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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2011年8月3日，一个非�府组织“希望小区”，租借百乐

镇卫理公会举行慈善晚宴，以协助妇女、儿童、艾滋病带菌

者，以及天灾灾黎。120位各宗教族群出席晚宴，其中12人为穆斯林。	

雪州宗教局约30名官员“突击”教会，主理何赞强牧师询问他们欲入门

搜查的原因，对方宣称有人投报教会向穆斯林传福音，但却无法出示合

法的文�。最终，该局官员还是强行进入，“寸土必翻”地搜查，连垃圾

也不放过，盘问每一位出席者。

在宪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遭到违宪举动的骚扰，举国轰动，各方

批评谴责，而雪州负责伊斯兰教事务的行�议员哈山阿里却冒天下之大

不韪，力挺该局官员，导致雪州的民联�府陷入更大尴尬，因此雪州�

府不敢轻忽，事�也以较为妥善的方式写下句号。

去年1月2日，一群20多人的宗教局官员，在警员的陪同下，突击圣

经公会。官员上门时，态度粗暴，呼喝职员开门让他们进入搜查。	 但他

们没出示入门搜查的公文，因此职员拒绝开门，该局官员恫言将破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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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会职员通知主席李明春律师，经过协

商，接受两个官员进入。两名官员一进入，抢

夺似地搬走16箱圣经，其中300多本马来文

及10本伊班文；同时要把全体职员带到警察

局，经谈判，主席和另一名同工代表全体职

员“被押”。媒体闻讯蜂拥而至，原本粗暴威

吓怒吼的官员态度开始软化。

两位圣经公会代表获保释后，还被“敕

令”稍后到宗教局接受问话（切记，他们无此

敕令权力），同样是朝野哗然，举国注目。此

事的后续——前任雪州大臣失责，无能又无

为，把球踼给总检察司，总检察司宣布圣经公

会合法，而违宪的宗教局官员在雪州伊斯兰理

事会撑腰下，悍然不听从归还圣经的指令。

今年4月19日，八打灵再也美丹花园一间

店屋的教堂正在崇拜。一群约50名穆斯林结

集示威叫嚣，手持纸牌上书：取下十字架、不

要挑战伊斯兰、停止戳蜂巢等口号。经过交

涉，教会拆下十字架。事后该堂牧师说是为了

保护妇孺。

近年来，教会一再受到宗教局官员，以及

极端穆斯林骚扰。这些人粗暴无礼的做法，违

宪违法，不仅朝野哗然，理性开明的穆斯林，

亦加入谴责声讨的行列。

数百年来，教会在这片国土上设立，也为

这个国家建设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教会向

来都奉公守法，但在极端宗教主义和种族主义

的勃兴下，遭受违宪违法的打压、骚扰，在行

�偏差给力下，情况持续恶化。面对骚扰、突

击，一般教牧同工、教会领袖，根本不知如何

应对。宗派教会，尚有总会可以寻求支持协助，

未加入NECF的独立教会，则完全孤立无援。

面对乌云渐笼，压力持续增加，更多挑

战的明天，无论是乡区或城市的教会，皆难幸

免，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我们正在收集数据，与众肢体共同探

讨教会面对风雨的对策。在我们完成这项目

之前，8月21-22日我们举办的第四屇大马

2001—2015年中文教会发展与挑战研讨会《

枝叶扶疏	乌云渐笼》，在21日晚上公开讲座将

邀请黄满兴会督为大家主讲《风云骤变—大

马教会的坚持与应对》。	 欢迎大家参加研讨

会，或出席公开讲座，共探对策。

论到马华基督教的文字事工，大概

不能不提马礼逊及他的同工米怜

牧师。马礼逊牧师是基督教第一个到中国传

福音的宣教士。因内有东印度公司的干涉，外

有清代朝廷的禁教，马礼逊把文宣工作移植

到马六甲。“在上帝的恩典与历史的选择下，

马六甲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中文文字的宣教

站”——1815年，全世界第一份中文报《察世

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出版。

但薪火也有当风的时候，《察》报的主编

米怜牧师经常咯血，1821年，这份划时代的刊

物停办。

马礼逊、米怜牧师的薪尽火传

薪尽火仍传吗？之后19世纪下半段的华

人教会，是否有什么中文文字工作？

过后的跟进告诉我们：“资深中文报人

古玉梁先生把大马中文报业发展，分为8个

阶段，首个阶段1815年-1860年，由教会带

起。19世纪教会带动马来亚的中文报业发

展——我相信，但这需要更精细的考证，教会

也曾是马来亚中文书出版的先锋。上述二战前

马华文学出版的单行本寥寥无几。相信非文

学类，亦不多见。而19世纪，文学以至任何文

类，应是凤毛麟角之稀。李志刚牧师的统计，

仅至1842年，马礼逊、米怜、梁发等在马六甲

所出版的书刊已达48目。这只是伦敦传道会

在马六甲所印行的。易言之，19世纪马来亚的

中文‘出版业’，教会即是开创者，亦为重要

梁柱，丰富了当时的文教风精神风貌，也留下

了最为显目的宗教、文化遗产。”（见《丰富心

灵，丰富历史—30周年丛书总序》——黄子）

香港广学会（现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

李提摩太牧师说：“要把福音传遍中国，文字以

外，没有其他捷径。”这一百多年前所发出的声

音，若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但仍不失它的意义。

1977年杪，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成

立（3个月后遂有文桥），成为福音文字事工路

上的一个接棒人。文字工作是宣教的一环，称

为“无言宣教”，感谢众教会及弟兄姐妹多年

对这沉默事工的鼎力支持、鼓励。这次也要特

别感谢已故胡维明先生暨夫人杨玉珍女士及

家人奉献出部分遗产赞助，创立了“马华基督

教文字薪火奖”，并邀《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

团契》担任颁奖单位。

“薪火奖”异象为：“为马来西亚基督

教塑造一个世代薪火相传的文学/文字产

业”——其目的是为肯定、褒奖、鼓励有心耕

耘马来西亚华人基督教福音文字者，包括：写

作者及文字事工推手。

薪火相传，盼上帝所点起的文字祭坛之火

不灭。

《马华基督教文字薪火奖》
�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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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柔州一所土著教堂遭�府

推翻，2010年，官司胜诉，但又

有一番手续要处理，前后工作着实耗时耗力。

建堂遇干涉是土著事工常遇到的挑战，

这也是为何多数土著信徒不建教堂，而在家

做礼拜。教会为他们设立的崇拜所，也称之

为“dewan”（会堂），不敢说是“教堂”。土著宪

法指出，他们虽是无地一族，但不得从原来的住

处将他们驱走。然而，当权者很多时候以“赔偿

法”（按居住范围内的果树赔偿）使他们搬走。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看，他们有“先马

来人”和“后马来人”之分；即，以我国独立前

后划分，是否有宗教信仰。土著事务局以他们

是“马来人”为由，禁止基督徒于国家独立后

向土著传福音。殊不知，宪法也指出，他们有

宗教自由，可以归信基督，也可自由建教堂。

霹雳州打巴（Tapah）土著事工训练中心

（AMIN）创办人廖明光牧师说，马来半岛土

著包括海藩、河藩、湖藩、岛藩等共有18个民

族，约15万人，以色麦族（Semai/Sakai）群最

大，占土著人口四分之一。目前，打巴地区有

11间土著教堂，同时间进行主日崇拜，一年有

3-4次集合崇拜。

信仰根基浅薄

这里的土著事工大致起始于1930年，半

个世纪里，历经美国、英国、卫理公会、信义

会、福音堂等教会差传工作，却难有起色。土

著虽是马来族，却难以融入一般马来文化；他

们虽是基督徒，但族群风俗习惯观念深。其他

州属的土著事工情况亦雷同，主要困难：一、

�府干预。二、华人教会正在自立，内部事务

不稳定，故无法有效帮助土著。三、差会不了

	 	 	 	 	 	 受访者：廖明光牧师		 采访、整理：游惠凌

解土著文化。其

中，以第三点挑

战最为严峻。

“ 他 们 是

靠打猎、钓鱼获

取食物，主要食

用木薯、玉米和

树叶，故一年只

耕种一次。他们

生活简单，没有

储蓄观念，且是文盲，也就不会管理钱财。早

年�府开发油棕园时，聘请土著收割、出售和

打理园地，也归还7-8亩地给他们。但土著工

作没纪律，靠津贴度日，久而久之土地又荒废

了，最后�府改聘外劳。”

“嫁娶上，他们以女方为主，男人‘嫁’进

来，舅舅掌握话语权。父母将土地、果树等产

业给女儿，因为女儿通常不会离开本地。这观

念影响他们的社会运作。”

“土著教会事工也需要钱，基于生活没收

入，他们就把差传人当摇钱树。差会轮替太频

繁，使信仰教导扎根不深，他们也不会忠诚。比

如，他们会用个别表现来应对不同教派差来的

人：戴头巾、勤读圣经或讲方言灵语，只为讹取

钱财。这样的信徒，也会为了得利益而改教。”

信心的争战

1981年，廖牧师重新开垦这片禾场时发

现，阻挠土著事工发展的因素，常常是灵界问

题，因为他们信灵界的事。有时，村长本身也

是巫师，靠灵界力量发声、医病等。帮助土著，

除了教育、经济等层面，也要着手处理灵界黑

暗势力的挑战。

      看哪！我们的弟兄

打巴原住民事工

廖明光牧师

敬邀出席

2015年马华基督教
文字薪火奖

颁奖仪式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将于2015年9月4日晚上8时，

举行《马华基督教文字薪火奖》颁奖仪式，地点在吉隆坡福

音堂（No.3,Lorong	Hang		Jebat,50150,Kuala	Lumpur.）。同

时9月4至5日亦在对面的福建堂举行《扩张福音文字的帐幕

之地——2015年文字讲习营》（详见广告）。

“薪火奖”2013年首次得奖人为资深写作人杨百合老

师。杨老师为文桥杂志首任主编（1978—83），草创期间从

剪刀、浆糊、纸张开始，连信封都得亲手黏制；此外，稿源也

极缺乏，培育、鼓励作者成为当时急务，杨老师为此不遗余

力，本身亦笔耕不辍，稿件散见于各家报章福音版及其他版

位，至今著书十余部。

“薪火奖”为福音文字事工盛事，届时将恭请杨百合老

师专题主讲《与文字共舞数十年》，并张文光律师担任得奖

者推荐评述。深盼跟文字宣教相关的主内机构、团体；或长

牧、弟兄姐妹等拨冗出席，共襄盛举。

有意出席者，敬请于2015年8月14日前确定。邮：limyangchin@
gmail.com	电话、微信：016-6988153（林燕群）；文桥电话：
03-92864046

奖

文字
薪火

mailto:limyangchin@gmail.com
mailto:limyangch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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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圣工，首先个人和上帝的关系要

