改 大家都已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

工程学士 企业管理硕士 管理学博士 现任
学院讲师 爱好阅读 旅游 运动 认为人应
该积极进取 不断学习 追求卓越 荣耀神
活出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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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嘒珉

天下万务
都有定时
屋后特意留了棵苋菜 我想看看天生天养会
养出什么模样 这样不管不顾几个月 好家伙
竟长成昂昂七尺 比老爷 少爷高大 种在篮里
的苋菜用心呵护 没少施肥 棵棵望尘莫及 它
们如果会说话 必定顾影自怜 少不了感怀委
屈
几年前种南瓜 五棵里 四棵长得特别壮
一棵奄奄一息 看似养不成 我偏心 在四棵边
缘立起围栏 施肥浇水 那棵枯黄的 由它自生
自灭 某天 围篱里的四棵 一夜秃头 找不到
凶手 剩下苟延残喘的那棵匐伏一旁 犹如弃
婴 我突然心生怜悯 同样是自己的孩子 怎好
厚此薄彼 于是松土补肥 去草浇水 说也奇
怪 没多少日子 死不去的竟长得比死去的健硕
油绿 后来还结出漂亮的南瓜
刚开始种菜 幻想着把菜园种得像花园 规
划井然有序 颜色高矮细心安排 老爷还雇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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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篱 安装自动洒水器 确保万无一失 每天清
晨 我花一两个小时在小菜园忙碌 除草施肥
用的都是有机天然喷剂 还自磨鸡蛋壳粉给泥土
进补 间中少不了各种厨余堆肥 结果 茄子叶
上的毛虫 大得我不敢靠近 羊角豆零零散散
怎样也凑不成一碟菜 長豇豆更是形销骨立 身
影凄凉 大家都说番薯叶最容易生长 它却活成
命不久矣 总之 该长叶的不长叶 该结果的不
结果 各自败坏 叫人神伤
后来 父亲患上阿兹海默症 人老痴呆 我
忙于奔走照顾 也就没能顾上菜园 几个月后
往里头看 可惊呆了 百里香 罗勒 鼠尾草
牛至不见踪迹 番薯叶匍匐满地 四棱豆缠着巨
姜树叶不肯放 旁边冒着巨姜花 長豇豆挂满围
篱 番茄 辣椒全部开花结果 香茅 咖喱叶原
先半生不死 如今枝叶茂盛得很 整个菜园生气
勃勃 郁郁葱葱 长成小森林 我近前细看 除
了蚂蚁 瓢虫 倒真找不到毛虫

父亲离世 我们也搬了家 屋前屋后 土地
不多 前面那一丁点的小地方 只能种些容易照
料的花草 后方随便种些班兰叶 咖喱叶 九层
塔 艾草 苋菜 巨姜花和果树 我想私人伊甸
园大概是这样 里头有只可爱的小狗 花朵长得
普普通通无需雍容 许多果树开始结果 小鸟
松鼠在其上造窝 树干上蚂蚁忙碌走动 蚱蜢
螳螂 蟋蟀 青蛙一定要来 至于矮矮胖胖的
蔬菜 叶子有些洞吧
我还没想清楚 洞的颜
色该是藤黄还是赭褐 总之点缀些小虫 才会好
看 最好 有许多蝴蝶 蜜蜂 看他们屁颠屁颠
的采蜜 该是人间至极的享受
然而 从旧菜园移植这里的植物 长得并不
理想 巨姜树 经过一年 依旧不见花苞 蜂鸟
彩蝶像绝迹人间 让人望穿秋水 我没有哈巴谷
的信心 有一天 对主说 “你若应许 就开一
朵巨姜花吧 让我在这抑郁的疫情氛围里 感受
盼望 ”说完 也没放在心上 但不久后 巨姜
花束如雨后春笋 每一次看见巨姜花 想到苋菜
既然可以昂然七尺 南瓜死里复活还开花结果
养不肥的土地转眼葱蔚洇润 心里也就装满了喜
乐盼望
这阵子 屋前的龙眼树开花 招蜂引蝶的
能力实属罕见 可怜早前杨桃满树开花 随风招
展 出尽舞艺也唤不到一蜂一蝶 葡萄 百香果
依然毫无动静 倒是在班兰叶上逮到了蚱蜢 原
来胖虎 我给一只大胖蜂起的名字 只喜欢黄
花 两头蜂鸟常来作客 客气得很 仅在蜜枣树
和红雀珊瑚往返 我喜欢寻找叶面上不知名的昆
虫 看蛾蝶蚁蜂一样不少
传道书 说 “凡事都有定期
事务都有定时 ”上帝真好

天下每一

当过几年空姐 从过商 曾经加入培训公司做
教导 后来进入教育界 闲来爱玩弄花草 文
字 不务正业 对于心理学及信仰书籍情有独
钟 典型外向的內向者(Ambiverts) 享受
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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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欣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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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敲天父的

“祷告 因为我渺小
我需要 ”

祷告

因为我知道

在台湾实习时 有个朋友很喜欢 祷告
这首歌 每当心情郁闷的时候都会听 她说听
完心情会平复许多
我虽出身基督教家庭 却很少去思考祷告
的意义 常常因为累了 睡前祷告至一半就睡
着了 醒来已忘记昨晚跟神说了什么
曾有一位传道对我说 祷告是与天父聊天
的好时光 不要急着单单说自己“想说的”
和“想要的” 然后就说“阿们”结束 而是
应该停顿片刻 等待天父的回应 当下听了并
不明白 怎么说等天父的回应 等到我经历过
后 方才知道祷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陈秋霞

美佳堂 执事夫 人团 契

门

等待回应

不久前 神借着一个姐妹的短讯秒回了我
的祷告 那姐妹告诉我她读经的时候想起了
我 当下写了祷告词发了过来 读完她的短讯
之后 担忧和不安全感全都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从心里满溢出来的感动 那一天的经历让我
真实感受到天父的爱 从回复祷告的方式和速
度让我明白神真的会回应祷告
也很乐意垂
听我们每一个需求
过去 我以为祷告就是跟神求自己想要
的 现在渐渐明白 原来祷告是神在我们心里
动工的时候 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触动我们
去为 做更多的新事

门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
就给你们开门 ” 太7 7

今天就敲敲天父的门
发现很多奇妙的事

和

聊天吧

叩

平凡女子

亦可荣耀神
圣经·提多书 1章6-9节
说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作一个
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
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 就可
以设立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
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滋
事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 乐意接
待远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
自持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
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
驳倒了

执事娘团契和服事
提多书 说明“监督 既是神的管家”
管家就是教会领袖或执事 管家的妻子便是“
执事娘”

你会
执事娘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做平凡事

我们即是平凡人

执事娘团队有个充满热情的李淑真姐妹
她领导我们一起团契 守望祷告 关心会友
来自马六甲 是一名平面设计师 喜欢画画和烹
饪 希望可以用绘画和文字来表达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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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属灵家事和代祷 阅读 旧约
十分充
实 都是一桩桩的美事 原来我们可以为主做
更多事 只要我们回应神 “我在这里 请差
遣我 ”

疫情冲击正常生活 2020年我们的实体
读书会和守望祷告都转到线上 步入2021
年 疫情更加严峻 我们依然在线上团契和服
侍人 我们固定每个星期线上聚会一个小时

执事娘如何参与神的事工
圣经·提多
书 2章3-5节说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端
庄 自守 在信心 爱心 忍耐上都要纯全无
疵 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
言 不给酒作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
年妇人 爱丈夫 爱儿女 谨守 贞洁 料理
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
道理被毁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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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祷告
筑坛是一件美事 也是合神心意的事 神
期待我们常常与他相遇
旧约圣经 中
族长和先知如挪亚 亚伯拉罕 约书亚 以
利亚等立下筑坛的榜样 到了初期教会
使徒行传 2章 42说 “他们都恒心遵
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擘饼 祈祷 ”
46-47节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

线上关怀孕妇、新生宝宝
里 且在家中擘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现代犹太家庭在重要的节期 特
别是逾越节 会将“家庭祭坛”带到餐桌上
纪念“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日 受到埃及
人的苦役 上帝选召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
埃及 脱离奴役的身分 前往应许的迦南美
地 ”

