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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何关？

在一场小学生的性教育讲座
中，有个小男孩突然勇敢地举起手，
皱着眉问了这么个问题：“老师，你为
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变态的东西？”语
毕，全场哄然大笑。我微笑地转向男
孩，说:“那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以错
误且有色的眼光看待‘性’，所以今天
我们是需要重新导正过往错误的观念。”
学校里常有学生拿“性”开玩笑，
比一些“有色意涵”的动作，我都认为
此风不可长。
生理与心理的成长是每个人的必经
过程。有人在这过程中因少了认识而不
知所措、徒增烦恼，甚至行差踏错、自
毁前途。
所以啊，健康地认识自己的生理与
心理发展是必要的。

日

前，有读者特别要求《青春路》来
一期“性教育”，我赞同。近年来
常受邀到不同的学校给性教育讲座，总觉得这
我是需要的。“性”不等于“羞耻”，应以正
确的心态待之。
“性”对青春期的孩子是既神秘又好奇。
许多单位、机构、教会也透过不同的讲座、营
会努力推动中小学的性教育工作，目的是希望
青春期的孩子，在这过程中得到正确的教导。
年轻人对性仿佛迷团，总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途
径来了解相关知识，满足内心里的好奇。这都
很正常，但这中间却很可能会走弯路，甚至在
意识上犯罪。许多人说这都是很难避免的，而
我却认为，我们是可以尽可能把“弯路”减到
最低……

文：婷婷

羞羞学堂
上课了！

什么是性教育？
许多学生一听到性教育，
就想按嘴笑。听到性教育
似乎就会直接联想到性行为。
其实性教育涵盖的是：
① 对自身生理情况的了解
② 与异性交往的方式
③ 正确的两性交往价值观
④ 两性的相处与尊重
性教育不能够自己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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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杰

“喂，明天是学校运动会
补假，我一个人留在家，你要来
我家吗？上次我不是问你知不知道
什么是‘打手枪’？你说不知道。
那是我表哥问我的问题，我说不知
道，他听了就露出一脸奇怪的笑容，只
说我还没有长大，弄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
头脑。之后我就问你嘛，谁知道你也是说不
知道。现在我可有答案了，嘻嘻，而且还有很
多‘附加品’呢！怎样？明天要不要来啊？”
小胖

“真的？你是上网找的吧？那是什么啦？瞧你讲得神
神祕祕的，好像是什么新奇的东西......”
许多青少年人在这半成熟的人生过程中，对性起了极大的好奇。同侪间
相互谈论或分享相关的资讯，我常说，这有一定的危险成分存在。当我
们想透过网络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往往搜寻出来的未必是正确的性教
育，反而可能是被扭曲的错误性观念，甚至让人不知觉沉迷于色情网
站。所以，真想对性教育进一步认识与了解，我会建议透过正确的管
道，如相关的性教育书籍、讲座，又或者由师长讲述。总而言之，性教

好书介绍

育不宜随意自我摸索。

*详情翻阅封底

《打开心窗谈性爱》
袁凤珠 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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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停看走》
庄双华、陈玉双 著

《第一次只有一次！》
黄嘉仪 著

简单来说，青春期的意思是“小孩变成大人”的时
期，英文称为“puberty”。而每一个男孩和女孩都

什么是
青春期？

必须经历这场转变，然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
每个人的青春期都有自己的时间，你的总部，即大
脑下垂体会在适当的时机发号施令，让身体分泌种
种的贺尔蒙，令身体产生变化。

什么是第一性征？什么又是第二性征？
第1
性征

人生来就有的，先天形成的男女性器官的差异，称为第一性征。
举个例子，一个小婴儿出生，你如何知道他是男婴还是女婴？我们不
会看到女婴头发就是长长的，男婴头发就是短短的，从外在脸型等一
样无法分辨他是男婴或女婴，但我们却会从他与生俱来的生殖器官，
分辨出他到底是男婴或是女婴了。这就是第一性征。

第2
性征

人到了青春期以后，男女在身体形态、生理功能、内分泌、心
理、智力、行为等方面发生突变，最为明显的是生殖系统迅速
发育，是性成熟阶段，是决定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

主要表现在......

男
女

阴毛、腋毛、胡须、变声、喉结、
遗精出现等方面。
阴毛、腋毛、体态、乳房发育、
月经初潮出现等方面。

你知道吗？
女性发育的时间往往会比男性早1－2年。
而我们都要学习尊重别人不同的身体变化，
同时接纳自己的身体变化哦！
切记，拿这来开他人玩笑是很要不得的行为啊！
DEC 2019 The You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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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小常识：
踏进青春期，脑下垂体会增加生长激素的分泌，
使身体产生变化，而这些都是生理正常发育的表现。

① 胸部渐渐隆起

② 什么是月经？

女孩的乳房发育一般是乳头开始长大，
年龄大约在9－10岁。10－11岁时乳腺增
生，形成乳核，摸上去有一个结节或小硬
块，压之疼痛。12－13岁时乳腺管与皮下脂
肪日趋增加，乳房渐渐隆起并富有弹性，乳
晕和乳头的颜色变深。乳房的生长发育主要
受生殖内分泌轴系多种激素的影响，如脑垂
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泌乳素，卵巢分泌的
雌激素和孕激素；此外还需要肾上腺和甲状
腺分泌的激素、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等的作
用，乳房的发育才能充分、完善。

月经是女性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子
宫内膜周期性出血——形成月经。月经首
次来潮称为月经初潮。

如果上述器官、腺体、激素水平的功能
和调节发生障碍，就会影响乳房的发育，乳
房发生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整个
第二性征的表现之一。女孩都十分关心乳房
的发育，有的为发育太早而烦恼，有的为发
育太晚而焦虑。女孩的乳房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育，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女孩才8、9
岁乳房就开始发育了，而有的女孩要到16岁
或更晚才开始发育。多数女孩大约在9―14岁
乳房开始发育。