好，祂必指引你要怎么说、怎么做。”廖牧师

处理过污鬼附身、咒诅、梦魇、影响基督徒灵

性成长等属灵争战问题。

三十多年光景里，廖牧师致力于向土著传

福音、教导、栽培和建堂工作。他为他们撰写教

会管理章程；提供讲道讲章；编著一些巫语培

训教材；和土著们一起劳作，教导生活常识和

技能；每年逐步教导他们运用教会的新事物。

“当我们按着圣经来教导，就要相信他们

可用圣经原则做判断。或许他们会做错，但就

从错误中学习，怕是怕他们不会做决定，一味依

赖。土著也是人，需要经过磨练。现在他们已可

自立，有理事会，讲道、办课程和活动、带领团

契、奉献等不再是问题。这证明主的复活力量可

以改变他们。”惟洗礼和圣餐仍由廖牧师主持。

他们当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有当护

士、老师、法官、承建商等。有的到城市去，有

的回乡发展。然而，土著教会也不能避免信徒

流失。这当中又以女子居多，因她们纪律较好

而教育程度高，在本族难找到合适的伴侣，往

往就嫁给非信徒。土著男性比较好动，死亡

率较高（打猎、捉鱼）。总括来说，他们同样面

对属世诱惑而失去信仰热诚。

华人教会可以怎么帮助他们？

廖牧师有以下的期望：

1.	 还福音的债。早年西方宣教士为我们出钱、

舍命⋯⋯我们既领受了，也要把福音传给

未得之民。若非全职事奉，则可金钱支助。

2.		 踊跃参与教会事奉或事工，装备自己让上

帝使用。

3.		 勤灵修、学好圣经，靠祷告�事巫语社群。

4.	 加强巫语能力，以备讲道、教导工作，及与执法

官员交涉；学习土语以便深入了解土著文化。

5.		 了解土著宪法。

“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

徒⋯⋯’，可见教会若要进入这群体，就必须‘

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到他们当中生活，和他们

打成一片。有耕种才有收获，土著不耕种，文化

低弱；而野生资源正在迅速减少，所以要教导

他们耕种、养殖。给予爱心帮助时，要让他们

明白这些是来自上帝而非人，否则他们的祷告

对象就变成了对人。真正的帮助，是帮助他们

先追求上帝的国和义。我们也要做他们学习的

榜样，若一味批评，则事工很难做得下去。”

“土著教会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土著

神学生是‘放牛班品格’，产生低素质土著领

袖；一般上他们群体信主，真假信徒鱼龙混

杂，当中仍然有抱持‘小学’思想的。有时，差

会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境况下，选立

较能言善道（巫语）的土著领袖，岂知他可能

是位巫师，就错把狼接待进羊圈了。”

东南亚有318个马来民族，尚有百多个民

族未听闻福音。“耶稣说，福音要传给万民，

土著也是万民之一，马来西亚教会应有这份责

任。”AMIN设立以来，训练并建立起当地工

人，也有不少是来自不同民族的印尼人，再差

他们回本乡本族宣教和别处开荒，廖牧师按

时巡察，坚立他们。

要装备投入土著事工，可参与AMIN开办

之“巫语事工培训班”。这课程为期3个月，从基

本的听、说学起，唱诗、祷告等全程都用巫语，受

训者需与土著一起崇拜、劳动。一般信徒若对

巫语事工有负担，可经教会推荐报名参与。

      看哪！我们的弟兄

林履星姐妹是“砂拉越华人年议会

布道部”的原住民事工主任。

原住民宣教简史

她说，州内的原住民事工可追溯至19世

纪中叶。砂拉越于1841年由英国白人拉惹布

律克（Brooke）家族统治，他很自然地邀请英

国的圣公会前来设立教会。当时的砂拉越版

图仅有目前的古晋范围，除了向原住民传福音

外，也向华人传。

18 81年，英国伦敦的三名神父：Frs	

Edmund	 Dunn、Aloysius	 Goosens及Daniel	

Kilty把天主教引进古晋。1882年，Dunn神父

来到拉让江上游的加帛，稍后也到泗里街的

Sari区传福音。1883年则在加拿逸（Kanowit）

展开工作，并在拉惹布律克的建议下，以加

拿逸为拉让江流域的天主教中心。他们也于

1899年在诗巫设教，传教对象主要是伊班人。

1901年，一千多名中国福州人移民诗巫，

	 	 	 	 	 	 				受访者：林履星姐妹	 整理：伍文康

长屋与城市
砂拉越的原住民事工

美国卫理公会派宣教士来到诗巫设教，对象

是华人，而在伊班人当中只有零星的福音工

作，直到1939年才派了两名宣教士到加帛开

始向伊班人宣教。1962年，基于语言等因素，

伊班教会成立了独立的砂拉越卫理公会伊班

年议会（SIAC），�事对象是长屋和城市的伊

班人。按2013年的记录，该会有4万多名会友，

但传道人仅有40多名，实在难以应付广大的

牧养需求。

1928年，澳洲的宣教士来到北砂一带

的原住民中传福音，并成立婆罗洲福音会

（BEM）。BEM的多元�事对象包括：本南、

隆巴旺、加拉毕、伊班、加央、肯雅，以及一些

较小族群。

从2000年起，就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SCAC）来说，华人教会更积极且较有策略

地拓展原住民福音事工。布道部于同年1月19

日，正式成立原住民事工小组（Ministry	 to	

Sarawak	 Indigenous	 People以下简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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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并与SIAC及BEM联手拓展砂州原住

民福音事工。小组锁定两大族群：伊班与本南

（Penan）。

林姐妹透露，各宗派基本都有伊班族事

工，毕竟伊班族是州内最大的族群。教会间

也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不在已有宗派�事的

长屋，重复或重�事工。有些教派也寻求合作

伙伴关系，避免资源重�，力求发挥各自的长

处，让事工收事半功倍之效。

原住民事工实况

林姐妹详谈小组的事工时说，伊班事工乃

与SIAC合作，而本南族事工则与BEM合作。

伊班事工分为：长屋认领事工与城市国

语事工。教区或个别堂会，每月固定前往所

认领的长屋，带领成人聚会及儿童事工等。

全州迄今共认领72间长屋，SIAC的伊班牧

者也一同参与。另外，西马卫理公会三一年

议会（TRAC）也与SIAC合力推行植堂事工

（Church	Planting	 Institute，简称CPI），以培

训长屋敬拜领袖。

内陆长屋伊班居民涌向城市工作与求学

者日增，城市国语事工应运而生。为不与伊班

教会重�，此事工以国语为媒介，也为接触更多

城市的不同原住民族群。目前，国语事工已在

古晋、美里、诗巫和民都鲁成立了12个聚会点，

其中美里的杜当堂（Gereja	Methodist	Tudan）

是纯粹国语的堂会，其余的仍隶属华人教会。

在本南事工方面，小组自2001年起在砂州

北部内陆的Pa’Adang与BEM合作设立本南族

徙殖区，尝试把当地仍过着“半游牧”生活的

本南族聚居起来，教导他们农耕，牧养他们，

也提供孩童学前教育，预备他们入读�府学

校。布道部也差派教育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

负责教育事工。经10年的合作，已打好根基。

Pa’Adang的本南孩童长大后进入�府

中小学。他们天性羞涩，在学校易受欺负，加

上他们特别想家，以致求学生活断断续续，也

容易在市区受不良文化影响。因此，小组与“

生命河音乐团”及BEM老越华人教会，联手

设立“老越关怀中心”（Lawas	Care	Centre）

，透过住宿与整全发展（课业补习、灵性与品

格培训、全人关顾）来培育本南族学童，并于

2014年2月正式开始运作，中心的学童目前约

有20名。

在内陆的Ulu	 Belaga，水坝工程导致好

几间本南族长屋面临水淹的厄境，事不宜

迟，小组在他们迫迁他处前，进入他们当中宣

教。2010年开始差派宣教士（长宣与短宣）前

往Belaga，为另一批本南族人展开教育与主

日学事工。随着长屋居民迁移，内陆情况不明

朗，加上宣教士的不同发展，这事工目前采短

宣队方式固定前往跟进与关顾。

事工的挑战与需要

一般上，许多原住民至今仍有着各类捆

绑如：嗜酒、烟瘾、赌博、与旧有信仰藕断丝

连等，亟需神释放他们得自由。他们好些也面

临婚姻与家庭问题，以及男女关系等试探与

挑战。迁居市区的原住民仍属低收入群体，居

住环境简陋，他们很需要收入稳定的工作。原

住民的父母与青少年也不甚看重教育。再者，

城市中充斥各种试探诱惑，青少年需要圣灵与

教会引导，帮助他们过得胜与圣洁的生活。

砂州原住民亟需教育与知识的提升，更重

要的是灵性的提升，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减少

许多社会问题。

就内陆长屋事工而言，长屋在内陆分布极

广，加上原住民传道人不足、交通不便、经济

不足，无法常按时“赐粮”或有效牧养。长屋

信徒的灵命常处于干涸与停滞不前的状态。

异教来袭，他们难免动摇，甚至妥协。上述的

CPI培训长屋的敬拜领袖，正是协助长屋在传

道人“缺席”之下，仍然可自行举行敬拜聚会。

尽管如此，好些长屋居民对属灵的事缺

乏热忱，对时代危机也欠迫切感，这些都影响

了参与度及果效。在理财方面，原住民信徒要

做金钱好管家并脱离贫穷，还需要长期的教

导与智慧的提升。

牧养市区原住民信徒方面，信徒们在生

活与信仰上的各种问题，往往叫传道人穷于应

付；在个别辅导与整体牧养上失衡，包括没有

充分时间预备讲章。因此，城市国语事工亟需

更多同工来与牧者一同分担。而原住民信徒

还不够成熟，未能成为牧者的同工，华人信徒

对原住民事工有强烈负担的也不多，不太愿意

做国语传道人。

原住民青少年在城市念书，好些仍不太看

重知识与教育，缺乏坚持。有些勉强完成中学

教育，却无法应付大专学业，辍学者不少。因

此，他们很难有更好的出路与就业机会。

国语传道人短缺

无论是长屋事工或市区的国语事工，都

迫切需要更多国语传道人来牧养与造就原住

民信徒。因此，原住民教会与华人教会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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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是“集合东马学生”事工（Gathering	 of	 East	Malaysian	 Students，

简称G.E.M.S.）的一名协调员。这事工于2012年，由吉隆坡SIB教会与沙

巴的SIB联合成立，挑选沙巴同工推展事工，堵住东马基督徒流失的缺口，亡羊补牢。

沙巴信徒的改教

谈到东马近年来发生的改教事�，他透露——“改教”其实在沙巴已有一段历

史，有三个较突出的事�。

首先是1968年穆斯塔法上任沙巴首席部长后，州�府于1972年突袭坦布南、根

地咬与巴帕等地，逮捕了近百名天主教神父。同一期间，沙巴大多数的外国宣教士

都被驱逐出境，包括西里尔家乡Taginambur村的宣教士。同时来自半岛的穆斯林教

师与宗教师大量涌入沙巴，进入各地乡村与学校，包括西里尔的乡村。他们很多都与

当地少女通婚，改变了她们的信仰。穆斯林在当地落地生根，且名正言顺地在那里

继续扩张。

其次是以承诺为饵，诱惑人改教。他曾跟来自兰瑙（Ranau）罗翰村（Kg.	