我们的祷告祭坛
圣经 马太福音 18章19-20节说 “我
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
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
全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
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我们每个星期
二为美佳堂属灵的家筑坛 愿神的恩典与怜悯
不断临到众牧者 教会领袖和信徒
执事娘受栽培成为祷告的守望者和带领
者 短短一年半 我学习了许多解读经文和扶
持代祷的方法和形式 原来团契形式的祷告可
以这么蒙福 造就别人 也造就自己 姐妹们
属灵生命都得到提升 关系也变得融洽
我们为守望的人祷告 他们是属灵家庭成
员中有病痛的 活在焦虑中的 面对经济困
难的 有教会的牧者或领导 前线医务人员
国家领袖 世界各国受疫情影响的人 我们
也参与为国家和教会祷告的祈祷链 prayer
chain
相信祷告可以得到神的怜悯 改变
教会和家庭的属灵氛围 生命得到祝福

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
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我
们向神祷告 教会 基督的身体 就与基督连
接 这种亲密关系可以激励我们更爱神爱人
地上的教会便与天上的基督对齐
歌林多
前书 15章告诉我们 在神的国度里 优先
处理属灵 才到属地 这是神做事的法则 因
此 我们要顾念天上的事多过地上的事 “你
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 ” 太6:33 三位一体神是彼此联系
的神 神亲自示范圣父 圣子和圣灵之间的亲
密关系 神期待我们在祷告中与他联系

Christ 基督
天上
1 解决属灵
祷告
链接/
对齐

属灵的家人
已经在基督里
“合一”了

Christ 教会
地上

经淑真姐的鼓励 我们参加了NECF祷告
营 祷告营中 我体会到醒觉可以带来复兴和
转化 而祷告的醒觉是很重要的一环
马
太福音 18章18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

献上感恩祷告 新手父母总是需
要很多支持 我们给他们介绍保
姆和指导照顾宝宝 这项事工由
邱小圆姐妹负责 “儿女是耶和
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
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
像勇士手中的箭 箭袋充满的人
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
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於羞愧 ”
诗127 3-5

读书会
我是读书会的负责人 读书会让我们明白
神在 旧约 中的救赎计划 我们阅读的书本是
卡罗·卡明斯基写的 21世纪旧约导览
此书
以“空坟墓” CASKET EMPTY 为主题 叙述
神介入世界施行救赎
我们每个月安排两次读书会 以问答和轮
流分享的形式进行
旧约 的叙述包涵拣选
应许 盟约 提醒 警告 先知信息
管教
和盼望 我们的神是慈爱又公义的 出埃及记

34 6-7 出埃及记20 5
每一章的神学信息
也帮助我们记得神的属性 以色列历史的教训和
盼望
出 2 24 申 1 8 书 21 43-45
问答和轮流分享环节让我们反思 应如何实践神
的心意 例如 撒拉担心不能生育而自作主张
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 此经历带来什么后
果 大家分享如同彼此勉励 让生命更新转化
箴言 9章10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

神做事的法则

2 解决地上

要竭力保持合一

疫情期间 上帝确实打开了
我们服侍的另一扇大门 我们在
线上祝福教会的孕妇 分娩前后
为他们一家人 特别是新生宝宝

结语
每个平凡人都可以平凡的事来荣耀神 只要愿意参与 每一小步 神都顾念 我们可以读经
祷告来亲近他 用诗歌敬拜他 为他人代祷 联络与关心认识的人 用神给予我们的资源 才华 财
物和人脉 服事 单单荣耀神 我们是神国度的一员 想想 日后看到美佳堂五年 十年后的属灵氛
围 心里也会微笑 因为我们有份参与

身体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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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参加者感言

编辑室

美佳堂 线 上文 字讲习课程

颜翠莹

来
少

疫情突发 使原本忙碌的生活可沉淀下
陪伴孩子和亲近神的时间无形中多了不
思想的事情相对增加

2021年3月20日～4月24日（逢周六）

阅读力、表达力、
创造力……
一起来学习
主讲者晨砚

⽂学不仅仅是世界的镜⼦ 也是塑造世界
的模具 其改变世界的力量胜过战车军舰
曾有一位基督教⽂字工作者这样阐述⽂学
与神学的关系 ⽂学失去信仰的真理便失却了
灵魂 而阐释神学没有⽂学的叹息 便没有生
命的惊艳 基督教⽂字工作应该用⽂学的优雅
来演绎神学的深邃 用诗词的纯美来阐释人性
的沉重 对基督教而言 没有⽂字 便没有圣
言传承 即使处于信息时代 传承上帝圣言
⽂字依旧是最能表达原意的载体 因此 就教
会的发展来看 ⽂字事工应该列为重中之重
网络时代 各种媒体 当代红火的网络作
家 正在塑造大众的人生观乃至世界观 提供
扭曲的人际观念和人生方向 因此 教会需
要栽培更多文字工作人才 书写福音 思想性
质文章 结合文学
圣经 教义回应世界思
潮 给社会正确而永恒的答案
美佳堂多年来致力文字事工 以文字 视
听等传播媒介激励人心 供应心灵养分 扎根
信仰文化 以期福音种子落人心田萌芽生长
结实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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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需要工人 培养写作人才为当务之
急 三月 我们荣幸邀请到文桥传播中心的
总编辑晨砚来授业解惑 碍于疫情 无法实
体授课 转为线上教学 开放给各教会团体
参与 课程分为六堂 如下

1

这么欧化，转个台吧！
——让我们开口讲华语/不要给片语地
盘 也不要颠来倒去 叫人迷路

2

中文的说法可以很到位
—— 贴切得体 精彩传神

3

让我们好好说话
——语意不清 措辞不当

4

如果可以简单讲
—— 冗词赘语 含混拖沓

5

中文有文法吗
—— 习惯成自然

6

修改的理由
—— 虽然看来实在不需要

每一堂课程结束前 大家还观赏了晨砚
老师精心制作的视频 晨砚7分钟
信仰
文学 美学共冶一炉 实为一场满足心灵的
飨宴

写好文章见证主

文

闷在家里 有太多话想说 却无处可表
达 索性把所思所想转化为文字 发泄一下
正好 美佳堂有一个线上文字讲习课程 心想
这或许是神安排我学习写作的机会 就赶紧报
了名
课程中 晨砚老师提醒了我们“简单就是
美”——冗词赘语会导致文章含混拖沓 原
来 有时文字简明 反而容易表达意思
老师讲述一个范例 “由于长期在担忧
的心情中 从而一蹶不振 ”文中“在”和
“中”皆是冗词赘语 修改后 “长期诸多担
忧 从而一蹶不振 ”这样的句子就显得言简
意赅 老师说文字首先要写得干净 才能写得
下去 这方面我还得努力学习

文

黄珍琳

“说好华语 魅力无比 ”这是广播电台
的一句口号 是的 中文有中文的魅力 我们
小学期间学过不少“词句重组” 长大后却
受外语架构影响 颠倒了中文的章法和秩序
让原本有魅力的句子 变得词不达意 怪不得
晨砚老师教我们写作时不要给片语留余地 因
为这样会颠来倒去 会叫读者迷了路 没了头
绪 老师举出其中一个例子 正中此要害
“这是活生生的奇妙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 ”
应该改为“这是圣灵在我身上活生生的奇妙工
作(正确中文语法) 对此 老师鼓励我们提高
自身阅读能力 多加操练 方能对症下药
这次课程不但增进我们写作的认知 更点
出了我写作常犯的错误 我必引以为戒 勤加
练习 文字是我纾解情绪的管道 也是与神
亲近的桥梁 希望未来 我的文章能更上一层
楼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获益良多的写作课

感恩 今年有机会参加线上写作课程 因工作需求 常关注
与文字相关的资讯 偶然在美佳堂官网发现此活动 在此谢谢美
佳堂资讯出版事工的委员允准我逾期报名 让我有机会继续接受
文字事工的装备
我慕晨砚老师而报名 曾读完老师为从事文字事工者而编写
的书籍 受益良多 此次 老师与主办方依据每位笔兵在写作上
常遇到的问题 用心编排这几堂实际传授书写福音文章的课程
实属难得
当中 我最喜欢的课程是 如果可以简单讲——冗词赘语
含混拖沓
完成一篇文字干净利落 精炼的文章 不知要磨上
几年的剑才能达到晨砚老师这功夫 我每每对她修饰或“瘦身”
文章赞叹不如 这文字功力堆积了晨砚老师从事编辑丰富的经
历 我这后辈永远欲以她为写作标杆 努力秉持热忱来写作和对
待每篇福音稿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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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郑佳荣