卵巢激素控制子宫内膜的变化，为了
接收受精卵，内膜增厚、血管增生；如没
接收，子宫内膜脱落，伴有出血。子宫内
膜的周期性变化就是月经周期。

月经常识
月经是因人而异的，
有人月经每月都很固定；
有人初经只来一点点；
有的人月经週期有时长，有时短；
有人高中才来月经，有人小学就来；
月经来时一点感觉都没有；
月经来时肚子会觉得涨涨的；
月经来时有人会感觉有点忧郁。

月经期间得注意的卫生健康
① 卫生绵要常更换。
② 注意外阴部的清洁。
③ 用过的卫生绵必需包好才扔。此外，也要将残留在马
桶周围的经血清理干浄才离开。
④ 月经期间得尽可避免冷饮。
⑤ 避免剧烈运动 。
⑥ 月经期间应保持心情舒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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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女生在月经来临的数天会觉得头痛，
腹痛疲倦，情绪不安，这等现象也是挺常
见的。但有一些关于月经的传说却是不符
合事实的，如：①月经是不洁的，是可怕
的。②月经流失的血液会使女性身体越加
虚弱，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哦！

基督徒

可以自慰吗？
许多人常问我这个问题：“基督徒可
以自慰吗？”“自慰是犯罪吗？”“自慰
会带来罪恶感，怎么办？”
说实的，我在《圣经》里头并没有看
到“自慰”两个字，而自慰问题却往往困
扰许多人。无可否认，上帝造人的时候也将
性的功能与需求放在其中，但上帝同时也要
我们学习节制。毕竟一旦沉迷于性，亦是会
带来许多的大麻烦。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在自
慰的时候会有罪恶感？因内心始终受良心谴
责，感到不平安。曾有人这么问：“如果主
再来的时候见到你正有这行为，你是否会有
羞愧感？”

③ 什么是梦遗？
梦遗是指在男生在睡梦中排出过量精子的
情况，由于性器官趋向成熟，睾丸会不断
制造精子，同时前列腺和痉挛等腺体分泌
也会增多，在睡梦中转动身体受到棉被压
力等，性器官在刺激下就会将精子排泄出
来。这是正常的性生理现象。梦遗对身体
并不会有害，因此也不必感到罪恶感，更
不需要怪责自己，只需要学习妥善的善后
整理就好。

④ 什么是自慰？
自慰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性胀满、宣
泄性能量，满足自己对性的要求，并从性
方面获得快感。俗称手淫、打手枪、打飞
机等。

我们并非不体恤正常人有这样肉体、
性欲的需要，但我们却是可以有所节制，
不放纵，不给魔鬼留地步——求主帮助我
们可以靠着祂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而得胜！
真正没办法的时候，也相信主会了解，同
时也会赦免。
我常会建议少年人在有性的冲动时可以
尽量离开封闭的空间，洗个冷水澡，又或是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哥林多前书〉6章12节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
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哥林多前书〉8章9节

所以啊，对于“基督徒可不可以手
淫”这课题，我想我们的确可以把焦点放
在学习“节制”“不受辖制”等正面的功
课，而非“可不可以”方面啊！
DEC 2019 The You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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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迷思：

基督认徒
为性

SEX

！
爱
≠
喜欢

都
进入青春期的男女少年，开始
？
吗
的
对异性发生浓厚的兴趣属正常发
好
是不
展，女生往往充满幻想与梦，男生

其实，性本身并没有错，但性却被邪
情私欲所歪曲了，而性欲也因而扭曲变形
了——我们都应该有正确的性态度。
许多人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性
是污秽肮脏，不能启口的。在学校讲 “性
教育”时，更常会引来“骚动”，学生有
的捂着嘴暗笑，有的觉得难以入耳，也有
的说这是“变态的”。一谈及性，过半数
的人都不具备健康或正确的心态。其实，
性也可以是一本正经的事，之所以扭捏作
态，则是因为不了解的缘故啊！基督徒
并非“抗拒”性，也没有认为性就是不好
的，因为，性也是上帝赐予人类的。

也会把话题围绕在女生身上。而我
常说，男生女生做朋友没问题，但
一定要有正确的尺度与界线！有
的中学校规，男女谈恋爱还可能会
被校方记过，而很多学生就无法理
解：这什么年代啊，还这么专制？
师长都是从博物馆走出来的吗？其
实，很多时候，看似令人费解的
“限制”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

基督教强调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也不
能有婚外性行为，其主要原因为“性”是
上帝赐给夫妻在婚姻里的礼物，而所有婚
姻以外的性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性关系
只能发生在夫妻关系当中，要知道，这样
的关系是上帝所创造、所命定的，而婚姻
中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增进夫妻间的亲
密感，传宗接代，满足性需求，享受乐趣
等。

护”我们。

尊重上帝规范的性关系，就是忠于这样
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享受性，同时也为
此感谢上帝。基督徒得懂得分辨，一些世俗
对性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基督教《圣经》的
教导。

被赞美，甚至是被追求的渴望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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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加上流
行的情爱影片（如现在的韩剧等
等），爱情歌曲的动人词曲，小
说漫画的诱导，年轻男女更易受
影响，内心产生被爱、被认可、
需要。但是不是因这缘故，我们
就应该随意进入恋爱关系呢？

恋爱？
谈
要
调
仍是强 毕业之前都不
们
我
为什么
在中学
② 的确可能影响学业，
学生仍应以学业为主
一摩多骑士走进一间头盔专卖店，边看边
① 思想行为往往
问：“老板，来顶头盔，便宜的有吗？”
仍不够成熟
老板回答：“多便宜都有，只是你先让我知道
人要越来越成熟，就需要经
过时间的洗礼。随着时间推移，我
们才可能越来越明白自己适合与什
么样的异性相处与交往。倘若心
智尚未成熟，单凭“感觉”，把喜
欢、欣赏、爱都混为一谈，交往一
阵子，感觉没了，有的毅然分手，
有的不知如何是好，往往双方都倍
感受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青少
年很可能并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去承
担一份感情，要知道，对许多人来
说，情伤可是“大伤”，未必可以
轻易复原，除非没投入真感情！