受访者：西里尔									采访、翻译：伍文康

在会友当中传递需要，并鼓励信徒承接使命。

牧养与培训原住民信徒是一条�长的

路，然而异教的改教攻势却来势凶凶。她深感

教会无法再怠慢，要同心齐力，也呼求神复兴

原住民的教会！

年议会欢迎西马教会短宣队前来，帮助

砂州原住民，惟需要透过适当的管道申请。这

些�侍除了能拉近东西马教会间的距离外，也

让西马教会更了解东马原住民的实际需要。因

着州情多少有些不同，一旦接纳前来本州短

宣，年议会将给短宣队提供汇报，以避免�侍

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或伤害。

	

东马原住民改教与防范

一些异教团体对内陆长屋的攻略，主要

向长屋屋长下手；因为得着屋长的决定，就等

于得着整间长屋居民。这通常是透过利益的

诱惑，软化屋长与居民的立场。他们获得屋长

的首肯后，就直接在长屋附近竖建该教的建

�物，且在学校当中置入他们的宣教老师，给

长屋的儿童灌输另一套宗教知识。

对城市的原住民学生与成人，改教行动

也是透过金钱与各种“善意”的利诱。婚嫁也

是常见的策略。

砂州各宗派教会，近年来都在积极进行

护教行动，在内陆长屋与城市国语教会，透过

巡回式的护教讲座来提升会众的醒觉，知己

知彼，使信徒能站稳立场。同时，年议会所制

定的“七个关键问题”与“揭开面纱”课程也

在华人和原住民教会当中开办，除了帮助学员

更认识对方，也提醒信徒要爱仇敌，透过适当

管道将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

另外，SIAC和BEM也积极建立幼儿园，

鼓励原住民把幼儿送来教会幼儿园。BEM同

时也卯足火力来训练学前教育的老师。年议会

有在经济上支援他们的培训工作，诗巫的卫

理毕理学院（Methodist	 Pilley	 Institute——

为纪念在中国福州�侍的宣教士毕理夫妇而

命名）也已开办学前教育课程，为原住民学员

提供学费的特惠。

对于一些信徒受骗或误导而改教，年议

会及其他宗派都有一个组织或机制、步骤，来

处理类似个案，协助他们回归原有的信仰。

总结

最后，她强调在我国当前局势之下，本地

宣教刻不容缓。她呼吁国内各教会，大力鼓励

信徒拿起本地宣教的火把，因为这是我们的

疆域，原住民是我们的近邻。教会当致力于培

训国语传道人、本地宣教士（长宣与短宣）、

国语青少年工作者、社工、学前教育老师）等

等，建立原住民，使他们成为主的真门徒。

改教与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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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an）的一位朋友谈，得知该村在他祖父的

时代如何改教。村中多是杜顺族人，他们原是

泛灵信仰者。沙巴伊斯兰教理事会（MUIS）曾

派人进村，向村民作出承诺，若改教则能获享

特权与发展。但改教过后，迄今当地仍未有发

展，朋友为此相当恼怒。

第三是约在1975年，�府在推展一项教育

计划，领养来半岛深造的东马优秀生，当中有

基督徒的孩子，他们绝大多数由穆斯林家庭领

养；当时有不少因受诱导而改教。他对此记忆犹

新：“我的家乡几乎所有的高年生都受录取，我的

哥哥也在其中。当中有一些改变信仰，感谢主，

我哥哥未受影响！”哥哥回来告诉他，他必须穿

马来�装，头戴“宋谷”，外表像足穆斯林（虽实

际不是），他不许带圣经进学校，也不许读经。

西里尔在半岛认识一个弟兄，目前是牧

师，他关顾来自沙巴的弟兄姐妹，以免离开信

仰。他证实当时的改教行动并非捏造，是真实

发生的事。

还有一种改教方式是送钱。牧师与平信

徒都定了价码：牧师改教得2万令吉，平信徒

改教得5千令吉。对内地穷乡僻壤的教会，这

笔款项对信徒，甚至牧者都是极大诱惑。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已有不少先例。

他说，当局并没有禁止改教的学生回乡，

而是他们都知道父母会因此而生气失望，因此

多选择不回家。据他所知，某学生改教后，至

今从未回过沙巴。有谁会想到，基督徒家庭最

优秀的孩子竟然一去不复返？不只是人流失，

信仰也没有了。

当地教会知道这种明里暗里的改教行

动，如何应对？

西里尔说，1972年突如其来的逮捕与驱

逐事�，让沙巴教会陷于恐惧中，教会也失去

许多领袖。西里尔认为当时的教会未够成熟

应对突变，但如今教会领袖较有勇气承担与

发声，若非如此，信徒流失可能会更严重。

询及是否曾劝导已改教的弟兄姐妹回

归原有信仰，他坦言那是最难的事。他去年

在沙巴办营会时，从学生中听到许多叫人扎

心的故事。不少学员家庭的父母，一个是基

督徒，另一个却是穆斯林。有一个母亲因婚

嫁而改教，生了两三个孩子后与丈夫离异，

回归基督教。但在回教法下，即使已离婚，

孩子须跟随父亲的信仰。这些困难是改教

者在年轻作决定时，所不知情的。孩子成了

受害者，他们没有信仰自由。

亡羊补牢的护教

因此，他的事工在沙巴与砂拉越，甚至在

西马开展了护教运动，开办护教讲座，已获得众

国语教会的积极响应。他也是护教讲员之一，

讲座主要是为提高国语教会对自身信仰的醒

觉。“我们听了太多类似的故事：信徒根本不�

得回教法是怎么一回事及改教有什么后果。”

他两年前在丹南（Tenom）主持护教讲座

时，有一女子在听。会后她上前来问，如何劝她

的姐妹归回基督教？她家中的弟兄姐妹几乎全

都改教了，以为改教能带来特惠，容易谋取官

职。西里尔鼓励她在信仰上装备自己，做他们的

好见证，不要口出恶言。几个月后，她来电告知，

在西马的一个哥哥全家有意回归基督教。西里

尔极受鼓励，看到护教讲座能结出一些果子。	

“就我个人来说，护教讲座让我有一个管

道，能不厌其烦地�侍东马的弟兄姐妹，解答

他们的信仰问题：什么是三位一体？为什么神

要为我们受苦等等。但我主要还是放眼于下

一代的信徒，不让他们流失。”言谈中他的牧

者心肠显露无遗。

他认为护教运动极重要，同时也是高风

险的事工。因为那是对当局的公然挑战，直接

击中要害。“我们研究对方的教义与过去的传

教手法，然后到各教会办讲座分享。”他说，如

今东马的国语教会对伊斯兰教的醒觉可说大

为提高。很多教会每逢主日或每月一个主日，

会提到一些他们常向基督徒提出的问题，提

高会众的应对能力。

此外，目前也有不少提高基督徒觉醒的非

�府组织，诚属前所未有。其中一个他们与之

密切合作的是	 “婆罗洲关怀”（Borneo	 Care）

，行动党的郭素沁是合作伙伴之一。该组织进

行一些跨宗派的

合作，他说：“虽

然这组织是天主

教背景，但这当

儿，为防止信徒

流失，东马的天

主教与基督教都

肯放下彼此的差

异，携手扶助。”

护教研讨会也在西马的SIB教会进行。

去年在加影的SIB教会办的护教讲座中，他听

一位护士透露，同事极含蓄地诱劝她：“只要

你们两夫妻改教，你与丈夫每人就可拿6千令

吉，你的孩子改教每人可得500令吉。”这事发

生在雪州沙叻新镇。

有的改教是针对信徒的切身需要而下

手。在沙巴的古打毛律（Kota	 Belud），一个

弟兄辛勤工作养家仍入不敷出。有人向他“献

议”：只要他改教，并且背着父母每天祷告五

次，马上每月就有2千令吉。

西里尔在沙巴根地咬（Keningau）主持的

营会中，一位女营员问他如何协助改教的朋友

回归；经他提供引导后，她致电改教者，问她

改教缘由。对方回答：“可兰经也有讲耶稣。”

祂回覆：“圣经和可兰经所讲述的耶稣并不一

样。还有，耶稣是神，这是没有其他宗教可给

你的。你现在有得救的确据吗？”几天后，她收

到短讯：“谢谢你的一番话。我如何可回归基

督教？”这些，都是这事工所结出的好果子。

西里尔四处奔波，如新约的保罗一般，坚

固各教会。愿神重用他，也保护他的脚步，也

藉他激发更多东马人参与这有特殊意义的事

工。

西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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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我们的弟兄      看哪！我们的弟兄

受访者：黄世成弟兄（Eddie	Wong）						采访、整理：谢韵诗

1900年，一位清朝基督徒——

黄乃裳，发起福州移民，召

聚了一千多人南来砂拉越垦荒——一个大

江大海、树木茂盛，还有大蟒蛇的热带雨

林。	其中，大部分是基督徒。到了拉让江，

他们上岸后，第一�事情就是在河边举行

了一个祈祷会。黄乃裳为贫苦乡民寻找出

路，在拉让江的诗巫盆地，建立垦殖场，在

中国华侨史上是首开先例。

“诗巫的福州族群繁衍至今。”黄世成弟兄说。黄世成弟兄（48岁）

，是富盛有限公司（Fortson	Developer	Sdn.Bhd.）的营运经理。黄弟

兄于东马诗巫，一个福州人居多的城市长大，高中毕业迁居到吉隆坡升

学、成家立业。

黄世成弟兄说，“我是自小学就接触福音。1912年，美国人戴察理

上帝没有忘记他们

宣教士到诗巫开荒，撒下福音种子，开办教会

（现在的‘榕南堂’卫理公会和榕南小学）”

。“榕南堂”至今已有一百年历史了。福音之

路，并不遥远，愿意踏出宣教步伐，就是一个

起点。

黄世成弟兄说，“都会宣教是原住民教会

当前的异象，因新生代原住民迁移市区日益增

加，稳固基督徒原住民的信仰根基，是刻不容

缓的。	”

半晌，他一脸惋惜地说，“以往宣教士远

渡重洋，翻山越岭到一栋栋的长屋，栽种福

音种子，原住民信奉福音，乃是一整栋长屋，

或整一个家庭，这是多么喜悦的事！然而，原

住民对《圣经》缺乏认识，并没有把信仰生活

化。如今，原住民来到吉隆坡升学、就业，没

有信仰根基而迷失，继而放弃基督信仰，甚至

与异族通婚。	也有的是因权力、钱财和利益，

连灵魂也变卖了。	”

夹缝中的原住民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人口调查，马来西亚

总人口约30,000,000，原住民占人口11%。	

马来西亚基督徒仅占9%，而基督徒在东马比

率较高，砂拉越约42%，沙巴31%。

因原住民乃马来西亚“最早族群”，或称

作长子（Anak	 Sulung），黄世成弟兄对此族

群的福音事工甚有负担，十分热心。他说，“

原住民信徒，是教会必须关注和牧养的一群，

以免他们流失。多年来，他们经历不公平的对

待，丧失宝贵的土地、历史文化⋯⋯然而，他

们是单纯、与世无争的一群。教会看到神动

工。神动工的原因，我深信是基于基督徒对神

的信靠、忠心。	”

沐恩堂位于文良港，她前身为“卫理公

会教会东马团契”，教会分开中文堂和伊班

文两堂崇拜。2012年，教会开始筹备“原住

民事工小组”（Borneo	 Methodist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BMCF），�侍移居西马城

市的伊班族群。Pastor	 Jalin（伊班籍牧者），

负责原住民信仰栽培，有固定的崇拜聚会、祷

告和灵修生活，在信仰道路上一起成长。

黄世成弟兄说：“他们都是教育水平较

高的�府公务员，如兵士、警察、老师、护士

及学院生。”他接着又说，“位于文良港的士

兵集中营，大约有3千名来自东马的原住民

黄世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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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來 話 短	 文：黃慶杰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本堂崇拜

几点开始？”

这个问题，并非传道人故意在台上诘问迟

到的会众，让大家注目迟到者，令他们难堪；

而是希望借此传讲正确的崇拜心态。

“星期天早上九点⋯⋯”这是部份会众的

标准答案，然而，其余大部份却保持沉默；可

能对这问题感到疑惑，因传道人不可能不知

道崇拜开始的时间。那他到底葫芦里卖什么

药？既有疑惑，选择不答则不会答错，这是一

般人的保守心态。

“弟兄姐妹们，崇拜从你在家准备时就

已经开始了。”噢，原来，这才是谜底。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传道人的意

思是，从你开始准备要去崇拜的那一刻起，你

已经开始崇拜了。因知要去朝见神，你或刷牙

洗澡，选衣，拿起《圣经》，准备好奉献的金

钱，把工作或功课暂放一边，关上手机或调至

静音（抱歉，若手机还属震动模式，表示你还

为其他人事物留余地），甚至选鞋，也包括在

家祷告後出发。这一切为崇拜所作的举动，显

示一个人对崇拜的态度，也会影响那人崇拜

的“素质”。所谓的“素质”，并非指教堂的软

硬�设备有多好，或讲员多有讲道恩赐，而是

指一个人是否“准备好去朝见上帝”。

这也包括到了教会，是否毕恭毕敬进入

教堂，安静等候神。我承认，遇到人会打招

呼，寒暄一番，这在所难免，否则实在太不近

人情，还会令人误会你高傲、自以为高高在上

的“法利赛人”。所以，传道人说：“崇拜领会/

主席一上台，别说‘现在崇拜正式开始’，因崇

拜其实已经开始。”