渴望写作更上一层楼
除了在图书馆服侍
个服侍领域

文字事工便是我另一

身为华校生 我的中文有一定的程度 三
年前我开始练习写作 尝试投稿 感谢 美佳
之窗 给予我一个平台 让我能够以文字服侍
神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我曾想 为何一些资深作家写文章遣词达
意如此精确 文笔那么流畅 为何我做不到
因我的教育水平不高 还是阅读的书不够多
我甚至猜想 这些“高手”一定有一本写作秘
笈 若是 我也很想得到这本秘笈 因我向来
独自练习写作 很少人给我意见
今年三月 友凤姐告知教会将举办一个
“线上文字讲习课程” 主讲老师是文桥的总
编辑晨砚老师 这是非常难得的进修机会 我
立刻报名参加 希望能够听听资深老师和编辑
对写作的见解 好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第一讲 这么欧化
让我大吃一惊

转个台吧

就已经

我不曾想过 原来处于多元社会 我们的
母语已逐渐“欧化” 而形成具有“本土特
色”的“英文中文” 造成句子累赘 理解困
难 也让海外华裔读者摸不着意思
举个例子 “那个陈先生很敏感 ”这句
话对马来西亚读者来说 并不难理解 但是
“敏感”一词大多用于对药物或食物过敏 若
要形容一个人 我们可以换成“那个陈先生很
多心 ”会比较恰当 读者也容易明白句子对
于陈先生的真正描述
再举个例子 “我不认为有人可以肯定说
明原因 ”当中的“我不认为” 就是由英
文 I don’t think 直译过来的词句 读起来很牵
强 若加以重组 改成 “我认为没有人可以
说明原因 ”那么这句话会更流利 更容易明
白
第一堂课 老师将我们从“英文台” 转
去了“中文台” 中文词汇非常丰富 我们本
该更容易学习到“正确的中文” 而不是“像
英文的中文”
老师说 虽然随着时代文化交融 出现了
许多新词汇 有些新时代语言符合时代 我们
本应接纳 如 暖实力 正能量
乐活 双
赢 发飙 在线 网红 靠谱 穿梭外交 视
觉污染 躺着中枪…… 但过度使用的话便会
使原文变调 失去了中文原有的美妙之处 其
实中文有数之不尽的词汇能够让我们尽情使
用 不应该“词穷”
除了新词汇 我们日常也受到了方言的影
响 例如广东话说 “你去先” 英文的结
构也是类似 You go rst 但是正统中文则
是 “你先去” 虽然说字面上的意思是一样
的 但是这一类的方言并不适合用在书写文
章 但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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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经晨砚老师精心设计 每一堂课都是
她宝贵经验累积而成的果子 除了能够发现且
更正我的语病 提升写作能力之外 也能加强
阅读能力 帮助我阅读时更清楚作者所要表达
的意思 学习欣赏他人创作 希望有一天我可
将自己的创作能力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让文字
听我的使唤 做到简洁不长气 短小精悍
能够出席这个线上课程 聆听老师简而有
力的教导 感到庆幸 主办方每一堂课都安排
问题解答和交流 让老师为我们解答疑惑 我
无法一一详述课程的每一个细节 只能说我极
为渴慕这一类写作培训
课程结束 如同白白领受耶稣的救恩一
样 空手而来 却满载而归 愿此文祝福大
家 日后能够细细品尝耶稣基督的爱和祝福
将之化成文字传承下去 使更多人认识基督
得享救恩

《美佳之窗》征稿
本刊提供发表平台 愿激发弟兄姐妹的创新意识 表达自己信仰的感悟和体验
跑的流年 检视属灵成长足迹 或写下多角度观察市井生活和社会现象
基本要求
杜绝抄袭或一稿二投
格式要求
1. 每篇文章不少于600字 不超过2000字
2. 详细写明姓名 笔名 若有
手机号码和电邮地址
3. 附上个人简介和生活照片 原件

记录向着标杆奔

征稿时间
随时 稿件请电邮至
hiswindow100@gmail.com
备注
本刊为非盈利刊物

不设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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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颜翠莹

5月26 日基 督 教教 育 课程

《旧约纵览》
共同扎根信仰

美佳堂《全日查经系列》第二课《旧约纵览》
于5月26日正式上线，参加者多达489人。我们再次
邀请到马来西亚神学院讲师兼教务主任吴慧芬讲师
(Dr. Elaine Goh) 带领我们纵览旧约世界。
《旧约纵览》意指鸟瞰《旧约》所有39卷书，
与“释经”——查考或解经有所区别。讲师解释
《旧约》与《新约》是一本《圣经》。《新约》是
《旧约》的延续，并不分“旧”或“新”。

讲师分享重点如下：
圣经之形成
圣经 形成是神迹 仅 旧约 就跨
越1600年之久 它由上帝启示及默示产生原
稿 再经流传直至“定形”最终“定典” 定
典是由于希腊罗马时期至耶稣道成肉身 许多
书卷如传记 福音书和书信等陆续出现 当
时犹太教信徒不相信这些“希腊文”书卷
只相信 希伯来圣经
基督教界便顺势将
希伯来圣经 的部分归纳为 旧约
定
典后 旧约 编排成39卷书 使之成为“正
典”(Canon) 它即是基督教的权威及根基 更
是人类的盼望与导向 这事彰显神的荣耀
旧约 历史久远 书卷编排并未按照
年代顺序排列 常令读者生畏 我们只要明白
“旧约归类”便可简化学习难度 根据39卷
书各别的神学信息 中心思想和历史背景
旧约 被归纳为四个“部门”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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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芬讲师

旧约第二个“部门”：历史书
历史书 的中心思想是“如何与神同
行” 相关书卷分佈在不同时期 历时700
年 包括士师时期的 约书亚记
士师
记 及 路得记
王国时期的 撒母⽿记上
下
列王纪上下 及 历代志上下
回
归时期的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及 以
斯帖记
共计十二卷书
历史书 整体观
点着重于王国的起源与发展历史 而大卫王朝
是核心 王国时期先知受上帝委托与君王共同
治国 所以 历史书 具有浓厚的先知式批判
的观点 并不是单纯的历史
《旧约》第三“部门”：诗歌、智慧书
诗歌书卷有 诗篇 和 雅歌
耶利米哀歌 因它的属性也归纳于此
智慧书书卷则是 箴言
约伯记 和 传
道书
作者以这些书卷表达他们对信仰生活
的喜怒哀乐 甚至绝望 智慧书又称“智慧文
学”收录着古代哲理人士的文学作品 他们领
悟人生之道 以他们的智慧教导人过敬虔的生
活并在生活中实践信仰 诗歌收录许多诗人对

神情感表达的诗篇与歌曲
诗篇 是神与人
活泼对话的信仰历程 使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
认识神 诗人不单以个人影响群体用诗歌赞美
呼求神 甚至向神哭诉哀叹世上所有的不公与
忿怒
《旧约》最后一个“部门”：先知书
这是书卷最多的一个“部门” 其中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
歌
以西结书 和 但以理书 是 大先
知书
小先知书 则包括 何西亚书
约珥书
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
弥迦书
那鸿书
哈巴谷书
西番雅书
哈该书
撒迦利亚书 及 玛拉基书
先知书的主
题思想是关于神的怜悯与社会公义 不同时期
的先知 因职责所在 分为口传先知或书写先
知 先知是神的发言人 他们的使命是传讲神
的宣告 预言 审判及神拯救的信息 并指引
以色列人信靠神 先知书的中心思想是以神的
律法及圣约为基础 衡量不同层面或处境的好
顺服 与坏 悖逆
给予批判

历史书
诗歌智慧书 及 先知书
先知书 包括 大先知书 和 小先知书
归类不但使 旧约 呈现出明确的轮廓 更有效
帮助读者分辨各书卷内容 除此之外 讲师介绍
了一首以 小叮当 改编的 圣经 目录 让大
家可轻松熟记39卷书目
《旧约》第一个“部门”：五经
五经 或称 摩西五经
五经 也
被称为 旧约律法书
“训诲书” 或 “妥
拉”
五经 包含了 创世记
出埃及
记
利未记
民数记 和 申命记
这五本书卷教导“神的律法” 及以色列人
的 “伦理与敬拜” 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活得圣
洁 书卷中有两个统一主题 “神应许的实
现”及“神人之约” 而有关的主题思想比
如 “拣选 “西奈启示” “立约” “律
法”和“顺服生活”贯穿着整本 旧约
五经 的重要性在于它建立了 旧约 的神
学架构 更是其他书卷的历史基石

圣经课程部分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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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张振良

林斌生（Vincent Lim）
基督教教育事工主席
我在神学院上课才有机会学到这些宝贵知
识 如果教会鼓励会友读 圣经
却没提供
这些基础课程 效果事倍功半 会友有时只为
了读经而读经 并不能扎下根基 也无法以读
经明白神的旨意 感谢主 基督教教育课程部
为了培育大家的灵命 从2021年开始为大家
提供有系统的神学课程 课程如下:

讲员和基督教教育课程部委员

1.
2.
3.
4.
5.