你的头值多少钱？”
学生的主业就是把功课搞好，恋爱时期，往往
会以对方为中心，情之所依，心之所系，完全在意
对方所言所行，感情为对方所牵制。中学的课业本
来就不是容易应付，当学习分了心，自然就可能让
成绩一落千丈。恋爱对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真的会造
成很大的影响。有恋爱之心无罪，但得留意，千万
别在人生最关键的年华里耽误了学业！
是啊，到底是头盔重要还是头重要？到底是课
业重要还是恋爱重要？

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我们都应该在
对的时间点做对的事，以免影响了自己未
来的自由度！

有人说，早恋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又何必做伤人累己的事啊？
DEC 2019 The You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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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迷思：
③ 没有事业、 ④ 不是为了
经济基础
进入婚姻的缘故
相信我们对“早恋”
一词并不陌生。而“早恋”
是这样界定的：“早恋”是
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恋爱行
为，发生在生活、经济上尚
未完全独立，同时距离法定
结婚年龄尚有很长一段时间
的少年群体里。
一般的青少年都没有事
业与经济基础，而谈恋爱多
少都需要花些钱，虽然说不
需要顿顿管饭，天天送水，
但打打电话，周末逛逛，看
场电影，买杯饮料，在在都
得向父母伸手，对一些家庭
来说确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
担。有者还会因为穿不起名
牌衣服，吃不起豪华大餐，
买不起高档手机，而自觉低
人一等，引发不必要也要不
得的自卑感。

有一回，我问一位14岁谈恋爱的案主：“妳......想过
以后嫁给他吗？”她瞪大眼睛看着我：“老师，你傻的
啊？我才几岁？”
哈哈，我傻啊！问了这问题，她脑子就从没闪过与小
男友共组家庭的念头。其实，许多人都没这概念：恋爱最
重要同时也是最终目的就是与对方步入婚姻，共结连理。
若不是为了进入婚姻的缘故，不必急着与对方山盟海誓，
就以朋友的身份彼此认识、相处，若干年后，两人好感依
旧，再谈恋爱也不迟，毕竟真爱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⑤ 一旦未婚先孕，
后果不堪设想
青少年尚未成熟就涉足性关系是冒险之举！女生更不
能不知，如果已来月经，就具备了怀孕的能力，一旦有性
行为，就有怀孕的可能性。当然，就可能有人说：“怎可
能那么巧？一有性行为就来个未婚怀孕当配套？”

谈到这就让我想起大学
念社会心理学时的“个人神话”。

什么是“个人神话”？
青少年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别人不能理解我正经历的一切”“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我能应付一切”。这
些观念反映出青少年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
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Elkind 把青少年这样的心理特点命名为“个人神话”。它被划分
为“独一无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三个成分。心理动力学把个人神话定义为一
种自恋补偿性策略（narcissism restitution strategy）。个人神话的概念有助于解释青少年的一些自
毁行为或无意义行为，它反映了青少年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对危险具有特殊的防御能
力的心理。同时由于青少年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认为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
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对一些存在的危险常常视而不见。
资料取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A%E4%BA%BA%E7%A5%9E%E8%AF%9D/49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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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不知

的法律常识
刑事法典375（g）条文阐明，和年
龄16岁以下儿童发生性关系，不管
当事人是否同意，都属于法定强奸
（Statutory Rape）。

根据国家刑事法典第376条文为强奸

恋爱有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只是
为了满足好奇心，虚荣心，想尝尝恋爱滋味；又或
是为了寻求刺激感、新鲜感、排除寂寞、逃避不温
暖的家；也有的仅仅为了“好玩”，人有我有，甚
至作为是否有“面子”的标准，这都不应该。

提
示

真有喜欢的对象怎么办？我想，也不急着写
情书表达爱意，就认真与对方做好朋友，把萌动的
感情埋在心里，化为动力，努力去奋斗，实现自己
的理想，去为自己的将来赢得一席之地！
说实话，没有哪个女孩喜欢吊儿郎当，不求
上进的男孩；同样也没有哪个男孩喜欢虚荣无知，
得过且过，没有修养的女孩的！

身为年轻的基督徒，我们更得在
生性行为，罪成者最高可面对监禁 行事为人方面让世人看见美好的生命见证，
并归荣耀与上帝！
20年及鞭笞10下。
罪，包括与16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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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史上

爸爸

文：婷婷

最年轻

好

些人都听过他，一个叫Alfie的
小男孩，他被称为“英国最年
轻的爸爸”，那一年他才13岁。
12岁的Alfie认识了14岁的少女
Chantelle，两人刚认识时很合得来，有
时候，Alfie 会去 Chantelle 家过夜；有时
候，Chantelle 来 Alfie 家过夜。家长也没怎么
多想，Alfie 的妈妈就曾说：“那时候，Alfie
才12岁，看起来对女生完全不感兴趣，我
也就没太注意他俩在房间里做什么。”
父母以为他们不就是玩玩游戏，做做
作业什么的。
4个月之后的某一天，Alfie照例上街
准备找Chantelle玩，Chantelle也没什么
不对劲，只是突然说了句：“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Alfie震惊了，但他答应
Chantelle保守这个秘密。虽然对当爸爸毫
无头绪，但，单纯的Alfie还是决定承担起
当“父亲”的责任。他陪Chantelle去看
医生，陪她去医院，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
人，直到Chantelle临盆的前一个月，Alfie
的妈妈才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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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孩子就出生了，是个女
孩。13岁的Alfie毅然成了当时英国最年轻
的爸爸。Alfie在看到孩子的第一眼起，他
就喜欢上了她。他喜欢一直这么抱着她，
尽心尽责扮演好爸爸的角色。他给女儿喂
奶，换尿布……那段时间，他连电脑游戏
都不怎么玩了。
记者问他：“你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好
爸爸吗？”
Alfie：“嗯。”
“你要怎样才能当一个好爸爸呢？”
“照顾好她，不让她饿着，给她换尿布。”
“你准备怎么赚钱养她？”
“我不知道。”
“你还要去学校吗？”
“嗯。”
“这样你才能找到好工作，赚钱养她对
吧？”
“嗯。”
总之，虽然Alfie自己还是个孩子，但
是他很喜欢这个女儿，也尽着自己最大的
努力想要照顾好她。