崇拜的那颗心，也包括唱诗及祷告时的专

心，并不纯粹只是唱唱歌或等“阿们”而已。

否则，就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犯了十诫。

还有，常在家事分享或讲道后，更常在圣

餐进行时出现的状况是——教堂顿时热闹无

比。就算是讨论事工，亦不适合在崇拜尚未结

束时进行。上帝要的是我们全心敬拜祂，不是“

顺便”处理教会事工，以便“支持”教会运作。

崇拜，就是单单尊崇敬拜上帝，别让任何

人事物导致我们分心。因此，个人并不鼓励用

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圣经》，因那诱惑实在太

多、也太大。试想，当你打开手机，要“滑开”

《圣经》时，看见有几个未读的信息，你会不

分心吗？

崇拜已经开始，
	 		尚未结束
崇拜已经开始，
	 		尚未结束�役；在霹雳洲，一所教育大学（University	

Pendidikan	 Sultan	 Idris）设有伊班语课程。	

单单在吉隆坡和新山这两个大城市，就有有

约4万名东马原住民居住。让我看见一个现

况，就是东马原住民不断涌向西马的‘大迁

徙’	。”

种种因由，黄世成弟兄认为，教会需要积

极向原住民宣教，努力栽培原住民的信仰根

基，教导他们持守真理之余，还得关怀他们在

小区生活的困难。

哪里有砂拉越“干盘面”，那里就有伊班

人聚集。对于离乡的他们来说，“干盘面”不

单单只是一种食材，更是他们家乡的味道和

思念。小贩中心和学院是接触伊班人，向他们

传福音或提供基本神学培训的管道。

“教会不是将原住民看为宣教‘目标’，

而是宣教	‘对象’。”他说。

原住民事工挑战重重

教会牧养原住民，面对语言沟通的困难。

原住民使用自己的母语——伊班语文，不能

说流利的马来语和英语。原住民母语没有书

写文字，没有以伊班语文书写的基督教书籍，

更没有任何《圣经》书卷翻译成伊班语文。研

究、出版原住民基督信仰、教育相关论述的书

籍十分重要。

近年来，原住民已成为伊斯兰的传教目

标。伊斯兰事务局还开始在他们的传教运动

与原住民事务局（JHEOA）紧密合作。东马原

住民村子离学校路途遥远，可能7岁的小孩也

得寄宿校内，孩子们便有意无意间吸收或接

纳异教思想。

原住民事工范畴属于基层宣教，无论在人

力、物力、经费的需求皆很庞大。	他们生活简

单，经济落后，教会力量十分微弱，要自养自

足，仍是遥远之事。福音事工主要建立原住民

对基督信仰的立场，提供他们发展的方向，推

动自治的意识⋯⋯纵然如此，培训原住民领

袖，以便他们能继续向自己的族群传福音，乃

是当务之急。

上帝没有忘记原住民，福音穿越茂密的森

林和崎岖地势，传到更深更远的原住民村落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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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地址│	 40,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若有任何疑问，请亲临或来电询问，	电话03-92864046（文桥书房Lily姐妹），	

或美芳姐妹（012-3131351）

感谢神！30多年来，文桥蒙众教会

与弟兄姐妹的支持，一直走到今

天。

文桥书房开始营业至今，数年来蒙主恩

典，书种不断增加，原有空间不敷应用；近日

重新装修，扩充门市营业；并定于本年度6月

至8月期间，推出折价优惠，以回馈大家的支

持。

2015年6-8月优惠细则如下：

1.	 凡购买海外进口书籍，不论多少，一律享

有30%折扣。（特价书与个别出版社除

外）。

2.	 文桥传播中心出版的丛书，优惠折扣由

10%-50%不等。

3.	 凡购买RM200以上者，除30%折扣外，可

另得一本赠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送完为止）

4.	 凡于此期间购买RM500以上者，将获得

一张30%折扣优惠卡（为期一年）及赠

品。

文桥书房的书种包含以下出版社：
●	 改革宗出版社
●	 加尔文出版社
●	 天恩出版社
●	 真生命出版社
●	 华神出版社
●	 更新出版社
●	 麦种出版社
●	 证主出版社
●	 校园出版社
●	 道声出版社
●	 中国学园传道会
●	 橄榄出版社
●	 华宣出版社
●	 雅歌出版社
●	 基督使者協会
●	 中国主日学协会
●	 天道出版社（25%折扣）
●	 P&R（英文）出版社（50%折扣）
●	 其他

欢迎光临选购。

特价优惠！文桥书房
扩充门市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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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菲生气了》越读越有看头。从颜色变化

的细腻布局到言简意赅的文字内涵，再

加上象征意味深远的造型，使得这本绘本在每一次朗读

之后，都让我颇有所感，在讲故事给人听之余，却是留

给自己更多的思考空间！

不管大人小孩，我们都可能遭遇类似菲菲所经历

的，从喜到怒，眼看就要一发不可收——

“当菲菲玩得正高兴时⋯⋯”文字编排在左页上中部，

凸显菲菲的快乐心情。省略号表示菲菲还很想继续玩下

去，可是接下来的一句“她的姐姐一把抓住了大猩猩⋯⋯”

这“一把抓住”——单单四个字就把姐姐横蛮的举

止生动地刻画出来！姐姐完全忽视菲菲的快乐心情，她还

理直气壮地想：该我玩了！（姐姐的嘴是闭住的）菲菲当然

繪 本 賞 析	 文：陳仰芬

说不行！要命的是妈妈竟然还加上一句“行，菲

菲，是该她玩了。”

画家没画妈妈，似乎暗示妈妈不在现场，

也极可能妈妈在附近忙着做家务，听到骚乱

声，就凭着她局限的认知作出判断！妈妈没看

到姐姐行使“暴力”，就认为菲菲已经玩了一

段时间，“照理”是该姐姐玩了。

对于菲菲，她正玩得开心，“照情”是姐

姐必须考虑妹妹的意犹未尽，应该在态度和

礼貌上给她一些温暖，体谅地对她说：“菲菲，

你再玩一会儿，就让我玩好吗？”“菲菲，我

们一起玩大猩猩，好吗？”。姐姐没有同理心，

不顾及菲菲的感受，妈妈又不明就理，菲菲生

气了，画中出现两个大大的齿状字母“NO!”。

诚如〈箴言〉30：33所言：“摇牛奶必成

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

端。”图中显示菲菲和姐姐一个抢猩猩的脚，

一个抓猩猩的头，互不相让！当然咯，“姐姐

用力夺走了大猩猩⋯⋯”文字编排在右页右

上角，显露姐姐占了上风，“菲菲跌倒在卡车

上。”编排在右页右下角，刚好是菲菲跌倒双

手扒住的前方，文字、图画巧妙融合。“当菲

菲玩得正高兴时⋯⋯”和“菲菲跌倒在卡车

上。”一上一下对比式的文字编排，很清�地

告诉我们菲菲心情的天渊之别。

以上所述，共用了四组变化有纹有路的

连环式人物动态来表达（在两幅跨页里），极

具电影镜头的感染力！而大猩猩的毛发也被画

家刻意画成许多尖锐的三角形，还涂上黄边，

提醒我们，大猩猩就是冲突的根源！现场唯一

的“目击者”三色猫，也是毛发竖立，加强了冲

突的紧张气氛，不过猫毛的边沿用的是紫色，

刻意让猫的张力远次于大猩猩！

接下来的四张跨页都集中描绘菲菲那

股渐烧渐猛的怒火，而且文图并茂。一开始

是一张发怒的脸孔（哼！），跟着拳挥踢脚

（smash！），然后开喉咆哮（roar！），最后是

全身心的地动山摇（explode！）画面上的中英

字体对通�中英语的读者来说，真是惊心动

魄，一声强过一声，最后雷霆万钧，震耳欲聋，

效果特强！

这四张跨页顺序地逐步增强幻象的成

分，例如：上扬的辫子，形同巨人的火红影

子，大张喉咙喷出巨型火焰来烧毁物�，最

后菲菲和地板双双如要爆炸的火山！这种夸

大的画风在红黄橙色的推波助澜下，深深扣

住我们的目光，也大大增强我们感性的浓稠

度——火山真的要爆发了吗？

这个危机突然来个急转弯。“砰！她跑出

了门！”这是全书里最精彩的一句！好有力量

的“砰”！好有决心的“砰”！菲菲虽然非常非

常生气，但她决意不和姐姐争猩猩。〈诗篇〉37

：8这样提醒我们——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如果菲菲不离开，

她肯定会和姐姐纠缠，甚至厮打互咬起来。

菲菲离开让她生气的人和地，是明智的

决定。至于她心中的不平，又如何得到解决

呢？且留下期分解！

《菲菲生气了—

非常、非常的生气》
                             

                （上篇）

http://www.hydcd.com/cy/htm2/lt9874.htm
http://www.hydcd.com/cy/htm5/ze61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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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有人质疑你，认为你的宣教不

够“道成肉身”，尤其当人看见你

的居所并非家徒四壁，你的衣衫并不褴褛，你

吃的不是稀粥淡饭的时候。

确实，宣教历史中有许多为主甘于贫穷的

宣教士；还有如中世纪修道主义盛行时期，修

士一无所有地活在人群中，他们赤贫过活，每

晚睡在干草堆上。贫穷，叫他们更深体会耶稣

的降卑，并且效法耶稣去触摸群体中的贫穷心

灵。几乎赤贫的修士，却都使人富足。我认为，

这是“道成肉身”最优秀的榜样。只是我尝试反

省，是否必须只拥有一�外衣、一根�子、两条

裤子，蹲在地上吃饭，才能道成肉身？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把

这“同等”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成为人，

和我们一样。祂不受人的服侍，甘心服侍人（

可10：45）；且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

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耶稣如此一级

一级地降低自己，从最高处下降，到人群中，

到人群中最下层的奴仆，以奴仆的卑微，服事

和触摸每一个困苦流离的心灵；祂本来圣洁，

却刻意为我们降格，与罪人终日混在一起，每

天祂闻着罪人焕发的恶心气味；祂本来公义，

却为了爱而放弃祂合理申辩的权利，最后，祂

宣 教 路 上	 文：CK

惨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祂下降到最黑暗的地

底下。

耶稣的不断向下，正好与世界不断向上的

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这正是祂的道成肉身最颠

覆的体现。世界没有人能如祂，当人们追求最

卓越、最优秀、最高尚的所在时，耶稣却卑微，

祂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祂的声

音。(马太福音12:19)。每一次思想耶稣的道成

肉身，都深深触动我，耶稣竟然为了爱我，而放

下祂本有的，而我有时还亏欠祂对我的屈身。

道成肉身的意义——为了爱，放下本有

的。在一次的旅程中，意外认识不少那个地区

的宣教士；他们正是为了爱，舍下他们家乡的

舒适生活，前来这里。从陌生慢慢熟悉，他们

要常常走到市场去学习语言，要找机会认识他

们服事的群体，他们甚至要像那里的人，和他

们吃一样的东西。

但那次，当几位宣教士一起聚集时，我们

在一间由宣教士经营的英式餐厅，吃着美味的

泡芙和芝士蛋糕，混杂着英语的言谈，要是从

表面看，难免被人误解这班宣教士不“道成肉

身”了。这餐厅与周围的商店格格不入，如果

我站在店面拍张照给你，你会以为我去了欧

洲哪个小镇的餐厅。当然，我不�得为何这宣

教士要在这里，开一间格格不入的餐厅，何况

我坐了一个晚上，就只有我们这些“自己人”。

那天已经是周末了，按理应该是客人频密的时

段，如今却冷清清。我会质疑，这餐厅究竟具

有什么道成肉身的意义？

与宣教士谈了一晚，我大致可以归纳这个

地区宣教士的生活模式——周一至周五，他

们尝试活在所服事的群体中，周末就回到自己

的圈里透透气，彼此鼓励。平日他们很努力地

说当地语言，与当地人相处，周末就回到自己

的圈里，不管言语和神态都十分西方。讽刺的

是，有位宣教士并非源于西方，周末回到“圈”