旧约导论 (2 Jan 2021)
旧约纵览 (26 May 2021)
圣经正典的形成 (26 June 2021)
新约导论 (10 Aug 2021)
新约纵览 (16 Sept 2021)

愿这些课程能吸引热爱研读神话语的弟兄
姊妹来参加 大家一起扎根信仰 加油

钟惠晶
参加这次查经班改变了我阅读 圣经
的模式 学习到以浏览一座树林的概念认识
旧约 书卷的内容和结构 帮助我在日后阅
读某一卷书时 更加明白事件发生的前因后
果 没想到把 小叮当 的曲调加上 旧约
的四个类别 就能让我们朗朗上口 背诵 旧
约 书目顺序
旧约 经过1600年 由不
同作者 跨越不同时代而整理出来的 能流传
到今日让我们阅读 完全彰显上帝的神迹和慈
爱 上帝的应许 教导 管教及矫正 都穿插
在这39卷书里 它提醒我们要如何与神同行
活出合神心意的敬拜 我期待下次的 新约纵
览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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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教会开办 旧约纵览 查经班 让我
对 旧约 有更深的认识 老师清楚道出每本
书卷的中心思想 让我得益
圣经 人物
的特质是我学习的榜样 以色列人的经历再次
提醒我在安逸的生活中不要忘记神 我们必须
遵守上帝的律法 用心研读 圣经
跟上帝
建立美好关系 明白 的旨意 日后遇到任何
困境 信仰能够经得起考验 不轻易离弃上
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
是聪明 ” 箴9 10 我祈求上帝赐我先知
的思维 属灵的敏锐心 能够分辨是非 明白
上帝在我生命的计划 活在 的恩典中

丁淑仪
我向来觉得 旧约 特别难理解 自从上
了 旧约纵览
对 旧约 产生兴趣 迫不
及待想多了解 经过吴慧芬讲师深入浅出的解
释 就像有导游领我游览一遍旧约时代 尤其
讲师把 旧约 归类 简化来理解 真的可以
帮助记忆 这个课程真的很宝贵 让我学会用
不同角度阅读 圣经
最重要的是阅读 圣
经 时以神为中心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加这
课程

胡天客（Henry Hoo）
“先看森林 再看树木 观察树叶 感受
它 ”吴慧芳博士对 旧约 的比喻说明 让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我这样的初学者了
解 旧约 书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支柱 她
教导我们以简单的数学计算题来记 旧约 书
卷 3 x 5 + 2 x 12 =39 将39 卷书清晰简单
地概括为5个领域 这个总结让我更了解发生
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件的背景 也让我们更容
易明白 旧约
我们有义务了解神在我们生
命中的计划 让我们努力学习 圣经 知识

采访后记
旧约 课程就此告一段落 经过讲师
一番点拨 感觉 旧约 并不“旧” 也
并不“难” 如若我们能将讲师传授的“导
论”与“纵览”融会贯通 离 新约 就只
差一步之遥了 神的教诲贯穿古今 延绵不
断乃始于 旧约
掌握 旧约 知识便是
开启 新约 的钥匙 既然耶稣把 旧约
当成“教科书” 那我们是否能效仿耶稣
下次传福音时也要说:“经上记着说……”

欢迎观看
旧约纵览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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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Ginger

《新约》如何形成
新约 成典过程曾受语言 地理文化
异端主义等诸多影响 手抄经卷更多达5800
余本 找出“正典”对当时的学者任重道远

6月 26 日 基督 教教 育 课程

怀胎产仔谈圣经：

《四福音书》
福音书卷的形成可分成三个时期

圣经正典的形成
美佳堂线上课程 怀胎产⼦谈圣经 圣经形成的过程
何汉寅牧师 博士 授课 当天出席人数多达417人

何汉寅牧师

旧约 的原稿虽早已不复存在 所幸
手抄经卷仍得以遗留于世 手抄本在主前
300年至主后135年形成 数目达1500卷之
多 1947年期间“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200BC - 200AD 于死海附近的“昆
兰”出土 是现存最古老的 希伯来圣经 手
抄本 反观“马索拉抄本” 横跨主后6世纪
至11世纪 (Masoretic Text) 是目前最为完
整的 旧约 希伯来文圣经手抄本 目前绝大
部分 旧约圣经译本 都翻译自马索拉抄本
而 旧约 最早的译本是 希腊文旧约
七十士希臘文译本
Septuagint 主前
约3世纪至2世纪 就是新约时期通行 且普遍
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徒所认同的 旧约 ——
希腊文圣经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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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导 宣讲 及医冶
的时期并无文本资料

2

口传期 oral tradition
门徒口传方
式以宣讲福音 耶稣的教训及教会生活
为主

3

成文期 门徒认为记录耶稣的行迹和教
导极为重要 福音书的成形刻不容缓
牧师接着也提及保罗的书信及其他书
信的成形过程

由

牧师说 圣经 是一本见证神救赎计划的神学历史书 近两
千余年 圣灵赋予伟大智慧 利用⽂字记录了神默示於世人的
话 从初始原稿 抄写直至定典 正典
再经过不断翻译及流
传 才逐步形成现代 圣经
圣经 形成的过程犹如十月怀
胎产⼦ 极为艰辛复杂 彰显上帝神迹般的保守与带领

《旧约》历史

1

《旧约》定典
“定典”意指“鉴定”某卷书是否实属上
帝的默示 上帝赋予人类属灵的智慧 经圣灵
带领 亦可分辨 所默示的真迹 知晓何者
是须摒弃的伪书 为 圣经 正典之路披荆斩
棘
遗憾的是 旧约 正典形成的历史资料
并不多 十九世纪末开始 不少学者以“三
分法”推断
旧约 正典的形成分为三个
阶段: 律法书 是在主前5世纪以斯拉改革时
期形成 而 先知书 是在主前3世纪形成
圣卷 则于主后1世纪末期在占尼亚议会
(Jamnia or Yavneh) 中获接纳 当时 学者
们虽对“正典”形成的时期以及甄别书卷真伪
看法各异 但辩论结果仍确立了39卷书都归属
于 旧约 正典 自此再无增减

《新约》“正典”
早期发展可分为三阶段 使徒初期教父时
期 从第1世纪末及第2世纪初早期教父书信
中 可看见教父们引用新约各卷的话语 足以
说明新约书卷已搜集完成 使徒中期教父时
期始于第2世纪至第3世纪 教父们如爱任纽
和后期教父奥利根和特土良等皆感到有必要确
定新约正典的权威 而使徒后期教父时期 第
3世纪至主后400 年期间
新约 各卷终获
得接纳为“正典” 各教会和大会一致接纳
新约 27卷与 旧约 并列 为神所默示
的 圣经
成了信徒信仰的根基与生活之导
向

趕鬼/医病

如何在众多的书卷中脱颖而出 “正典”
便成为 新约 成形的关键
新约 正典的
准则为:

“古” 使徒崇高的权威 当时教会倚重使
徒的两大主因 使徒们讨论基督时
有更可靠的报告及圣灵充满

“真” 使徒们的话曾被初期教会认可 初
期教会对使徒之文墨特别尊重 他
们崇拜时必恭读使徒的话 如同恭
敬神的话 这是他们顺服权威的原
则

“正” 信仰纯正 意思是指书卷内的教义
纯正
处

毫无冲突

矛盾或不道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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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正典的合法性
新约 正典的合法性突显在东方教会亚
历山大的主教——亚他那修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所写的一封书信中 它是现今最
早被人发现将27卷 新约 列为正典的记载
他于367年复活节的书信中列出 旧约 的目
录之后 又列出 新约 27卷的目录 而这正
典经目也得到西方教会认同 之后 382年的
罗马会议 393年的希波会议以及397年的迦
太基会议都引证了亚他那修相同的 新约 正
典目录

参加者

七十士旧约希腊文译本

Septuagint)

最早被发现的手抄本圣经
西乃抄本
又译为西乃山抄本或西
奈抄本 Codex Sinaticus) 是希腊语 圣
经 抄本 于19世纪在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
并在20世纪发现更多的抄本
梵蒂冈抄本
Codex Vaticanus , 它得名于其存放地梵
蒂冈宗座图书馆 此抄本于公元4世纪完成
书写材质为羊皮纸 以希腊语抄写而成 品质
极高

西乃抄本

Codex Vaticanus)

最古老的圣经译本
最古老的圣经译本有主前二世纪的 七十
士旧约希腊文译本
Septuagint)和 武加
大译本 Vulgate
武加大译本 Vulgate
是由耶柔米 Jerome) 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译成拉丁文译本 约在主后 382-405 于伯利
恆完成 这些伟大译本奠定了现今多种语文译
本的基础

感言

陈兆远（Joel Ting）

李淑真

感谢教会和何牧师提供这次查经讲座
看到海报标题的那一刻 就已感兴趣 因我
很想知道整本 圣经 正典是怎么形成的
何牧师的分享让我了解到从抄本 死海古
卷 一直到 新约 时代使徒们的书信
神怎么一步一步带领完成 圣经 的整合
整合时间跨度如此大 过程的艰辛 更凸显
神奇妙的带领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牧师对
多马福音 的诠释 分析将来 圣经 可能
会发生的改变 课程让我获益良多 大开眼
界 感谢教会举办这信息充实和有深度的查经
讲座 希望教会日后还能多举办类似的讲座

何为 圣经
圣经 是神的话 借人
用文字写成 何牧师竟然能在三个小时内一气
呵成讲完整本 圣经 如何面世 他以“孕妇
怀胎”来形容 圣经 的形成 过程神奇 复
杂 神圣 时候到了 66卷书组成的 圣经
就出世了

林伟锋（Samuel Lim）
感谢何牧师深入浅出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
圣经 从原稿抄写 定典 翻译到流传的过
程上帝奇妙的作为
圣经 作者经圣灵带
领而完成各卷书 又经译者的努力让各种语言
版本流传至全世界 在在显示上帝乐意与人同
工 问答环节中的各种提问 何牧师也逐一为
大家解惑释疑 不论时代如何演变 从纸本
圣经 到电子 圣经
抑或从文字版到语音
版 上帝的话语总不改变 如何牧师所说 但
愿我们更加珍惜手中的 圣经
渴慕上帝的
话语 活出基督的样式
提摩太后书 3章16-17节 “ 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
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

欢迎上网 观赏视频

牧师的分享中有一句话令我感到十分的震
撼 “ 圣经 如此神圣 竟然能出现在我们的
手中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 拿着 圣经 的手
会因它的神圣而颤抖 ”想到这一点 心中充满
着感恩 敬畏 祈愿我们都认真看待 圣经
更渴慕读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
的光 拥有 圣经 何等蒙福蒙恩

李兰好
听了何牧师的课 对 圣经 的形成有基
本的概念 明确的了解 特别解开了“圣经是
神所默示”的迷思 “默示”是神的感动
看到自然界 神 圣灵 感动之下用聪明和智
慧写成的句子 例如罗马书1章20节说
圣
经 是神的话 经由不同作者的智慧写成 值
得我们尊重和查考

采访后记
课程于当日中午时分结束 但我意犹未
尽 且对 圣经 形成的过程充满敬佩与感
叹 所谓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细流
无以成江海 只有神的大能可使人无惧无悔
坚持不懈 世代相传横跨2000年 写下的字
字句句 成为亘古不变的伟大真理 是的 只
有神 最后 牧师更不忘提醒我们 为拥有一
本彰显神荣耀的 圣经
时刻保持一颗感恩
的心 我谨记于心

讲员和筹划课程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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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李颖璇师母

文

父母当自强
家有少年，
美佳
的宗旨

少年，

清晨的甘露

常常听人说少年叛逆

少年阶段是生命发展的过程 “种什么
收什么”亦是这个时期的发展危机 现今媒体
资讯错误的讯息让青少年难以分辨对错真假
同侪的竞争压力 霸凌让他们失去了方向 无
助 害怕 担忧 自卑 委屈 不满 抗议多
半是少年的情绪真相

去年开始 美佳堂的小组全面推展培训父
母为12岁以下的孩子奠下属灵传承的理念
我们办了两个课程 “父母的使命 孩子的生
命” 和 “与孩子一起成长” 共12 课 目的
让爸爸妈妈重新学习做父母 认清父母的职责
及使命 接着 不少家长要求我们开办如何与
少年相处 陪伴他们成长的课程

从教育心理发展观点来看 少年开始懂得
思考问题 也会接纳他人观点 并与自己的观
点整合起来 甚至尝试探索 验证信仰 按照
社会心理学的评析 这个阶段亦是少年的角色
认同期或角色混淆期 他们要为自己寻找到定
位 所以 这个阶段 同侪 家人 老师 父
母皆是影响他们的重要人物

HomiG LGP (Life Group Parenting)团
队邀请了教会青少年的导师 年轻人回应 探
讨今日青少年状况和需求 事情就这样成了

急

01
接下来 如何与少年建立关系 互动 彼
此接纳 如何以良好的沟通的方式了解他们生
活的需要——钱财管理 两性交往 对性的探
索 重新给少年的信仰打下扎实基础等课题
将会成为我们核心小组编写的课程内容
拟
在小组推展 培训父母

让父母抓狂

儿女还未步入少年时期 我就下定决心好
好装备自己 回顾过去 此决定和付出十分值
得

少年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一份“重礼” 这
份礼物考验我们的信心 挑战我们的耐心 磨
练我们的意志 将包容的极限推到悬崖边缘
但是 他们出现父母生命中的时间非常短暂
像露珠一样 晶莹 美丽 很吸引人 却令人
束手无策

教会
因为

陈秋霞

我家三个孩子正处于少年时期 记忆中
陪伴他们成长 这种抓狂的经历和无奈的日子
并不长 为什么呢 有许多因素 其中一个关
键因素就是多阅读教养孩子的书籍 上父母课
程 充实自己
我有一班好姐妹 我们对养育儿女拥有共
同的看法 也需要充实这方面的知识 因此我
们一起研读几本提升父母教养青春期儿女的
书本 三年来 我们风雨无阻聚集学习 了解
青春期孩子的需求 调整我们的角色和教养方
式 走过无数喜怒哀乐起起落落的岁月

我希望自己往后还可通过教会办的父母课
程学习更多“陪伴青少年成长”的知识 不断
装备自己 应对挑战 父母需要学习换位思
考 从儿童的父母换位到少年父母 教养模式
也得跟进 这也是我积极参与少年父母课程和
读书会的原因
父母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 就必须学习新
的观念和培育孩子方式 每一天都是新的 所
以每一天我都学习做“又长大一天的孩子”
的母亲 这是生命的旅程 也是塑造自己 帮
助孩子成长的美好过程 我期待学习到更好的
方法将信仰传承给孩子 让神成为孩子自己的
神 这件事情至关重要
将来 还有很多课程等着我去学习 例
如 关系建立 沟通技巧 处理冲突 无条件
接纳 理财教育 应对将要谈恋爱的少年 与
孩子谈性或同性恋等课题 喔 我有好多学习
和成长的空间啊

父母陪伴青少年人成长为当务之
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但我们可以努力成
为当下最好的父母 愿神赐福 !