资料来源：https://zi.media/@yidianzixun/post/HSvF9Y

然而，这个新闻播出之后，有其他7
个男生表示自己跟Chantelle也有过性行
为……

动全国的大新闻。到时候，他们就可以靠
着这个故事发财。所以，他们让女儿谎称
自己孩子的父亲是Alfie。

有两个男生坚持，他们才是这孩子的
亲生父亲，更加巧合的是，其中一个长得
跟这孩子非常的像。

而对女儿同时还跟其他几个男生发生
过性行为这事，他们让女儿不要声张，因
为其他几个男生年龄比较大，不会带来这
么大的曝光度。后来，通过把自己女儿的
这个故事卖给媒体，Chantelle的父母的确
发了一笔横财。

Alfie听到这些消息后，生气了，
他认为这些男生都在说谎，认定自己是
Chantelle唯一的男朋友，并肯定自己是孩
子的爸爸。后来，他们去做了亲子鉴定。
而鉴定的结果是孩子的确不是Alfie的，而
是另一个15岁的男生Tyler Barker。
这时，Alfie崩溃了，他躲在房间
里大哭，好几天几乎不出房门，更糟的
是，Chantelle一家在这时候就搬走了，把
Alfie所疼爱的宝宝也带走了，从此他再也
见不到宝宝。
“那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不去学
校，感觉我的世界崩塌了。”
而那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在收到亲子
鉴定结果的那一刻起，也有了大反应：

这个13岁的男孩，在短短的一段时
间，经历了如同过山车一般的人生...
如今，他已经成年，他只想用自己的
故事告诉所有未成年人，不要重蹈他的覆
辙。18岁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采访，他
表示：
“在那么小的年纪发生性行为，真的毁
了我的人生。”
“这是我一生中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我连中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就离开学校
了，我一直没有工作。”

“这是我一生中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我
真希望自己从来没遇见过Chantelle。”

“不管走到哪，都有人认识我，虽然最
后证明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但是‘最年轻
爸爸’这个标签，我甩不掉了。”

“我跟Chantelle只是在一场足球赛之后发
生了一夜情，那晚我喝醉了。现在，周围
的小伙伴都拿这事跟我开涮，但是对我来
说，一点都不好笑。”

编者有话：

对于自己小小年纪就当上爸爸这事，
他开始感到恐慌。
然而，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完，随
后，媒体又爆出一个新闻：
“13岁的爸爸Alfie，完全是被人设套害
的！ 成了一场骗钱行动的牺牲品……”
这个爆料来自Chantelle父母的一个朋
友，他表示，这一切其实都是事前策划好
的，Chantelle的父母知道如果孩子的父亲
是Alfie，因为他年纪最小，这肯定是个轰

看了这真人真事，心里一阵酸。人心、
人性、无知带来了一辈子的伤害。
除了Alfie受伤，相信Alfie的父母、
Chantelle、Chantelle的父母，还有那个无
辜的小宝宝，都可能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
与伤害。Alfie想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年
轻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在那么小的年
纪发生性行为。而我却想在这里加强基
督教的一个观点： 不要婚前性行为！

Say No To Premarital Sex！

不是几岁可以有性行为的问题，
而是婚前或婚后的问题。
DEC 2019 The You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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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登记索阅
★填上中、英文全名（勿仅填上洋名及姓氏）及地址。
★填上教会或机构的中、英文全名及地址。

读者索阅表｜奉献表格

中文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订户编号：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 性别：○男 ○女

称谓：○牧师 ○传道 ○夫妇 ○弟兄 ○姐妹 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派：○卫理公会 ○福音堂 ○巴色会 ○长老会 ○神召会 ○全备福音堂 ○圣公会 ○浸信会
○播道会 ○信义会 ○独立教会 ○S.I.B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号：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 地区：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教会（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订户需填写）

教会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订户务请盖章）
索阅表格：本刊免费赠送（请务填妥以上资料，否则无法处理，谢谢！）
○《文桥》

数量：_____本（新订户需填写）

○更改数量：_____本

○停订

○《青春路》数量：_____本（新订户需填写）

○更改数量：_____本

○停订

○更改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欲“更改地址”、“更改数量”或“停订”，
须把《文桥》或《青春路》信封上的“地址标签”
标签於此，否则无法办理更改手续。

标签
我愿意奉献：RM___________予 ○《文桥》双月刊 ／○《青春路》
奉献请寄至：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支票、汇票抬头请写：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支票、支票后面注明“奉献”及您的姓名。
或 直接存入银行户头：Maybank Bhd. A/C NO：014039-222178
★请将表格连同汇款／存款收据拍照或扫描后，电邮至 admin@bridge.org.my
或 Whatsapp 至文桥手机 017-2296782

当我步入中学时期，身边的朋友很常邀请我参加
教会举办的圣诞聚会。但，内向的我总是拒绝他们的邀
请。其实，我的内心相当好奇到底基督徒是如何庆祝圣
诞？

几天后，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原来是我的小学
老师。他特地来医院探访病人，还跟我闲聊了几句。他
交给我一张彩色单张，封面上的标题“圣诞节快乐”映
入眼帘，我心想：这样的圣诞节，我会快乐吗？

G i f t s

16岁那一年，我发生了一场意外，整整花了一个星
期留院观察。每个晚上我都无睡意，可能是平日看太多
恐怖片的缘故吧！一旦闭目，隔壁病人不断发出的痛苦
呻吟让我心里禁不住起疙瘩。当太阳升起时，我感觉到
自己面色苍白，特别明显的黑眼圈更让我像具活僵尸。
无法安稳入睡的经验实是痛苦不过呀！