里，却比平日更“道成肉身”——更能融入

这“西式”的圈子，过于在宣教对象的环境。

本来，有一个“自己的圈”，对于置身陌

生环境的宣教士，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可是，

这圈也带来�性的试探，叫我们不知不觉淡

化了“放下本有的”原则。曾经，我到访这个

地区，也居住在这一个舒适的小区，这小区住

了许多宣教士。一出门，我就感到很亲切；不

是夸张的，从眼神我就可以辨认出哪些是“自

己人”。于是，这小区逐渐构成了一种非本地

文化，他们说着不熟练的当地语言，有时穿着

人字拖鞋随意散步⋯⋯他们在小区经营咖啡

店、新加坡美食店、欧洲有机食品店等等。要

是旅游，我会很喜欢这小区的特色；可是，这

特色竟然是宣教士建设的——不是说要“道

成肉身”吗？怎么建构了“特色”？

在质疑别人之余，我必须反省自己。我不

需要刻意变得贫穷，蹲在地上吃饭，穿得破烂

就叫道成肉身。但，要是我住得太舒适，与当

地人格格不入，就构成道成肉身的障碍。曾经

有人这样评断某些宣教士，指出他们带着自己

家乡的消费水平在贫困的宣教地区生活；也有

某些宣教士刻意选择到日本、迪拜、香港等富

裕城市去宣教⋯⋯我不认为这些城市就不需

要宣教，只是，富裕必然是道成肉身的阻力。

或许毋庸纠结宣教士的生活方式——有

些宣教士住豪宅，有些则住平民房，我们不能

因此就说住豪宅的不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不

在于外在策略或表达方式，那是从内心培养

和融入的。我永远都不能像耶稣那样——全

然作奴仆的形象。这形象不是外在的，在原文

里，比较倾向“本质”，耶稣整个人不用刻意，

也无需装饰，祂的心思意念和语言，自然得就

是一位奴仆，当穷人遇见祂、当心灵破碎的

人、妓女、被人遗弃的麻风病患者、身体残缺

的人、被鬼附的人⋯⋯耶稣使他们感到亲切，

并且可以亲近。当有权势的、自以为义的、有

钱的、有知识的遇见耶稣，耶稣却使他们反思

自己，归回本质，不看外在。唯有内心贫穷，才

能体会道成肉身的精粹。

我要谨慎自己是否与当地人格格不入，我

也要留意周末宣教士圈里的试探，我更要提防

不知不觉建构了非本土文化的陷阱。可是，谈何

容易？我们不是耶稣，怎么可以全然放下本有

的文化和习惯，去做当地人，还要本质上与当地

人一样？不过，基督的道成肉身给我的启发和

泉源远远超越宣教的应用。即使不宣教，放下

本有的——这原是每一位称为基督门徒必须

接受的操练。当我放下那个执着的自己，承认

深处的软弱，我就遇见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然后，我逐渐领悟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

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腓立比书4:12

）或是卑贱，或者丰富，我都时刻警醒自己，任

何时刻，都要意识自己不过是贫穷。这个贫穷

成为我内心重要的标记，这样，不管我住在豪

宅或住平民房，我都无需扮演角色，无需刻意

变得贫穷。倘若我心灵贫穷，我就甘于在所�

事的人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同时，我也变得真

实，即使我未能说得像当地人一样的语言，也

没有穿得像他们一样，他们都能视我与他们一

样，我相信那是因为我的内里“贫穷”。

25文橋156 雙月刊｜

道成肉身
  放下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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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越害怕吗？我很想证明给妈妈看，我所选

的男人不会差！虽然现在他各方面条�不如我，

但毕业后就可以找到工作并存钱了啊！当然，这

也只是我的想法，无法保证未来他可以办到。

我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我无法忘记家

人说的话⋯⋯有我这个女儿是不大光荣的事。至

今，这句话仍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难以忘怀。

我曾和家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因我文凭班

毕业後不想继续念学士。他们就问：“不读书，

要干什么？难道是要嫁人吗？”他们害怕我会单

身，但又说倘若结婚，也会被老公骗财骗色，然

后抛弃。我真的不明白，这和我是否继续求学有

何关系？他们认定我就是无法找到一个好男人。

无论如何，我就是非常不开心。对啊！我就

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很难找到可以完全接

受我的人，但我相信现在的男友是可以接纳的。

其实，我对婚姻充满恐惧，因着家人的话，

我更害怕了。男友常和我谈起结婚的事，我都会

说若没有经济能力养活自己，就别想要结婚了。

这样的话，应该很伤人吧？我一直要求男朋友可

以变得更强，可以让我可以依靠他，同时也证明

给我家人知道我的男友是可以的！

但是，因着小时候的某些遭遇，男朋友也患

上了忧郁症。我觉得我们都有性格上的缺陷。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

希望你专业的意见可以打开我的心结。

谢谢。

�如

辅导员，
你好，我是�如，今年21岁。我和男友在

一起有几年了。我已经完成学业，工作了一段时

间。男友还在求学，一年后就毕业。我们可算是

远距离的恋爱吧！

我有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如果无法解开，我

觉得我们以后是不会有幸福的。我认为问题的

源头是我非常在意家人所说的话。他们常说怕

我被骗财骗色，就算结婚了也会被老公抛弃。

因此，我对男朋友非常没有信心，也对他特别严

厉。其实，他对我很好，也非常有耐心。我常想，

我是因为

�如：

平安。

看来家人对你说过的话，造成了伤害，导

致你对自己、爱情、未来失去信心。

家人常说怕你被人骗财骗色，怕将来被

老公抛弃，让你对婚姻失去信心。我想家人的

用意是出于担心，深怕你受骗，但却用了不太

恰当的方式表达。倘若这�事情让你觉得难

过，建议你以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向家人表达

你的感受和想法，让他们知道这些话让你感

到不舒�。

人总是容易记得负面的感受和事�，当家

人曾说有你这个女儿不是很光荣的事情时，你

就一直耿耿于怀，无法忘记。但，我猜想，他

们是无意要伤害你的，同时也是爱你的。至少

在求学这�事上，就看得出家人是在乎你的，

他们希望你可以继续升学，让自己往后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只是偶尔

有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一些难听的话，

他们自有不是，而你也是可以学习不把伤害性

的言语牢记心中。

由于身体的缺陷，家人好像不太支持你

们的恋情，让你对婚姻失去信心。倘若因家人

的看法，而把大期望放在男友身上，这对你们

的关系恐怕会有不好的影响；男友可能会反

感，也可能会有极大的压力。加上你说的，他

相当忧郁，这些负面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关系的

破裂。你如真的爱他，就得珍惜他！既然可以

在一起长达几年，想必男友是爱你的，也愿意

包容你的所有，包括身体的缺陷。

其实，要找到一位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伴

侣是不容易的，希望你多以积极正面的想法

做法来看事处事，不要因着心中的恐惧而一

味地伤害对方。建议你让家人有机会多认识

你的男友，让家人了解他的行事为人与处事态

度，希望这可使他们放下成见，接纳他。

虽然男友因小时候的遭遇而患上忧郁

症，只要愿意接受治疗，是有可能痊愈的。鼓

励男友及早诊断，寻求治疗吧！

你的担心是对的，两个不开心的人在一

起，的确不大可能会有幸福的婚姻，所以，两

人都需要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努力改变消极

的想法与观念，方能营造更好的未来。

祝福你，有智慧、有能力以应对各样大小

事�。	

文桥辅导室		

輔 導 	 文：恩樂（文橋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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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文：恩樂（文橋輔導室）

无法忘记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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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儿未满三岁，俗称“两岁半的小霸王”。虽然说话发音不准，但

已经会说出简单的句子了。她最常说的两个字就是“我要！我要！”

以及“不行！不行！”充分表达她对所有的事物的好奇心和占有欲。

当她发现有人意图接近她的妈妈时，会一手紧紧地抱住我，另一只手把那

个“外侵”者推开。然后哭着说：“我要妈妈！哥哥不行！”蛮横霸道地把妈妈占

为己有。哥哥一脸愤愤不平，因为本来专属他一人的妈妈，现在成了只能远观而

不能靠近。这是每天都会上演的争宠戏码，镜头特写小女儿一副梨花带泪，�

�可怜；大儿子囧着一张哭脸，又愤又忌。我则成了夹心人，左右动弹不得。

专家说两岁半的幼儿，自我认知是很狭窄的，父母是宇宙，而他们是宇宙的

中心。专家也说两岁半的孩子就是固执、蛮横、不听话的代名词。	然后专家给了

许多的建议。我回头望一望儿子，盼望九岁的儿子能与我并肩作战，一起面对这

两岁半的小霸王。

可是专家又说九岁的孩子，将面对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的内在危机，他们更

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存在。他们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体，他们

会失去安全感，会陷入愤怒、恐惧的情绪里，然后出现更多挑衅的行为及挑战

父母权�的语言行为⋯⋯

面对家里的两岁与九岁的两难之间，我只能发出无助的“啊！”的感叹词。

因为小的道理说不通，一味卖萌耍赖；大的道理说通了，可是满肚子委屈。我看

親 子 園 地	 文：莉姗

了一堆专家说的话，想要知道如何同时周

旋在两个敏感时期的孩子之间，又能全身

而退。道理说得很简单，却是知易行难啊！

我自职场退下，当了全职的家庭主妇后，

每一天的生活主题，除了两个小孩“你争我夺

妈妈”的戏码以外，张罗他们的三餐饮食、检

查功课作业之余，还要陪伴玩乐；然后还要

完成一天的“主妇家庭作业”——待洗的肮

脏碗碟、要烫要摺的衣物、要扫要抹的垃圾

灰尘⋯⋯

渐渐地，我发现我喜乐不起来。在两个孩

子的“夺取”当中，有着万般的无奈。对孩子

的耐心一天比一天低，责备孩子的音量分贝一

天比一天高。我的灵修与祷告逐渐出现空洞，

常常对孩子说出不造就的恶语。

先生察觉到我的不对劲，替我感到担忧。

在一次清晨祷告里，先生把他的担忧及想法

告诉我。我觉得无奈之余，更多的是无法对上

帝交差的羞愧感。

经过一番思量，我决定了让自己的心灵好

好放个假。我告诉儿子：“妈妈要放假了！”儿

子听了一脸错愕，他说：“妈妈不是没有假期的

吗？你放假了谁照顾我们呢？”我不禁莞尔，“

君行，妈妈的假期和你的假期是不一样的。

妈妈每一天要放一个小时的假。在妈妈放假

的那一个小时里，妈妈会做自己喜欢的事，你

就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咯，知道吗？”“那

妹妹怎么办？她一定是‘不行不行’的说。”“

妈妈会安抚妹妹睡午觉过后才放假的呀！”

儿子继续替我幻想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突

发事情，“妈妈，如果你放假的那个小时，我想

问你功课呢？”“妈妈，我可以在那个一小时

里和你说话吗？”“妈妈，那一个小时里，你会

做些什么事情？”

我想了想——那么珍贵的一小时的“time	

off”，应该要做些什么？我说：“妈妈或许会

喝个下午茶，然后读经祷告。也许妈妈什么

也不做，和妹妹一起睡个午觉也说不定。”儿

子听后大笑：“哦，我知道了，这是充电！”

是的，孩子，妈妈需要在忙碌的一天里，

找个空间和时间好好地“放假”与“充电”。

这样，妈妈可以缓一口气，转一转心态，才不

至把心力浪费在负面的循环里，结果如〈传道

书〉所说的：“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

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

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妈妈要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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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宣研讨会——同来关心神的选民”
主办｜	 西马华福中心（耶和华以勒影视中心承办、