少年人对团队会有强烈的归属感
家与教会陪伴

02 音乐 戏剧 电⼦媒体服侍可以让他们对信
仰产生强烈反应

教会提供平台

03 他们会尝试比较 了解其他宗教信仰
父母鼓励孩⼦可质疑信仰

但给予引导

诗篇 110:3说 “你的少年人 好像
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 ”父母当抓住机会 陪
伴少年一起行走这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 美佳
堂的LGP Teens 团队将与你们一起迎向这一场
属灵的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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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翠霞

线上讲座

疫风翱翔，

拿督魏志超

疫情给他提供了改变的机会 让他做生意
的态度变得更实际 他调整公司的运作 将以
前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更谨慎管理公司的
资金 他对侍奉更有使命感 明白到身 基督
徒 应该趁这个时候把福音传出去 把平安带

逆流而上
不知不觉 疫情已经进入第二个年
头 日⼦越久 我们就越感受到疫情带
来的冲击 因此 Connexion团队这
一年安排的讲题都与疫情中的“生存技
能” surviving skill 挂钩
5月22日举办的Connexion讲座
我们邀请到 Feruni Ceramiche 的创办
人拿督魏志超 Dato C. C. Ngei 与
我们分享疫情中如何调整心理—— 疫
风翱翔 逆流而上
线上座谈会由本
堂同工林伟锋 Samuel 担任司仪
再由傅庭辉弟兄 Paul 为我们介绍讲
员 庭辉弟兄眼中的魏弟兄是个有爱心
的牧者 勇于创新的商人 更是受人尊
敬的领导者 无论事奉神或从商都尽心
尽力

这样上帝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
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 腓4 6-7 经
过这件事 他深深体会到这句经文的威力 经
过他与团队的努力和改变 公司的业务胜过以
前 资金不但没有陷入赤字 盈利反而比去年
更好

给大家 他重新思考上帝的旨意 他的生意只
是生命的一部分 神要他以生意来和其他人连
接 完成传福音
主做光做盐的大使命
此外 他鼓励大家 遇到困难要懂得自救
和求救 他以自己为例 除了咨询导师的意
见 也成立一个小组 告诉其他人自己的担
忧 一起分担 最重要的是与神建立更密切的
关係 每天定时祷告 读经 紧紧依靠神
座谈会的后半由欧啓业弟兄 Jansen
带领 听众踊跃发问 魏弟兄分享的职场智
慧 让大家得到启迪 增对进灵命大有助益

魏弟兄分享如下：
疫情初期
他和大家一样非常担
忧
两百多位员工的薪金
公司的租
金和现金流面临赤字
种种问题一拥
而上
令他晚间难以入眠
他的导师
David开导他应将目光放在神的身上 如
希伯来书 4章16节 到 “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怜悯 蒙
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因此他重新与神建立
关係 与神沟通 学习聆听神的话语 当他将
目光专注在神的话语 就出现新的视野 神带
领他慢慢卸下重担 忧虑 重新思考如何把眼
前的问题解决 他与团队重整公司的系统与计
划 他发现依靠神 神会改变局面 引领他到
另一个境地
“你们应该一无挂虑 凡事要借着祷告和
诉求 以感恩的心将你们的需要告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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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歌唱比赛筹委

高年组得奖者

疫情期间 孩子们不能像往常一样上实体
课程 老师们费尽心思安排线上课程 让孩子
们居家学习 更在线上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歌
唱比赛 对师生和家长来说 这都是一个全新
的体验
这次歌唱比赛得到家长热烈支持 鼓励孩
子踊跃报名参加 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两位教
会以外热爱圣乐 且有多年经验的导师担任评
审 感谢教会执事大力支持童声飞扬歌唱比
赛 弟兄姐妹热心奉献与付出 愿神祝福大
家 一切荣耀归于神

Speaking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 and songs from the spirit.
Sing and make music from your heart to the Lord. —— Ephesians 5:19
当用诗章 、 颂词 、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 以弗所书5:19

美佳堂儿童诗班成立于2018年1
月 导师们希望孩⼦参加诗班以认识
基督教音乐 各种乐器 学习正确的
发声技巧 发掘音乐的潜能 诗班以
诗歌和纪律让孩⼦们学习正确的事奉
态度 敬畏神 谦卑服侍神

低年组得奖者

丁淑仪（筹委会主席）的话
起初 上帝以一个歌唱节目感动我 让我
萌生这个概念 尝试举办一场美佳堂儿童线上
歌唱比赛 我迫不及待地与秀薇和丽娜两位老
师分享 大家的看法一致 觉得不妨一试 当
然 因疫情造成诸多不便 曾担心这场歌唱比
赛不会办成 但是上帝要成就的事 没有任何
困难可以阻挡 加上得到梁汉运执事的鼓励
支持 我们就凭着信心 在短短一个月内办成
了

全体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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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感言

刘诚德 ( 高年 组冠 军）
感谢上帝给了我一副好嗓子 以后我还要
多加练习 用我的声音来敬拜赞美神

黄奕涵 ( 低 年 组 冠 军 ）
有机会参加这个线上歌唱比赛 感到很兴
奋 能够得奖也很开心 谢谢天父赐给我好声
音 我希望长大后可以参与敬拜赞美团 用诗
歌安慰人 事奉上帝

张祎祈 ( 高年 组亚 军）
很高兴可以得奖 感谢神赐给我美好的声
音 让我可以用歌声来敬拜赞美

郑捷尹 ( 低 年 组 亚 军 ）
池周轩 ( 高年 组季 军）
I am so happy and excited to receive an
award from this competition. I have learnt to
become a better worshipper to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in truth!

Thank you for organizing this competition.
It was fun and I enjoyed it. I have learnt to
give my best to Jesus. I will use my voice as
a gift to praise and glorify Him!

黄羽鍹 ( 低 年 组 季 军 ）
可以参赛 我很开心 得奖特别惊喜
次比赛让我学习到不要放弃

这

黄文曦 ( 低 年 组 安 慰 奖 ）
经过多次练习和无数次录像 我学习到坚
持和忍耐 我会继续努力把诗歌唱好 以敬拜
赞美我们的天父 我知道天父一定会很高兴

洪恩儿 ( 低 年 组 安 慰 奖 ）
参赛期间 我很害怕录影 但录制过程却
很喜乐 我学习到 决定要做的事 就尽力做
好 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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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琪 ( 高年 组安 慰奖 ）
This is my first experience participating
in an online singing contest. I have learnt to
praise the Lord with my voice and my piano
skills. I will continue working hard and hope
to join the praise and worship team in future.

颜苇宁 ( 高年 组安 慰奖 ）
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参赛 比赛心情很兴奋
录制了很多次视频 最后才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我
献唱的歌是 彩虹
神说 “我把虹放在云彩
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创9:13) 我
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上帝 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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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荣

《圣洁性恋》读后感

邻国新加坡每年都举办“同志”嘉年华
会 主题颜色为粉红 “平易近人” 逐渐
成为俘虏人心的工具 活动吸引了许多家长
携带一家大小出席 或许他们不知道背后的
真正用意 但聚会刻意模糊了性别以及性取
向的观念 身处其中 也许会给予同情 逐
渐认可跨性别的思想
他们向大家灌输 “
身体是自己的 我们有选择的权力”这种想
法 违背 圣经 教导 所以绝对必须严正
看待 否则下一代将成为牺牲品

VS
根据网络资料 “彩虹旗”于1978年
6月25日 首次在旧金山同志骄傲大游行上
飞扬 彩虹旗是由旧金山艺术家吉尔伯特·
贝克于所设计 经过数次修改 最终只以六
种颜色为标记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不同的含
义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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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性爱 —— 废除恶法