文：Alison Teo

回想起小时候的我，不明白庆祝圣诞节的意义。印
象中最深刻，想必就是圣诞节前夕总会出现一班穿白衣
的基督徒，手上握着蜡烛，在街上唱诗歌。我最期待夜
间12点钟，父母亲趁着我们睡觉，悄悄摆放礼物在我们
的床上。我们这几个小鬼，偏偏选择不睡觉，非要第一
时间打开礼物享受惊喜、兴奋的心情。

圣诞礼物

一年，我最期待的节日就是圣诞节。耳边常环
绕着《平安夜》《普世欢腾》及其他的诗歌。

C h r i s t m a s

每

闲着无聊，我就打开里头的内容，那是一篇关于基
督徒为何庆祝圣诞的故事。我立定心志：只要康复了，
我一定会去教会参加圣诞节聚会。
那一年，我终于鼓起勇气一个人去教会。我像个单
纯的小孩，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与众人一起观赏基督
徒表演唱歌、跳舞、乐器演奏等。传道上台分享圣诞节
的意义，原来圣诞是为了庆贺主耶稣降生在这世上啊！
他的信息，让我对耶稣基督的爱十分感动。那一年，我
成为了基督徒。
今年的圣诞节，我依然会在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度
过。对我而言，最大的惊喜不再是“看得见”的圣诞礼
物，而是接受那一份来自真神基督的真爱——人世间最
美的礼物。
DEC 2019 The You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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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姐姐·Sammi

信箱姐姐：

e x a m
a n x i e t y

害怕考试

您好，我是馒头，现在一所大学修读英语与通讯学士。我的
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员。但，我真担心我挨不过去了。
大学第一学期的第一次考试是在一个很大的礼堂，我因紧张
而产生害怕，但是，我以为是第一次考试，所以特别害怕。可是，
我后来发现我心中对考试的惧怕有增无减，反应也越来越激烈了。
考试前，我就感觉很不舒服，很焦虑，甚至脾气也变得暴躁。
预备考试的时候，我一直很努力地想要把所有的笔记读完，
深怕念不完，我可以从早上一开眼睛就读到晚上，原本一天的三
餐也省了两餐，若不是被逼进食，或许我真的不想吃。对我来
说，温习的时间真的很折磨，很辛苦。我很焦虑，也常幻想交白
卷，写不出答案的画面，这感觉真的很恐怖！
父母很难过，常对我说：“考试不是人生的全部，出路还
很多。”虽然我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却不晓得要怎么缓和焦虑。
每次一出考场，我的心里就更忧虑了，我会不停地回想所写的答
案，如果发现有粗心的，就会很沮丧，这种感觉一直到考试完全
结束后才消失，有时还要等到成绩放榜才会安心。
信箱姐姐，接下来还有两年或是更多的考试，我真的很害怕
面对，希望你可以帮帮我，教我可以怎样克服考试的害怕。
谢谢。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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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桥辅导热线：03-92877251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am - 12.00pm、1.00pm - 4.00pm
网上信箱辅导：b_counsel@yahoo.com

馒头：

温习小技巧

平安。看见你的描述，我可以感受到
你对于考试的焦虑，考试过程对你来说一
定很不好受吧。确实在求学过程当中，很
多的学生也和你一样面对着对考试的压力
与紧张。

1. 了解课程纲要：在上课前，可以先略读
教材，了解即将要学习的内容，以便上
课的时候更明白老师所教导的知识。

我猜你可能面对的问题是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Test Anxiety）是与考试环境息息相
关的特殊焦虑类型。当面临严重的考试焦
虑，将会直接影响到生理和心理的反应，
同时也影响学习与成绩。考试焦虑所产
生的身心理反应包括：睡眠欠佳、胃疼、
呕吐、头晕、冒汗、生气、无助、焦虑和
精神不集中等等。产生的因素包括“学生
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家人与自己设
下太高的期望”“无限放大考试失败的后
果”等。身为学生，看重学业固然是好
事，但倘若把考试视为人生的唯一，那么
就不好了。
从你的信中，你也提到考试的时候
你就一直不吃不喝，埋头苦读。其实均衡
的饮食和适当的休息对考生来说是很重要
的，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更有效率学习。
而适当的休息与睡眠也可以帮助你提高记
忆力。你不妨试试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读
书模式——“30分钟读书法”。每一次温
习三十分钟，然后让自己休息五分钟，再
温习三十分钟，再让自己休息五分钟，以
此类推。当然，也别忘了一天三餐均衡的
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哦！另外，克服考试焦
虑的最好方法就是“不临时抱佛脚”。提
早为考试准备是很重要的，以下让信箱姐
姐建议你一些读书小技巧，好让你可以更
轻松地为考试作准备。

2. 精读要点：阅读教材的时候，可以在重
要的课文句子下以不同的颜色画线，当
温习功课的时候就着重画线的要点。
3. 做笔记：阅读了教材后，透过精简的心
智图（Mind Mapping）把重点归类整
理出一份自己方便明白和熟记的抄本。
透过抄写笔记，可以帮助增强教材在大
脑的印象。
4. 熟记内容：制作笔记后，然后就重复地
熟读笔记。可以通过图像、音乐、口
号、号码和字母帮助牢记记忆。譬如：
（S=Sustainable，M=Measurable，
A=Attainable，R=Relevant，T=
Time）=SMART。通过每一个重点的
第一个字母组成一个熟悉的字，把5个
重点记起来。
5. 重写内容：最后，把笔记和课本盖起
来，透过记忆，把重要的内容重写。这
可以帮助学生熟读内容和加深印象，同
时培养书写的习惯。
馒头，我想送你一节《圣经》的经
文：“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我相信，
只要你尽力温习功课了，把你的考试、焦
虑、成绩都交托给上帝。你一定可以克服
对考试的恐惧。
加油，祝福你早日实现梦想，成为一
名出色的翻译员！
信箱姐姐
DEC 2019 The Yout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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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定