	 八打灵播道会中文堂协办）

日期｜	 2015年10月27至28日

地点｜	 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

主旨｜	 从圣经的角度以及实际的犹宣经验分享，

	 唤醒马来西亚信徒关心犹宣，

	 并具体地回应犹宣的福音使命。	

主题讲员｜以色列福音差会总干事施定邦牧师

	 			（Rev	Joseph	Steinberg）、陈紫兰宣教士

工作坊讲员｜杨钟禄牧师、陈业宏博士

	

联络｜	 电话／传真：+603	5121	7085，

	 电邮：admin_jms@cccowestmy.org	

费用｜	 RM60	 （您可以采用支票、转账或电汇的方式	 	

	 					 报名，银行户头细节如下）	

支票抬头		｜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OF	WORLD	EVANGELISM	

	 									HSBC	Bank	A/C	302-119326-001	

海外电汇｜	TT	Swift	Code	－	HBMBMYKL,

地址	｜	17-23,	Jalan	Sultan,	4620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mailto:admin_jms@cccowest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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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采访、整理：谢韵诗

“任它是如何恣意、执着的情感，终究还是不能与

幸福画上等号。走到最后，彻底明白了神心疼

我，不喜悦我一次又一次的情感创伤！”厉真妮传道说道。

近年来，在激情与时尚潮流之间回荡，“同性”话题不止息地

燃烧。笔者以越洋视像采访的方式，与台湾的厉真妮传道有一段

真情交流。

53岁的厉真妮传道，前同性恋者，现为“台湾走出埃及辅导

协会”秘书长及前任“出埃及东亚区”首届主席。1996年开始展开

关心同性恋族群的行动，2003年成立“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

事工，关怀、陪伴同性恋挣扎者、性别困扰者、同性性成瘾者、情

感依赖者，以及他们的家属。

缺席的父母

厉传道家住台湾的高雄。青少年时，父亲是船员，经年累月不

在家，母亲则忙着做生意。她与哥哥、姐姐的年龄稍有差距，虽

然，同住一屋檐下，平日大家总是各自忙碌，鲜少交谈，一路成长，

被家人忽略，她感觉十分孤单。就这样，原本梳着两条辫子、穿着

迷你裙、嘻嘻��的小女孩，开始在大家的记

忆中消失。

“可能是山东人的缘故吧！我的高度是

178公分。家人、朋友总说我是大块头。小时

候，爷爷航海回来，一定从香港带回几套漂

亮裙子给我，长大后，去买新衣�，兴高采烈

拿着漂亮的衣裙进试衣室，却总是穿不上，最

后，只能一��地挂回架上，失望透了，自此，

不再想穿裙子⋯⋯可是，在欧美，我可是标准

身材呢！”她笑笑地说着。

年少的厉传道，旁人眼中的她，身型高

大，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中性打扮；背后看上

去，似个不折不扣的“壮汉”，可是，他们却看

不见，她的内心竟是如此细腻、柔美。

情窦初开

年幼时的厉真妮传道，曾遭受性侵害。她

说，同性恋其中原因有些是自我形象低落、曾

被性侵、缺乏家人的爱，特别是父母亲、性启

蒙过早、接触情色文化⋯⋯等等。每个人的状

况不同，自己不一定理得清，需透过辅导了解

其问题的根源。

厉真妮传道第一次尝到的苦果，是在15

岁那年。当时的她，分不清这份情感，是爱

情，还是友情？这位女生是国中篮球队的一位

学姊，她与她的感情很要好，天南地北什么都

可谈。一年后，厉传道回到老家，心里却一直

思念这位学姊，想起一张张与她的留影⋯⋯她

不断写信给学姊。然而，学姊并不知道厉真妮

对她那种特殊的感情。

“我当然不敢对学姊诉说倾慕，于是耗尽

时间和精力追逐学姊的影子；一直寻找类似学

姊气质的女孩。寻寻觅觅的结果，当一段感情

逝去后，尽管暂时满足了肉体的快感，精神上

的安慰却也悬空；恋情总是没能持续太久。”

厉真妮传道无奈地说，“学姊的影子，挥

之不去。而真正的问题是，与同性交往，往往

双方不断地付出，却越是索求无度，加上无数

的冲突，自己快要窒息了，我试图在收拾残局

中努力修补关系，却还是‘收拾不完’，分分合

合的感情，一颗

心就像玻璃碎了

又碎！”

她说：“我

就像着了魔一

样，被困住、被

锁住，一直往谷

底坠落。我长期

失眠，甚至迷失

自己，想过要结 厉真妮传道

蕾丝裙下的秘密！
访前同性恋者厉真妮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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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生命。我常感觉自己就像身处在阴冷湿暗角

落，太阳不会为我而升；过着的是�藏到底，

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压力令我喘不过气。”

她老是觉得身上灰灰蒙蒙的，感觉自己很

肮脏，罪咎感和混乱吞噬着心灵。然而当寂寞

孤单来到，便淹没了她内心⋯⋯她几乎崩溃了。

丰盛救恩临到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

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

10:10－11）

21岁，她接触了基督信仰。每个星期天，

到台北�信会怀恩堂崇拜，参与教会团契和小

组。但她仍然在信仰和同性恋生活之间挣扎，

像一个不断在跟自己拉锯的两面人，痛苦万分。

《圣经》记着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

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

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

给他们⋯⋯（〈创世记〉1:26-28）

这段经文重击厉真妮的脑袋——“违反

神创造的自然律”，不断地在厉真妮的脑子里

盘旋着。

她说，神不祝福同性关系，基督徒蒙召要

过圣洁的生活，就当以此为标准。已婚者的圣

洁在于对异性伴侣忠诚，单身者的圣洁则于忠

诚地洁身自守。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

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哥

林多前书〉11:12）

“圣经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

人。只有主耶稣，能彻底医治我破碎的心灵。

我向神认罪，一直以来，我糟蹋生命，没有好

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任意放纵情欲。然而，神

有一更美丽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基督信仰是唯一出路

她接着说，“摆脱这样的生活，改变自己的

秘诀是——依靠神、抓住神，不断地依靠神，软

弱、跌倒之后，再依靠神！我必需承认，改变的�

�长路，是一个过程，常常起起伏伏、上上下下，

可是，我选择了神，祂是我唯一的依靠，心灵的

满足，我不能再依赖爱上同性的感觉过日子。”

静默一会儿，她低声说，“并不一定要展开

一段异性恋，才叫做改变，也不需要以结婚生

子证明自己已经改变。只要能在同性中活出释

放、自由，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真正的改变。”

设计系毕业的厉真妮传道，是一位艺术

爱好者。26岁的她决定走上事奉的道路，30

岁，她毕业于“台湾�信会神学院”。

“神学毕业前，当我向神寻求毕业后服事

的方向时，神向我显明──同性恋族群。既然

已经清�是出自神的选召，我就义无反顾。”

关怀、陪伴同性恋者，是条不容易的道路，因

为基本上，那不是同性恋的问题，而是同性

恋“根源”的问题。

那些还找不到回家的路的人，需要神，衪

的爱是全然、是永恒的，也永远愿意等待！

心 靈 點 滴	 文：恩

当你遇见同性恋朋友，或爱滋病患

者，你会怎么做？

2013年6月，我参加了由文桥举办的“性

解放洪流中持守基督教性倫理——當代護教

課程”。坐在教堂的长凳上，连续听了好几堂

来自香港的关启文博士，分享关于当今性解放

洪流挑战的回应与剖析；在这些伦理、历史、

反思和哲学批判中，最让我深深感动的，是一

位来自台湾的原住民弟兄的分享。

这位韩森弟兄出生于台湾一个充满着原

始气息的部落。妈妈是个勇敢而坚强的女性，

父亲则是个内向害羞、拥有温柔气质的男人。

韩森到城市上学所遭遇到的文化、语言和经

济差异，加上因为自身较中性偏柔的气质，让

他在成长期中面对了不少的心理困扰。及后当

发现自己有喜欢同性的倾向后，他便不由自主

地循着内在驱动，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与一

份亲密的关系。

在没有情感基础下，第一次的性探索，就让

他感染了世纪之症。顷刻间，他的世界堕入无底

深渊。社会的歧视和偏见，更加把他推向边缘。

但这时幸好有爱他的家人，一直在旁不离不弃。

他们的爱虽然无法解决他对生命、疾病及身为

同性恋向天提出的质疑，但却是他复原的起步。

后来韩森仍然回到同志圈子里，大力推动

爱滋防止及教育工作，接着也参与同志平权

运动。同一时间，也有牧师看见韩森需要被爱

的内心，而邀请他到教会。尽管爱滋病和同性

恋在教会里是重大课题，但韩森却没有感到

被排斥或被定罪。牧师常鼓励他真正面对神，

因为人会软弱，但神不会。教会一个同性恋基

督徒也对他说，即使改变不了性倾向，他也可

以选择不一样的新生活。

在“神”和“同性恋身份”的张力之间，韩

森最终选择了神，而放下了自己的性倾向。他

提起这段过去，想起自己走过来的力量，乃是

神在他最黑暗的时候，对他内心说过的一句

话：虽然没有人爱你，但我永远爱你。

“与其期待得医治的神迹，不如让神来改

变你的生命，这是更大的神迹。”韩森分享到这

里的时候，已经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台下的

我们，更是深深感受到他内心那份即使是过去

多年，仍然深烙着当初被神的爱摸着的悸动。

韩森现在是一位传道，积极帮助许多正

在寻求协助的同性恋者。他正以他自己的经

历，走过的路，靠着神的力量来帮助那些和他

有相似经历的群体。

恩典，需要有真理为基础。而真理，也需

要有恩典的包容。在韩森身上，我看见了神化

腐朽为神奇、改变生命的大能。神的爱，在恩

典与真理中，丰丰富富地显在人中间。

韩森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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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點 滴	 文：麗華

这是

一个鼓吹消费的世

代。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样样需

要钱，眼花缭乱的行销技巧及诱人的优惠折

扣，从不同的管道不断催逼人购买他们的产

品。这一代的收入虽然远远超出上一代所赚

取的，却似乎永远都追不上支出。消费带动了

整个经济发展，但人也因此活在永远不满足

且压力的状态中。我们应该如何从鼓吹消费

文化的“世界”中逃脱出来？

我想首要的意念就是选择过简朴生活。

市面上有很多心灵书籍提倡生活应该回归简

单，所谓简单就是幸福。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

概念，因为圣经老早就已经记载了。

不久前

读了一本好

书——《简朴生

活真谛》（Freedom	

of	 Simplicity）。作者从旧约及

新约探讨内在的简朴及外在的简朴，我真是

受益良多。书中有这么一段话：“现代人面临

更多诱惑，如：更多金钱、更多享受、更优越

的生活，这些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令我们

离圣经所呼吁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远。当我们

专注于猎取时，奉献就成了难事；当我们专注

于钱财时，心灵与诚实的敬拜就不复存在；当

我们专注于自我时，节制、怜悯和爱就尽成空

谈。”阿门吗？

过简朴生活不是一�易事，毕竟它与人类

贪婪的天性相冲。但是简朴生活的反面——繁

琐复杂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物

质优渥，但心灵却像个无底坑，怎么填都无法

享有真正的富足。耶稣在世的日子就是简朴

生活的典范。简朴生活应该成为基督徒追求

及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有圣经根据的。

简朴生活关乎知足。保罗在〈提摩太前

书〉6章8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们这时代的衣食远远超过了保罗在那个时

代所说的衣食，但是我们知足吗？现代人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足。A羡慕B有车子，B羡