性权就是人权

橙色

力量 —— 集体展现

我们就是力量

黄色

希望 —— 勇往直前

打造希望种⼦

绿色

自然 —— 看见差异

自然展现本性

蓝色

自由 —— 自主多元

解放身体自由

紫色

艺术 —— 活出自我

创造缤纷艺术

“六色彩虹”思潮 近年来犹如狂风卷
席全球 横扫世界 试图巩固“跨性别”的
合法地位 随着社会性观念日愈开放 加上
社交媒体大肆渲染 这种思想逐渐得到大众
认可 他们提倡自由性爱的思想潮流 类似
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流行文化
由于大部分国家不认同同性恋少数群
体 导致他们不惜一切举办大型聚会以及游
行蛊惑人心 就说东南亚吧 新加坡和台湾
每年都举行这一类大型聚会 他们不惜花费
大量金钱将活动包装成“提倡人权自由”
以强劲的音乐以及五彩缤纷的舞台吸引大批
民众 这少数群体的生活见证 让人觉得他
们是勇敢的生命斗士 为了获得公平的待遇
与主流文化斗争 他们也向国家施压 争取
合法地位

六色彩虹鼓吹的生活形态不会带来真正
的自由 因这是由撒旦精心策划的布局 目
的是摧毁神设定的男女 夫妻 人际关系
彩虹是神所立的约 撒旦却利用所谓的艺术
创作来篡改 “七”在 圣经 代表完美的
数字 撒旦刻意删除其中一个颜色 也就删
除了神的本意 完美无暇的约定 顿时成为
了撒旦的旗号
自创世 神就“造男造女” 并看为
“甚好” 撒旦却不断干扰 破坏神原本的
旨意
哥林多前书 6章 18-20 节:“你们要
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
以外 惟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
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
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
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
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上帝”

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强调我们的身体是神
的殿 绝对不能够凭己意放纵 更别说男
与男 或女与女苟合了
利未记 18章
22 节:“(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
样 这本是可憎恶的 ”神赐给我们自由意
志 然而 每一个选择的后果 我们都必须
负责
耶稣用重价赎回我们 所以我们的身体
是属于神的 绝不可以“自由”之名行邪恶
的事 真正的自由 不是任意妄为 这世界
由撒旦掌权 若稍微不留神 就会给暗流
卷走 务必谨慎 凡事以 圣经 的教导为
准 我们就有属天的智慧分辨对与错
教会该秉承什么立场?
美国同性恋合法化 促使性少数群体名
正言顺地公开身份 当中包括基督徒 多个
地区相继出现同性恋者的教会 这些性少数
群体甚至要求传统教会为他们举行婚礼 承
认他们的婚姻合法 这是多么败坏的风气呀!
当然 我们一样是罪人 不应将他们拒
于门外 单单定睛他们所犯的错 教会的责
任 本就是带领罪人悔改 归向基督 只
要“坚守”教义 遵从 圣经 教导 不可
以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 竭尽所能以爱
来接纳他们 以关怀 辅导 让他们一步一
步归向正道 悔改归向耶稣基督 若教会将
性少数群体拒于门外 岂不是间接将他们推
向灭亡
愿我们有属神的智慧 齐心协力教导下
一代 这一场末世六色与七色大比拼来势汹
汹 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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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鸣铃

约旦貝都因人的婚礼
貝都因人 Bedouin) 是约旦的土著 伊斯兰教兴起前 贝都因
人是组成阿拉伯半岛部落氏族社会的主要部分 他们生性豪爽 爱
热闹 热情好客 自古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 随着时代改变 现
在大多已搬入村庄及城市居住 尽管如此 他们的日常生活仍保留
一些传统习俗 这些习俗仍旧隐约看到 圣经 时代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婚礼庆典
今年七月九号 我和丈夫出席了贝都因人的午宴婚礼 体验一
个充满民族习俗的庆典 依照传统 贝都因人的结婚仪式一般会持
续大概一个星期 第一天是求亲仪式 男方的父亲会带上儿子上门
拜访女方的父亲 请准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 得到允许后 男方
送聘礼到女方家 通常是金银首饰或生畜之类 很少送现金 到了
正式迎取当天 新郎家会在帐棚大办午宴 之后再以隆重的晚宴为
婚礼庆典压轴
我们参加新郎家的婚礼午宴 新郎家在离安曼市以南约一百三
十公里的小村子 —— Sul Village 得花一小时半车程才抵达 新郎
廿四岁 新娘廿一 我们中午到达新郎家 女宾客进了屋和新郎的
母亲贴脸拥抱 递上现金为贺礼 新郎和父亲在挤满三百多个人的
帐棚里招待客人 男宾进入帐棚时与主人贴脸拥抱 握手时把现金
贺礼塞入他们手中 招待领我进女宾客聚集的房间 我先生则被请
到男宾客的聚集地 原来男女宾客是要分开聚会
房里只有几张朔胶椅子和几位妇女坐在铺有垫子的地上 我好
奇地打量着熙熙攘攘喜形于色的女宾 她们也向我这个“外国人”
投以好奇的眼光

屋内喜气洋洋 屋外也 哄哄 院子里
清一色男性 专业厨子正忙着煮贝都因人的
传统美食——羊肉酸奶饭 (Mansaf) 当天用
了二十头羊 准备了七十大盘饭 供男宾约
350人 女宾四五十人及工作人员享用
大概下午一点半 厨子忙着煮食的当
儿 其他房间的女宾纷纷进入我这个房间
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 我正纳闷她们要做什
么 原来传统环节开始了 妇女们有节奏地
拍起手 摇摆身体一起高歌 歌曲节奏强
烈 唱歌的个个中气十足 歌声嘹亮 所唱
的内容是愿阿拉祝福及保守一对新人及家族
安康 她们很有默契地站成一个圈 圈里有
人拉起手翩翩起舞 圈外有人随手拿起面盆
当鼓 熟练地拍打出强烈的节奏 把原本已
欢乐的 氛推上另一个高潮 我无法静坐旁
观 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这强烈的节拍浪潮
贝都因女子会不时发出高音频长叫声 表示
欢乐 就像西方牛仔片里红印第安人跳舞或
骑马时所发出的叫声一样 这种充满民族性
豪迈高音频叫声 制造十足的欢乐感
充满激情的歌唱持续约半个小时 这时
屋外响起一阵阵枪声 大家一窝蜂挤到通向
院子的门口 原来酸奶羊肉饭已出炉 工作
人员正一盘盘地端出 就在这“出菜”的时
刻 妇女们又再拍手高歌 枪手朝天空开枪
庆贺 伴着她们的高音频长叫声此起彼落
气氛再度热烈起来

枪手向天空鸣枪以
示欢庆。
办喜事的家庭屋外会张挂彩旗，
颜色与国旗的颜色相同：红白绿黑。
月亮谷的沙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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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在院子准备传统美食——
羊肉酸奶饭。

妇女们载歌载舞。

这时 两个妇女迅速进入房里 在地上
铺上塑料布 再放上刚出炉的酸奶羊肉饭 无
须主人家三催四请 大伙儿自然大方席地围坐
在大盘饭周围取食 她们在羊肉饭上淋上酸奶
汤 直接以手或用调羹拿了豪迈地吃起来 潇
洒得很

话

帐棚里大家彼此寒暄 用餐时都低声说
小孩也没奔跑吵闹 现场一片祥和

吃饱喝足 我正奇怪怎么始终不见新
娘 本地同事告诉我们 新郎在自己家办完
午宴 傍晚才会到新娘家将新娘接到自己家
入洞房 他们没人会去“闹洞房” 从不打
扰新人共度“值千金”的时刻 洞房后新郎
才领着新娘出席隆重的晚宴 由于婚礼有点
长 我和先生都没精力参加晚宴 就先回安
曼了
若不是来到约旦 似乎不可能接触到这
群未得之民 这次虽然只是参与婚礼中一场
午宴 但已能感受到贝都因人的生活 息
仿佛穿越到 圣经 时代 参与了一小段民
间生活

家庭主妇 育有一名女儿 2019年随丈夫公
干旅居约旦安曼至今 喜欢画水墨画 也爱古
典舞蹈 大学时代活跃于马大华族舞蹈团 参
与演出舞蹈有 飞天
西游记
排
湾舞 及 印度象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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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无止境 |
文

又青

别
再
供
奉

“各位学员都到齐了吗 准备好 我们
出发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工厂是——偶像制
造工厂 ”