忙碌中取靜
QUIET in a NOISY WORLD

“天

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下则为河
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
乎塞苍冥......”这句出自南宋文天祥的《正
气歌》首段，它将“正气”描述成一股存
在于天地间之气，甚至触及山川河岳、日
月星辰，对南宋文天祥前所未闻者，会否
难以相信这首《正气歌》的写作地点是监
狱？当你我静坐观景时，又能否透过对大
自然的观察，感受到文天祥所形容的这股
浩然正气呢？
对于百忙中连一丝毫“闲”难以一
偷的人们，这样一种忙中取静，让自己能
好好安静下来休息、反思或许是非常需要
的。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故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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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古代东方智者对门生说：“今
天，我要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
众人正惊讶这位“师中之师”，会是怎
样的高人?智者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头，
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就
理。智者说：“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
路上忽然脚底一痛，原来这颗小石头跌进
我的草鞋里。我唯有停下来，蹲在地上把
它挑出来。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
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斯美丽；脚旁的一朵
小白花，也叫我悟到生命的灿烂。每天，
我都是匆匆地经过，是这颗小石头令我停
下来，才有机会悟出人生的大道理。你
们说，这颗小石头，是不是我的启蒙老
师？”

不管对事物进行“宏观”或“微观”
，当中都有许多的智慧能让我们学习。很
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或许就像以上这则小
故事所言，忙于为生活奔波，匆匆来去，
却没有时间静下来观赏周围事物，作一些
反思。其他活物即便存在，却没有“存在
感”。唯独人，会对自身的存在，进行神
学性或哲理性的反思。同样，也只有人会
睹物思人，只有人会对所观察的任何事物
进行研读、思想。
蒙神恩典，今年可以参加马来西亚
巴色会翠华堂大专团契的职委退修会，并
还能与该堂会的主任教牧邬忠厚教师一同
带领营会的几堂信息。第二天下午，邬教
师所引用的灵修材料是让我们透过对周遭
事物的微观进行默想。我们营会的地点位
于一个靠近神山（东南亚第二高峰）的度
假村，除了气候清新凉爽，四周景色即使
没达到“万紫千红、天上人间”的境界，
也可谓绚烂夺目。一大早还能一睹神山壮
伟的风采。这一小段的灵修时间，极为珍
贵，听这班活泼可爱的年轻知识分子分享
他们各自从不同景物及对该物从不同视角
所做的默想，让小弟我受益匪浅。
大自然的浩瀚，不管你以浪漫的文
笔称许它的美丽，或以先进的科技对其进
行严谨的分析，都不得不让你惊撼。可惊
撼之余，我们有否将荣耀归于创造这一切
和统管万有的大主宰？还是我们不但不把
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反而狂妄自大地抵挡
祂？亚洲周刊专栏作家——林沛理（香
港人），每年都到台湾旅游。在一期的文
章，他提到，香港，尤其在市区，四面八
方充满着高楼大厦和广场，这些象征着人
类文明的发展。加上香港从没发生如7、8

级地震这类可怕的天灾，这样的环境或多
或少塑造出一种“自大”的文化；台湾的
科技发展和高楼大厦虽未必输给香港，可
一些惊人的天灾，尤其地震，让台湾人深
深意识到人的有限，这样的环境塑造出一
种较“谦卑”的胸襟。小弟到访过香港与
台湾，本身除了被台湾的小食吸引，大体
上也觉得台湾人在人情方面远胜香港人。
所以我某个程度认同林沛理的观点。
沙巴到目前为止，发生过非常“小
型”的地震，虽无法和台湾、日本相比，
但对我们沙巴人而言，已然不简单。我极
不希望上帝会用可怕的天灾来给我们“警
告”。盼我们这些罪人别继续夜郎自大，
心里“刚硬”，甚至远比当年的法老，面
临的即将可能是一场不堪设想的惨局或浩
劫。为此，谦卑的功课，是我们每时每刻
都要被提醒的。
希望我们能在百忙中，无论如何都抽
出时间“退修”，好好观赏上帝所创造的
大自然。能否从中感受到文天祥所言的那
股浩然正气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能从中
体会比那股正气更加伟大的“道”。<约翰
福音>非常清楚说到万物都是藉着这“道”
被造。这道也成了肉身，为我们摆上，以
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
座前。上帝绝不是一些人所想象坐在宝座
上对滚滚红尘无可奈何的老太公，也不是
那位在创造和启动万有后，就任其自生自
灭的伊彼古罗式上帝。祂是那位从亘古到
永远，统摄万有，圣洁伟大的永活全能真
神。当我们欣赏祂伟大的杰作时，愿一切
荣耀、颂赞、尊贵都归于祂，并为祂所赐
的丰盛恩福献上感谢。
DEC 2019 The Youth Way