慕C有马赛地，C羡慕D有跑车，D羡慕E有私

人游艇。每个人都以为只要我能像某某人那

样，就一定会知足快乐；却不知自己所羡慕的

那个某某人也不知足，他也正在羡慕另一个某

某人。

有一个人在逛街逛了一整天后，非常兴奋

地回家。兴奋不是因为他大包小包地买了很多

东西，而是他发现，原来自己需要的东西是那

么少；他经历到自由与释放，因为他不受物质

的捆绑。知足的人不觉得自己缺乏，而贪婪者

即使买了整个商场的产品也不觉得富足。

知足的人，会不会因为对生活没有什么

追求，而变得平庸懒散，甚至一事无成呢？不

会，你看知足的保罗。保罗的生命充满热情、

目标及使命感。一个在主里知足的人，会将生

命的焦点从自我满足转移到满足他人。因为

他知足，不觉缺乏，所以总是有多出的时间及

金钱，�侍他人。

不知大家是否听过“自愿守贫”这个观

念？那就是以你现今在社会中的的身份、地

位、财力，你绝对有资格及能力，或“应该”住

更大的房子，开更豪华的汽车、穿更高级的名

牌，但你却选择不这么做。

最近我就听闻一位弟兄所做的美事。原

来他有大房子，却不自己享用，选择租出去；

他的车已超过10年车龄也不换新车；不是舍

不得用钱，只是舍不得把钱用在自己身上。他

也不是守财奴，而是将累积的财富非常“舍

得”地奉献给有需要的人。或许有人认为他

很愚蠢——懂得赚钱却不懂得享受人生。但

我却认为这位弟兄一点也不愚蠢，他非常有智

慧，因为他懂得将财宝积存在天上。

〈哥林多前书〉8章9节说：“祂本来富

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是自愿守贫的典范，

万有都是祂的，祂却选择贫穷，为要得着我

们，我们是否也自愿守贫，为要得着他人呢？

〈约翰一书〉2章15-17节所记载的，对

我们更是当头棒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

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

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

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简朴生活
的自由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文桥）

诚聘
发行部技术支援同工	(Technical	Support)

以下为职责所需技能：

	 1.		 Excel函数技巧

	 2.		 Excel	Macro/VBA技巧

	 3.		 对MSQL数据库有基本认识

	 4.	 善于沟通、应对。	

欢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前来应征，同心配

搭侍奉。有意应征者，请来电03-92864046

（绍远弟兄)，	安排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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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方法

1. 贊助至少200令吉，多多益善（少過200令吉則不送書），即可成為叢書贊助人。
2. 我們將把今年所出版的叢書贈送給贊助人，分數次寄上，視出版相隔時間而定。

   您的奉獻，不僅可以茁壯大馬基�教出版聖工，更可以使信徒得造就、
    人群得幫助、福音被廣傳！歡迎教會、團契、個人參與這永恆的投資。

■支票抬頭請寫：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請填妥以下表格，連同支票，匯寄至：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或直接存入銀行戶口：RHB Bank 2-14174-1000995-8 		若款項已直接匯入戶口，請把收据（可複印）連同表格傳真或寄來。
電話：03-92864046　 傳真：03-92864063	 			電郵：admin@bridge.org.my			 網址：www.bridge.org.my

2015年文橋叢書配套讚助人表格請用端正字体填上中、英文姓名（勿僅填上洋名及姓氏）及地址，謝謝！

姓名（中）：　　　　　　　　　　　　（英）：　　　　　　　　　　　　　　　　　　　　　　　	 性別：□男 □女

身份證號碼：　　　　　　　　　　　　　 地址：　　　　　　　　　　　　　　　　　　　　　　　　　　　　　　　　　　

　　　　　　　　　　　　　　　　　　　　　　　　　　　　　所屬教會：　　　　　　　　　　　　　　　　　　　

email：　　　　　　　　　　電話：　　　　　　　手提電話（須填上）：　　　　　　　　　　　　　　　　

奉獻數額：RM　　　　　　　　　　　　  匯票／支票號碼：　　　　　　　　　 贊助者編號：　　　　　　　　　　　

傳播中心有限公司

　　敬致：牧師 / 傳道 / 教會 / 團契 / 夫婦  / 弟兄 / 姐妹

							感謝您多年來贊助文橋叢書的出版。2015年我們將出版11本不同種类的書籍，
贊助費只需200令吉。祈望您依然支持我們，讓這些文字成為祝福的管道。

主內 黃子　敬上

2015年1月20日

            11本文橋叢書，只需RM200
8本屬靈、輔導書籍+3本�彩圖畫書（書名與作者暫定，或有更改）

2015年
  征求文橋

叢書配套贊助人

會計部│收據號碼：　　　　　　　　　　　　日期：　　　　　　　　　

1.  爱在天地震动时   Ü  李志坤 著

2.  基督教世界观与21世纪的挑战  Ü  关启文 著

3.  千言万语 从何写起  Ü  晨砚 著

4.  教会团契生活 Ü  邱和平 著

5.  突破辅导书籍   Ü   

6.  寂寞 Online Ü  谢韵诗 著

7.  图解精神健康  Ü 张力智 著

8.  湧動温泉   Ü 溫財達 著

三本童书

9.   跟着做猩猩    Ü梁婷婷 著

10.  阿妙  Ü  张慧珉 著

11.  兔爸爸不见了！ Ü 李婉莹 著

2015年叢書

姓名（中）： 	 □牧师　□传道　□师母　□弟兄　□姐妹
（英）： 　职业：
身份证号码： 	 年龄： 	 性别：□男　□女
地址：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邮： 	 支票／汇票号码：
所属教会：

联络电话：03-92864046	财凤姐妹　传真：03-92864063　电邮：admin@bridge.org.my

地址：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支票／汇票抬头：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存入银行户头：Maybank	0140-3922-2178
	 请把收据（可复印）连同报名表格传真，或电邮，或邮寄至文桥

主办：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文桥网站：bridge.org.my		

8月21－22日 周五、周六
地点：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 宗教教育所	No.1,	Lorong	Hang	Jebat,	50150,	Kuala	Lumpur
收费：RM90	讲义	＋	茶点	＊膳宿自理

21日		 	9am	报到		 	10am	开幕：黄子		 	10:30am	茶点		 	11am	黄满兴会督《圣公会西马教区》		
	11:30am	黄正雄传道《大马福音堂》	 	12pm	午休（自费）	 	2pm	王祖祥牧师《大马中文神召会》
	2:30pm	简永裕牧师《西马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3pm	茶点		 	3:30pm	莫子亮长老《大马基督教长老会》
	4pm	蒋祥平牧师《美里福音堂》	 	4:30pm	许宇明讲师《马来西亚�信教会》	 	5pm	休息（晚餐自费）

	7:30pm	黄满兴会督《公开讲座：风云骤变——大马教会的坚持与应对》地点：吉隆坡福音堂

22日		8am	灵修：杨钟禄牧师		 	8:30pm	敬拜赞美		 	8:45am	曾立德会督《马来西亚基督教巴色会》
	9:15am	黄孟礼弟兄《砂拉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9:45am	茶点		
	10:15am	叶泉清会督《马来西亚信义会》	 	10:45am	李金葆牧师《全备福音堂》
	11:15am	闭幕：杨钟禄牧师		 	12:15pm	再见

第四屆大馬中文教會歷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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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在所写的第一卷教牧书信

中，将教会定义为“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今日

到教会的人，未必是要寻找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他们最关心的，可能是：教会受欢迎的

程度、音乐的风格或每周的活动项目。寻找

教会时，以忠于圣经教义为首选的人，越来

越稀少。

然而，至少从新约作者的角度来看，检

验教会的最终标准是：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吗？这教会是否十分熟悉圣经的福

音真理？是否高举上帝的道，在所有敬拜及

活动中以上帝的道为首要？在这混乱及虚妄

的世界，这教会是否不惜代价捍卫真理，毫

不妥协地传扬？是否呼吁会众要认识上帝的

道，为了忠实遵行上帝的道？

教会的任务
在每个世代，教会最关键的任务，是要

原原本本地照着主所交付的，高举并传扬真

理；是要殷勤预备教会的孩子们，继续在未

来的世代，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之传承者。

上帝呼吁每个世代的教会，要“为一次交付

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3）。

当我们的儿女接续我们成为信仰的护卫者，

他们对自

奉獻表格
《文橋》雙月刊今期送出10560份，每份約RM2.50；《青春路》月刊每月送出

22800份，每份約RM1.30。這兩份雜誌，長期使多人受益，若您也曾從中受惠，盼

能多多為我們禱告，記念我們的需要。

我願意奉獻：RM___________予

□文橋雙月刊　□青春路　□經常費　□輔導事工　□網路事工　□同工薪金

現金＿＿＿＿＿＿＿支票／匯票號碼＿＿＿＿＿＿＿＿＿＿＿＿＿＿＿＿＿＿＿＿_

奉獻請寄至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40,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 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電郵：admin@bridge.org.my  網址：www.bridge.org.my
或直接存入寫作團契于馬來亞銀行之帳戶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A/c No. 014039-222178（MAYBANK,  JALAN SULTAN BRANCH, KUALA LUMPUR）

奉獻者請提供完整的中、英文姓名，地址及存款單据，以便將收據寄上。

姓名（中）：_____________（稱謂：　　　）　宗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　性別：□男 □女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號碼（須填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索閱表格
教會訂戶務請蓋章

本刊免費贈閱（務請填妥以上資料，否則無法處理，謝謝！）

□文橋數量：______本（新訂戶需填寫）

□更改地址（編號：________________）

□更改數量（編號：________________）

□為親友訂閱（只限一期，若收閱者欲繼續收閱，必須自己登記。）

□停訂
凡欲更改地址、更改數量或停訂，請把舊“地址標簽”標貼于此，否則無法辦理更改手續。

標簽

奉獻／索閱 時 事 分 享	 文：水明

身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爱心非

常重要。甚至有人认为，没有

爱心，就不是真基督徒了。

	那，什么是“爱心”呢？通常我们都会

联想到种种的好行为，对吧？比如：奉献、

探访、�事、关心人、帮助人、照顾人等

等⋯⋯虽说没有爱心的基督徒，可能不是真

基督徒。可是⋯⋯过于强调“行为”，也可

能会陷入另一种危机——假冒为善。

没错，爱心固然会带出好行为；可是，

真正的爱心更是强调内在的。如果我们的好

行为不是发自内心、不是甘心乐意，那么，

循规蹈矩的好行为便是一种伪善。在《圣

经》中，假冒为善最显著的例子，当然是“

法利赛人”了。他们固然谨守各种律法，行

出合乎圣经的行为，却未必发自内心，而是

墨守成规或遵守传统而已。所以，他们所谓

的好行为，是很没弹性、很死板的。

	耶稣说过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行为 ●   爱心 ●   信心
参〈路加福音〉10：30-37），很明显是在

讽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众人所尊敬的“

利未人”和“祭司”，遇到了真正需要帮助

的伤者，却可能因着守规条或因为没有“现

场观众”，不顾而去。这里头，有爱心的人

不是在圣殿里�事的利未人或祭司，反而是

众犹太人所厌恶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

要强调的爱心，不单单是看在人眼里的行为

而已，更是强调我们的内心。	

耶稣指出，“在人面前有好行为的，不

一定有信心”（参〈马太福音〉6：1-8）

；但若有信心，就必有好行为（参〈马太福

音〉7：16-23；〈雅各书〉2：14-26）。

因为“好行为”无法生出信心与爱心，而信

与爱却必生出“好行为”；“因信称义”更

是我们信仰基础中的基础，因为一切都是从

信心开始。

	永恒的价值不在乎你做些什么，乃在乎

你为什么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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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说：人死有轻如鸿毛，重如泰