山
寨的
上
版帝

学员一阵欢呼 跟着领队一同走进这座
庞大 神秘 有着各种部门的工厂 领队一
路讲解各种偶像制造材料 生产过程 还有
包装部 维修部 以及最终如何推出市场
你发现自己对工厂各个角落 操作技巧并不
陌生 仿佛你是这里经验丰富的老员工 直
到走出工厂 抬头一望 赫然发现工厂高竖
的招牌 上面就是你的名字
提摩太•凯勒在 山寨版的上帝 提及
人心是一座“偶像工厂” 许多人认为“偶
像”应该有雕像形体 但其实传统的偶像崇
拜至今仍存在世界各个角落 而古老的 圣
经
清楚指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存在一个
致命事实——“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
心里 ” 结14:3
山寨版上帝 不是真正的上帝 但它却
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 占据中心位
置 一旦失去它 我们便觉得活下去再无意
义 为了它 我们费尽热情 精神 情感
财力——生命的价值 安全感都建立其上
我们可能过分在乎体态而罹患饮食失调 我
们可能无限扩大金钱和事业的重要 而容许
某种形式的“婴儿献祭” 冷落家人或社交
生活圈
我们以为所追求的就是快乐的要
诀 但最终落得迷失 孤单 愤恨 我们不
过是在为自己制造假神
凯勒牧师直言 “我们错误以为偶像指
的都是邪恶的事物 但刚好相反 越美好的
事物越有可能令我们期待 甚至想以它来
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要和期望 因此任何东
西 尤其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 都很有可
能成为一个假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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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偶像的关系 亲密得出乎我们意
料——爱 信任并顺从它
圣经 用婚姻
暗喻 当我们对其他事物的渴望和喜悦胜过
神 我们就犯了属灵的淫乱 这“假情人”
主控一切 占据我们的想象 我们只需自
问 “白日梦时我最喜欢想象什么 ”“我
们最怕什么 ”等等 就能发现它们的存
在 为了取悦 抚慰偶像 我们愿意牺牲
并相信它会保护我们 给我们自信和安全
感
凯勒牧师解释
圣经 对偶像崇拜的
概念细腻且复杂 有些是个人偶像 例如
浪漫爱情 家庭 金钱权势 成就 或体
态外貌 健康等 有些是文化偶像 如 军
事武力 高科技的发展和繁荣的经济 传统
社会偶像 如 责任感 美德 知性是偶像
意识形态
如 法国思想家卢梭对人性
本善的看法等等
第一章到第五章 凯勒牧师探讨个人偶
像 幸福 爱 金钱 成功 权能与荣耀
第六章指出隐藏的偶像——不是出于我们的

心 而是源自社会与文化之中 他说 偶像
崇拜渗透各个角落 就连“宗教”也未能幸
免 例如 人们仰赖教义正确与否 远超自
身与神的关系 或者把属灵恩赐和事奉变成
假神 又或隐约想着 如何透过道德表现控
制神和其他人 如 只要我言行良善 神和
周遭的人就应该尊敬 支持我们
来到第七章“假神的结局” 凯勒牧师
提出如何脱离绝望 往前行 这是他一开始
就提过的 光是察觉内心和文化的偶像还
不够 想要得释放 脱离具毁灭性的假神影
响 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回到真神面前 以神
本身代替它们
最后 他用了一个例子提醒基督徒 在
一滩恶劣的沼泽地 工人不止一次打桩 想
要找到基岩 免得看似坚实的地面不断因
推土机停放而沉陷 然而 工人屡试屡败
桩子总是消失无踪——我们的心就如这滩沼
泽 以为已经学到恩典真理 把偶像放一
边 但我们多次发现 原以为碰到内心底部
了 却没想到还有更深一层——成熟的基督
徒并非完全触底的人 他们会不断往下挖
越来越接近底部 他提醒我们 必须深刻
地爱着基督 在拔出偶像以后的空地上“栽
种”基督的爱 并持之以恒

《山寨版的上帝》读书会

讲员
日期

林天赐牧师
9月2 16 30日
10月14日 星期四
时间 8.30-10.00 PM

欢迎登陆
新泉眼官网

这本书深入浅出 引用生活和 圣经
例子 亚伯拉罕 雅各 撒该 乃缦 约拿
等等 都是里头的“站长”
指出问题症
结 并提供出路——耶稣基督——唯一至要
的盼望 剔除山寨版的上帝 刻不容缓

又青 原名郑怡倩 文桥传播中心文字部主
任 喜欢平静与平淡 以文代步 偶尔派它到
外面闹一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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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影自 省 |
文

叶大卫

填 补 缺席 的，
是 无 尽的 爱！
Little Big Women

孤味 深刻描写了亚洲女性在家庭中扮
演的角色 秉持的心态 无论丈夫离家之前或
以后 林秀英都必须身兼数职——丈夫的工
作 家庭的开销 女儿的学业与生活 都由她
一手包办 她就是这个家的支柱 传统华人的
家庭观念视“持家”为女人的天职 男人出外
工作赚钱 女人打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天经地
义 因此 很多传统家庭的“一家之主”——
父亲 往往精神缺席 这使我想起某个美国谈
话节目的街道访问调查环节 主持人随机采访
了几位父亲关于孩子的事情 如生日 好友名
字 学校班级名称等 结果 没有一个父亲可
以正确地回答这些简单的问题 我想 为人父
者 应当好好思考父亲在家庭扮演的角色

德” 却忽略适时抒发 或凭爱心说诚实话
为了避免冲突 摩擦 宁愿把问题搁在一旁
避而不谈 以为“眼不见为净”的疑难就会因
时间而随风消逝 如此不但于事无补 反而加
深了心中的裂缝 也破坏了美好的关系
孤味 是一部不需要“结局”的电影
丧礼结束后 大家必须回到自己的生活 内心
的伤害也不可能在那短短的几天就可以痊愈
可喜的是 她们都懂得对自己 对身边的人坦
诚 学习慢慢放下过去 踏上心灵得医治的旅
程
这样

大概就是爱最原始的样貌

林秀英为这个家任劳任怨 忽略了内心的
感受 造成她对身边的人也有同样的期待——
如果我可以为了这个家放弃一切 你们为何不
能牺牲 她对女儿们的许多要求和管教 其实
都源自对丈夫和这个家的不满 这种不经意的
情感投射 为她的三个女儿制造许多压力而与
她渐行渐远 她们彼此心中的那一道围墙 一
点一点建起 因此 当林秀英发现女儿们仍顾
念父女之情 竟可体谅林阿姨的心情 还希望
她可以放下过去 觉得此生不值

林秀英是个靠着卖虾卷白手起家的朴实妇
人 从原本小小的路边摊到开餐厅 她靠着毅
力 独自把三个女儿养大 大女儿阿青是个舞
蹈家 二女儿阿瑜成了整形医生 而小女儿佳
佳则接手她的餐厅事业
秀英七十大寿这一天 一家人聚集台南老
家为她办七十大寿 可就在此时 他们接到了
秀英失联多年丈夫的死讯 为缺席多年的丈
夫筹办丧礼同时 秀英也需要面对陪着丈夫度
过晚年的情人蔡阿姨 正视与女儿们多年来避
而不谈的矛盾 还有检视深埋在心里已久的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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怼 日积月累的种种旧事与情绪
礼一层一层剥开

随着一场丧

电影的剧情没有高潮迭起 对白也不令人
热血澎拜 平凡而写实的故事却可紧紧揪住观
众的心 因为它反映了许许多多亚洲家庭的真
实状况 演员的演技精湛 电影选角几乎无懈
可击——他们个个实力非凡 一个眼神 一句
台词之间 就让观众仿佛身历其境 其中饰演
林秀英的陈淑芳 更夺下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成为金马史上最年长的女主角得主

这些怨恨和伤害 其实很多年前就栽种在
她们内心深处 林秀英是这样 三个女儿也是
如此 这一颗颗负面的种子 随着时间渐渐发
芽成长 最后到了一个再也无法闪躲的地步
她们才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些过往在生命里头的
重量 这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写照 我
们常常受到灌输逆来顺受 忍气吞声的“美

“孤味”是台湾闽南语 原意是形
容餐馆只卖一道料理 并致力将这
一道菜做到最好 比喻在人身上就
是专心一意 坚持做好一件事 即
使孤独也没关系 这样的处世态
度 是不少台湾传统老一辈人的生
活哲学

生物与营养学讲师 热爱创作 只是有点懒
惰 喜欢旅行 但是手头有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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