19

文：王樾

愤怒

未必是罪 基

督徒应该发怒吗？
我们在教会看到的基督
徒中，多数人脸上都是面带微笑，看上去
温柔和善。这也成为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和非
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其实基督徒也会
有发怒的时候——问题在于，他们需要为发怒而
悔改吗？愤怒本身是一种罪吗？
熟 读 圣 经 的 基 督 徒 常 引 用 《 圣 经 》 〈以
弗所书〉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
不可到日落。”如此看来，有两种愤怒，一种
是犯罪，另一种则不是。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呢？这使我想起近日上映的动画电影《愤怒鸟
2》（The Angry Birds Movie 2）和三年前上映的《愤怒
鸟》（The Angry Birds Movie）。特别是两部戏的主角怒
鸟红（Red），想到他怒发冲冠的神情，和发怒后
的失落，叫人感同身受，也感叹万千。
就让我们深入讨论一下“愤怒”这个话
题？
2016年上映的《愤怒鸟》，讲述了怒鸟
红——一只经常无法控制自己怒气的小鸟，如何
经好友帮助，战胜了企图盗取鸟蛋的捣蛋猪们的
故事。怒鸟红的脾气着实不好，对别人的反应有
时也过于激烈。但观众不难看出，许多时候他是
因为看不惯一些“鸟们”（不是人们）错误（甚
至自私）的举动而发怒。当诡诈的捣蛋猪们假扮
成可怜兮兮的样子，以骗取小鸟们的信任，怒鸟
红一早就看出不对路。只是其它小鸟们一味排斥
怒鸟红的愤怒，认为他不够宽容、友善。当捣蛋
猪们成功抢走鸟蛋，以致众小鸟陷入绝望和痛苦
中时，怒鸟红的愤怒给予他力量，于是他挺身而
出，成为小鸟们的领袖，带领他们向捣蛋猪所在
的岛屿发起攻击，最终救回了所有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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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鸟红面对捣蛋猪的愤怒，就是公义的
愤怒。当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
当恶人横行、无辜人受害时，我们怎能不愤
怒呢？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会发怒的上
帝。祂恨恶罪，也向罪人发怒。耶稣基督在
世上生活传道之时，也曾向硬着心不肯悔改
的人怒目而视（参考〈马可福音〉3章5节）。
到了《愤怒鸟2》中，怒鸟红已经不再那
么愤怒，除非面对捣蛋猪们的攻击。对捣蛋
猪恶行的愤怒，驱使怒鸟红日以继夜，毫不
松懈地监视捣蛋猪们的举动，保护小鸟们的
安全。只是这次情况不同，猪和小鸟们有了
共同的敌人——鹰岛的首领丽塔（Zeta）。这使
得怒鸟红陷入迷茫——自己愤怒的对象突然
成了战友。怒鸟红既不相信捣蛋猪，也不相
信筋斗银 （Silver）等其它小鸟的建议，只相信
自己。愤怒没有让怒鸟红蒙蔽双眼，自我中
心的心态却让怒鸟红迷失了自己。
幸好在危急关头，怒鸟红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并果断将领导的重任交给筋斗银。丽
塔终于被打败，怒鸟红再次成为众鸟眼中的
英雄。此时的他已经懂得放下自我，谦卑地
将功劳和荣誉归给别鸟。
其实在第二部中，真正因愤怒而犯罪的
是丽塔。她本来是受害者，在婚礼当天被未
婚夫神鹰（Mighty Eagle）抛弃。后来她因此而性
格扭曲，变得极端自私，不惜伤害其它鹰、
鸟、猪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怒鸟红的愤怒和丽塔的愤怒，显示出
“公义的愤怒”和“犯罪的愤怒”的区别来。
首先，公义的愤怒和怜悯的关爱密不可分。
正如耶稣向硬着心的人发怒，心里同时也在
为他们的罪而难过。怒鸟红对捣蛋猪的愤
怒，源自他对其它小鸟们的爱。当事实证明
小鸟们错怪了他后，怒鸟红最关心的不是自

己的名声或益处，而是去帮助其它小鸟们救
回鸟蛋。与此相反，丽塔却因着她的愤怒，
失去了怜悯的心肠。她让猪和小鸟们无家可
归，只为自己可以居住在温暖的小岛上。
其次，愤怒之所以成为罪，是因为罪
的本质就是抬高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当人
把自己当作神时，他就犯罪了，这正是亚当
所做的。当丽塔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其它
鹰、鸟、猪更重要时，她就是自我中心了。
怒鸟红也不免陷入这样的罪中——当他担
心，筋斗银会取代自己在其它小鸟心中的地
位，心里生出的怒气驱使他不断破坏大家的
计划。因此基督徒应当时常查验自己内心的
真实想法，毕竟我们发的怒气并非个个都是
义怒，而是因为不愿谦卑自己，衍生了苦
毒、怨恨和争竞。
最后，电影编剧们或许刻意在营造一个
鹰、鸟、猪大团结的完美结局，但现实生活
并非如此。基督徒既不能乱发脾气，也不能
在看到罪恶横行时，还能笑脸相迎、泰然处
之。特别是当教会跟从错误的教导，陷入淫
乱的行为，彼此欺骗、攻击、仇恨时，一个
爱神、爱教会的基督徒就不能放下愤怒的武
器——正如那些为神的圣洁大发热心的圣徒
一样，他们会在公义的愤怒中斥责假冒为善
的人，将引人犯罪的恶人们赶出教会。
愤怒不一定是罪，自我中心才是。因着
神的公义圣洁而发怒的基督徒，或许暂时像
怒鸟红在《愤怒鸟》中那样，被别人误解和
排斥。但事实会证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敬佩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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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Sammi

众人之母

白妈西非女王司马莉
Mary Slessor 1848-1915

讲

述远到非洲宣教的宣教士，大
家 必 定 会 想 到 李 文 世 敦 （David
Livingstone） ，那么到非洲宣教的女宣教士
呢？那必然就会想到西非女王司马莉。她
在1848年12月2日出生于苏格兰的亚泊碇
（Aberdeen）。

心听神的答复。”她也如此行。随后，心
中出现了卡拉巴 （Calabar，Nigeria）这个地方。
马莉在1876年8月5日启程到非洲。在马莉
抵达非洲后一段时间，母亲和妹妹就前后病
逝，让她深感悲痛，但心中没了牵挂的马
莉，就更坦然投身到更危险的内地服侍。

马莉在家中排行第二，有着一个酗酒
的父亲，幼小的心灵从小就被伤害。还好
马莉有一位虔诚的妈妈，从小就给孩子阅
读宣教士的事迹，对于马莉来说，李文世
敦就是她推崇的英雄，心中也常惦记着他
的一句：“不知道去哪里，只要是往前就
行。”

抵达卡拉巴以后，马莉一心只想进
入内地服侍。比起舒适文明的生活，她更
倾向于非洲人当地的生活。爬树，赤脚，
一步一步地走进内地。1888年，终于获
准进入较原始的奥开永 （Okoyong） 地区。在
非洲，土著们有很多迷信的陋习，其一就
是相信双胞胎是魔鬼的作为，因此，孩子
一生下来就会被杀或送到丛林中让野兽吃
掉。因为此事，马莉四处营救，自己也收
养了不少的弃婴。这陋习直到全副武装的