山；也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又谓：今人种树后人凉⋯⋯可见古人重视人生

的价值意义，以及对后人的贡献。

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很少人会去思考：

目前我所做的，对于今人或后代有什么意义和

价值？我目前所付出的，100年后对世界有什

么影响？若我们如此想，那人生将会有不同的

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环顾那些环保分子、社会

工作者或宗教奉献者，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

生活态度；他们所奉献的每一份力量，都能影

响未来世界。

1851年，在英国有一位19岁的青年人戴

德生，看到遥远的东方有个大国，人民生活贫

困，心灵空虚无依靠，不认识宇宙造物主。于

是他立志修读医科，要带着基督的爱到遥远

的大国行医济世。

戴德生的想法让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为了

训练自己适应贫苦环境，在读医时立志过简

朴生活，在生活经费上不依赖人，只仰赖神，

借此操练自己的信心。他每天只吃白面包和开

水，在忙碌的课业和实习间，仍安排时间到医

务所兼职赚取生活费。他在兼职期间感染了

猩红热症病毒，在当时是无药可医的疾病。医

生宣布：“回去准备后事吧！你已经是个死人

了！”

戴德生对神有坚定的信心。他说：“我还

没去中国�侍，是不会死的。”几个星期之后，

当他拖着软弱的身躯出现在医生面前时，让医

生吓了一跳——他居然还活着！

中国内陆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消息频

传，戴德生内心焦急。还未修毕医科就决定启

程到中国�侍。航程中，船只屡遇大风浪，甚

至几乎触礁，戴德生凭着祷告和对神的信心，

终于抵达中国。当时在南京条约下，仅许可外

国人在五个规定的城市出入（广州、厦门、上

海、�波、福州）。

后来戴德生察觉中国内陆市镇有更多贫

困、未听闻福音的华人，1865年，他不顾安

危，执意成立“中国内地会”，把基督的爱带

到中国内陆市镇。他在内陆刻苦�侍期间，太

太和四个孩子相继去世。他没有因此却步，仍

继续到不同市镇宣扬基督的爱，帮助有需要

的华人。他呼吁近千有同样心志的宣教士，到

中国乡镇办学，消除文盲及缠脚陋习；扶贫、

赈灾、开办诊疗所引入西医技术、打击鸦片

等，帮助华人消除东亚病夫的耻辱。

他与华人同住在贫困乡镇，穿中国�装，

用筷子吃饭，把华人的灵魂当成心肝宝贝。在

义和团之乱时，逾百宣教士为主殉道。戴德生

在中国�侍50年，疾病缠身。1905年离世前，

仍不舍弃中国，孩子把他带回中国，在长沙安

息主怀，埋葬在太太和四个早夭的孩子旁边。

戴德生为中国人所付出的爱和代价有什

么价值呢？可能有人说他“戆居”，为中国人舍

命，自己什么都没得着。1900年在中国殉道的

毕翰道宣教士说：“时移世易，一百年后，我们

会怎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

我可以衷诚地说，因为得着侍奉主基督的机

会，我每天倍觉感恩；并且深信这是度过此生

最踏实和睿智的方式”。

1950年内地会被迫撤离中国，神呼召宣

教士继续关心海外离乡背井的华人。1951年

内地会宣教士来到马来亚，继续祝福本地华

裔；宣教士逐家布道，以福音车巡回各新村，

开办医疗诊所，设立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班；于

廿年间建立逾廿间华人新村教会。如今这些

教会有些已加入宗派，茁壮成长，福泽万民。

此外，内地会也与其他宗派合作。在南马

和中马一代，与长老会及卫理公会配搭；在北

马霹雳则与圣公会配搭，带领许多人认识基督。

除了植堂，内地会也注重圣经培训和文字

工作；在1961年开办万挠基督徒训练中心，积

极为新村教会培训福音工人。万挠基督徒训

练中心在1972年关闭，由马来西亚基督徒训练

中心承继异象。后来当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简称马圣）在1977年成立时，训练中心的学生

和原有师资就并入马圣，继续祝福本地教会。

在文宣工作上，内地会宣教士协助读经会

（Scripture	 Union）办圣经函授课程，并协助

义稼书局（Evangel	 Book	 Centre）初期的发

展。从1961年到1972年，内地会的陈美玲教师

（Sadie	 Custer）到各大宗派教会巡回教导圣

经，推广基督教教育，造就信徒。还有金爱德

姑娘开办学生查经班。同时期也有宣教士开

拓淡米尔文福音工作，祝福邻舍。

婆罗州福音宣道会（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s,	 简称BEM）在东马建立了许多SIB

教会。内地会（1965年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宣教士协助他们拓展福音事工。1978年，沙巴

使团同工与BEM合并，继续为SIB教会提供所

需要的培训和支持。今天，仍有使团的宣教士

继续在+东马SIB所属的马来西亚福音神学院

任教。

2015年是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150周

年。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众宣教士于150

年前为华人所付出的，已祝福千万中国人和马

来西亚的华人。许多华人生活获得改善，生命

蜕变，价值观提升，有能力面对接踵而来的挑

战和苦难。

你又如何衡量你的生命呢？150年后你所

做的，能带给后人什么影响呢？

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
150周年纪念庆典

日期与地点：

1.	 2/5/15——淡马鲁福音堂（已过）

2.	 14-16/8/15——Plaza	Hotel，KL		

3.	 2-3/10/15——美里福音堂，Sarawak

4.	 27-29/11/15——KL	Eastin	Hotel	（英语

）

诚邀众教会出席，共沐主恩（详情请联络

03-42574263）

特 篙 	 文：陸世嬌

150年后的价值   



43文橋158 雙月刊｜

編 後 話 	 錦燕（bridgelky@yahoo.com.tw）

在马来西亚，对各族历史有很多

争拗，但也有大家难以否认的事

实——原住民是最早定居在马来西亚这土地

上的族群，虽然他们并未得到“主人”的地位

和权益。

小时候，常听大人称他们为“sakai”，

言谈间透露出“他们是最没地位的族群”。

后来，有中学老师教诲我们，不可再用这字

眼，因为那是一个贬义的，让原住民感到侮

辱的字眼，且涉及一段黑暗血腥的历史。原

来“sakai”的意思是“奴隶”或“附属（于主

人）”⋯⋯

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在18、19世纪，这

些一向靠河流与森林资源过活，与世无争的

居民，竟被不把他们看为“人”的奴隶贩子强

掳，当商品卖给强权者做奴隶；甚至有些村落

的男人惨遭屠杀，只留下容易驯�的女人与孩

子。他们这一段惨痛历史，至今已不闻提起，

就如它不曾发生过。

原住民不太会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

为了避开侵略者的逼害，他们只得不断迁移

到更深的森林里去。这种退让的态度一直“遗

传”至今。正面的说法是单纯知足、与世无争；

负面的说法则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他们

当中有些是不断迁徙，寻找可居之地，继续过

着千百年如是的单纯生活；有些则渐渐融入“

文明社会”，受教育，穿上T恤牛仔裤，过现代

化生活。但不管是选择那一种生活，他们都是

处于弱势，是被�胁与压迫的族群。他们的

土地、家园仍不断被侵占、被“发展”，让位于

高速公路、水坝、机场、高尔夫球场、渡假村

等现代化设施。他们都只能一让再让，一迁再

迁。

感恩的是，外来者未必都是侵略者；来

自外国的宣教士也看到了他们，帮助他们，向

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一长屋一长屋、一村一

村地归主，因此在我国，原住民基督徒的比率

相当高。时至今日，国内教会也有能力伸出援

手，在各层面协助、扶持他们，更在法律诉讼

上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

今天，人们不断把“人权”范围推向极限，

把形形色色、包罗万有的诉求，都纳入了“人

权”范畴。而这些原住民——我们的弟兄，他

们才是最弱势、最缺乏基本人权的群体；他们

在生活上、信仰上，都一直经历考验和挑战。

过去，多是英语教会在帮助他们；但近年来，

华文教会也渐多参与。祈求这醒觉与感动会不

断燃烧、蔓延。愿我们宣教的视野，不只向着

国外，也向着国内——我们弱势的弟兄！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理事名单
（2014-2015年）：

主席	 ：杨钟禄牧师

副主席	 ：陈业宏教授

财政	 ：林志明弟兄

文书	 ：莫子亮长老

理事	 ：胡秀英老师

				 	 	蔡华平牧师

				 	 	李婉莹姐妹

				 	 	黄福溪弟兄

	 	 	彭绍远弟兄

候补理事：		黎美容姐妹，余志平弟兄

扩张福音文字的帐幕之地 2015年文字讲习营 报名表格
姓名（中）： 	 □牧师　□传道　□师母　□弟兄　□姐妹

（英）： 　职业：

身份证号码： 	 年龄： 	 性别：□男　□女

地址：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邮： 	 支票／汇票号码：

所属教会：

4日	 	8am	报到		 	9am	黄子《文章里的堆砖砌瓦》		 	10:30am	茶点		 	10:45am	刘海莲《记叙6要素，轻松作文章》		
	12:15pm	午餐		 	2pm	刘海莲《人要衣装，文要上妆—修辞手法，成文之美》		 	3:30pm	小休			
	3.45pm	小组交流：加强联系、互相支援		 	8pm	马华基督教文学薪火奖颁奖仪式

5日	 	9am	晨砚《千言万语，从何写起》		 	10:30am	茶点		 	10:45am	黄子《专业与深度的写作》
	12:15pm	午餐		 	2pm	晨砚《文章赏析》		 	3:30pm	平安散会

地点：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 宗教教育所 No.1, Lorong Hang Jebat, 50150, Kuala Lumpur
收费：RM150 讲义 + 茶点＊膳宿自理 截止日期：7月31日

讲员：黄子 文桥传播中心总干事  刘海莲 自由写作人  晨砚 文桥传播中心文字部主任 
*报名者鼓励在8月1日之前电邮1000字以内文章至晨砚 yuoong@gmail.com 供赏析之用，不强制。

联络电话：03-92864046	财凤姐妹　传真：03-92864063　电邮：admin@bridge.org.my

地址：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支票／汇票抬头：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存入银行户头：Maybank	0140-3922-2178
请把收据（可复印）连同报名表格传真，或电邮，或邮寄至文桥

主办：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文桥网站：bridge.org.my		

扩张福音文字
的帐幕之地

主旨：兴起作者，造就读者

2015年
福音文字事工盛事：

马华基督教
文学薪火奖
颁奖仪式
日期：9月4日	8pm-9:30pm
地点：吉隆坡福音堂

No.3,	Lorong	Hang	Jebat,	
50150,	Kuala	Lumpur

主讲：杨百合老师
评述：张文光律师 2015年文字讲习营

9月4－5日 周五、周六



联络电话：03-92864046	财凤姐妹　传真：03-92864063　电邮：admin@bridge.org.my
地址：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u支票／汇票抬头：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u存入银行户头：Maybank	0140-3922-2178

u请把收据（可复印）连同报名表格传真，或电邮，或邮寄至文桥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主办

文桥网站：bridge.org.my

2015年
福音文字事工盛事：

马华基督教
文学薪火奖
颁奖仪式
日期：9月4日	8pm-9:30pm
地点：吉隆坡福音堂

No.3,	Lorong	Hang	Jebat,	
50150,	Kuala	Lumpur

主讲：杨百合老师
评述：张文光律师

扩张福音文字
的帐幕之地

主旨：兴起作者，造就读者

2015年文字讲习营

4-5／9／2015 周五、周六
地点：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 宗教教育所　收费：RM150 讲义	+	茶点＊膳宿自理 截止日期：7月31日

No.1,	Lorong	Hang	Jebat,	50150,	Kuala	Lumpur

黄子 文桥传播中心总干事
讲题：《文章里的堆砖砌瓦》

《专业与深度的写作》

刘海莲 自由写作人
讲题：《记叙6要素，轻松作文章》

《人要衣装，文要上妆—修辞手法，成文之
美》     

晨砚 文桥传播中心文字部主任
讲题：《千言万语，从何写起》

《文章赏析》 
*报名者鼓励在8月1日之前电邮1000字以内文章
至晨砚	yuoong@gmail.com	供赏析之用，不强制。

讲员

讲员

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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