两位兄弟和李文世敦的离世，催促开
启了马莉到非洲宣教的道路。当时，一位
老寡妇对马莉说：“祷告，然后默认，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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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发行的记念钞。

迷信习俗，把双胞胎装进罐子供野兽食用。

英国军队到非洲访问，酋长们才宣布不再
杀双胞胎婴儿，废止活人殉葬，更不再因
怀疑“巫术”而滥杀。
此外，土著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习
俗，就是把一勺沸腾的油浇在妇女的身
上，以试探妇女的贞节。有一次，马莉见
状，立即站在妇女面前试图阻止武士的作
为。武士犹豫后，手持杓子冲向马莉，但
是马莉丝毫不畏惧地与武士凝视片刻，武
士一声吼叫，将杓子丢在地上转身离去。
马莉的举动传遍奥开永地区，她也赢得
了“众人之母”（Eka Kpukpru Owo）的荣誉，土
著人也称马莉为“白妈”。每当马莉面对
挑战时，她所表现的那份信心和勇气，正
是靠着自己心中的名言：“上帝与我，就
是多数。”
除了一一改正土著迷信的陋习以外，
马莉也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身份。冒险在敌
对中化解冲突。她的贡献被英国政府嘉
许，更在1892年委任她为奥开永地区的副
领事，也是英国史上第一位女性副领事。
上任后，正有两个部落在准备开战，马莉
也估计自己赶不及抵达现场，随后写了几
个字，用红蜡将信封好盖章，紧急派人送
到现场。当双方看到那是白妈的字迹时，
都立即同意等到白妈抵达做调解。白妈抵
达后，坐在木棉树下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听
着双方陈述，最后在她的见证下，双方的
争执才得以平息。
1904年，当时55岁的马莉卸下了副
领事的官职，宣教差会给了她六个月的假
期，她用了这段时间到伊涂 （Itu）和恩永溪
（Enyong） 探察。当地的酋长们很是欢迎，

马莉的墓碑。

更迫切地想建学校和教会。酋长不惜把“
神木”砍下，土人自己动手建教会。不久
后，六间教会建成，而建筑也以“司马莉
宣教医院”命名。随后，马莉也在伊豹
（Ibos）和宜比比奥宣教和在恩永溪建立了宣
教士休养所。1911年，由于马莉营养不足
和疲劳过度，最终被医生强迫她入医院调
养，但马莉还是坐在轮椅上逃回工作。最
后，马莉再被送到坎那利岛（Canary Island）修
养，一个月后她奇迹般康复。
1913年，马莉接受“The Order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的邀
请，到公爵镇接受勋章，马莉穿着粗棉布
衣服，戴上草帽，和已久不习惯的鞋穿梭
在宴会中。殖民地总督Sir Frederick Lugard
把勋章挂在马莉的左肩上。接受勋章时，
马莉这么说道：“如果这是我的冠冕，带
去荣耀之地，我要献在主的脚前。”她更
认为这荣耀应属所有的宣教士。
1915年一月十日，司马莉有高热，她
扶病主持最后一次主日敬拜，然后。昏倒
在房内的铁床上。一月十三日，享年66岁
的司马莉就安息了。
马莉这四十年都在“白人的坟场”
服侍，除了日记和信件，她并没有留下任
何的著作，但她改写了千万人的文化和生
活。她的相片也出现在苏格兰银行所发布
的十英镑钞票上——马莉在非洲宣教的奉
献承载着那特殊的尊荣。
参考：1. http://blog.oc.org/wp-content/uploads/2013/09/M704_
new.pdf
2. http://www.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iography/
slesser/Sless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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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向往愛情，但何時戀愛最適合？
對性躍躍欲試，但如何拒絕誘惑？
本書幫助青少年思考『愛的真諦』
，
如何與異性交往，避免錯入『性的陷阱』！

黃
嘉
儀
著

自

梁婷婷 著

丰实自己的内在，用对方法来应对每个日子中所面对
的人事物，当发现有不够好的地方，则愿意尝试
改变现状，方可以有更美好、更幸福的人生。

长

第
一
次
只
有
一
次
！

我 成

unclejeff 陳玉雙

+
auntyjess

愛不能隨便
遲早闖大禍

★ 订购方法：1.请用端正字体填妥您的姓名（中与英，勿仅填上洋名及姓氏）、地址、电话、性别、书名
2.支票／汇票抬头请写：The Bridge Bookstore Sdn. Bhd.
或直接存入银行户头RHB Bank Bhd. 2-14174-0005209-5
3.然后请把支票／汇票／收据（可复印）连同书名、订购者个人资料电邮到：bookstore@bridge.org.my
或传真：03-92864063 或寄来文桥（信封请注明：邮购“好书介绍”）

姓名（中）：
电话：

（英）：
电邮：

地址：
欲订购：● 第一次只有一次！ （RM 9.00 ＋ 邮费 RM 2.00） × 数量：
● 够好的生命花园
（RM 40.00 ＋ 邮费 RM 5.00） × 数量：
● 打开心窗谈性爱 上下册 （RM 18.00 ＋ 邮费 RM 2.00） × 数量：
● 性＋情停看走
（RM 9.00 ＋ 邮费 RM 2.00） × 数量：

邮购处：

+

性

性不能亂來
年少無知橫沖亂撞

好
书
介
绍

給你指南與方向
認識兩性關系
健康成長又幸福

瞭解性教育，青春無怨悔，人格更成熟！
青少年的性觀念是什麼？他們有什麼性困擾？
如何分清男女之間的友誼與愛情？
青春期的生理與心理保健該注意什麼？

情性停看走

袁鳳珠 著

一步一步了解性教育

许多许多……性问题，
本书为你解惑！

庄雙華

情
停
看
走

★凭
若需 单可
要单 扣所
据请 得税
画勾
●

性别：● 男 ● 女
本＝ RM
本＝ RM
本＝ RM
本＝ RM
总额：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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