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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
我想写很
久了……
人生存的意義是什麼？

"

小宗：“爸爸，你不斷要求我努力讀書是為了什麼呀？”
爸爸：“那是希望你可以考取好的成績。”
小宗：“考了好成績又怎麼樣？”
爸爸：“有好的成績才可以上好的學校啊！”
小宗：“上了好學校之後呢？”
爸爸：“哦！畢業後你就可以找份好的工作了。”

知道有很多人至今仍然不斷在想這問

小宗：“這為的又是什麼？”

題。人若“必須生存”卻又找不到所謂

爸爸：“這樣才會有可觀的薪資嘛！”

生存的意義，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小宗：“然後呢？”

情。中學的我一直覺得人活是沒意義

爸爸：“然後就容易找個好對象，結婚生子咯！”

的（在《猴子面包樹》一書中有寫得蠻

小宗：“結了婚，生了子，之後呢？”

清楚）。瞧！就連《聖經》〈傳道書〉

爸爸：“你這孩子，怎麼總問個沒完沒了啊？叫你努力讀書你就問一大堆！還不快去
讀書！欠打啊！”

也說：虛空虛空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廣告

聖誕獻禮

活 着 为 什 么？

曾經我想這個問題想了很久，也

說聖道經

誰是老闆？ 阿古

 文：婷婷

報告！組長︱讀者來信 青春小組

824

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勞碌都沒有益處。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日光之下，沒有
改變，一樣毫無新意。怎麼辦？難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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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高俐理 譯

們活真的那麼沒意義？
這題目，我想寫很久了，很高興找
到阿古助陣，希望可給有這困擾的青少
年人帶來一絲亮光⋯⋯
是啊！為什麼我們要活？你，想
過這問題嗎？

小

宗並沒有找到讓他好好讀書的理由。在心底裡，他繼續問：到底之後是什麼？
之後是要追求更多的財富？還是要生更多的孩子？難道結婚生子就是完結篇了

嗎？人生就只這樣嗎？就曾聽過病床上的老人不斷說他在“等死”！是這樣嗎？到底我的
人生要追求的是什麼？我活的意義又是什麼？
小宗讓這個大難題難倒了，你呢？你有這問題嗎？又或是你可以幫助小
宗回答他的問題？
很多被繁重課業壓得喘不過氣的學生都會問這個問題。我曾經
就是一個例子，直到真正認識上帝，才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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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在问 …… "

G人

可曾想過到底我們這一生最看重的是什麼？
倘若給你100分，你會如何分配？

不斷不斷有人問到底人活有什麼意義？
不只少年人問，青年人問，就連中年人、老年人都在問！

开心：_______

得失：_______

面子：_______

金钱：_______

信仰：_______

健康：_______

請大家花些時間思考這問題：

家庭：_______

友情：_______

学业 / 工作：_______

你认为生命是

成就：_______

爱情：_______

娱乐 / 休闲：_______

。为什么？

。

或
你认为人生像

。为什么？

。

我認為人生像股市的指數表，有起有落，沒有永遠起，也沒有永遠落，就像人生，沒
有永遠的快樂，也沒有永遠的悲傷⋯⋯但我相信人生有盼望，有一個永恆的盼望！

一個人的人生觀絕對會影響他的一生。當你想更深入了解一個
人的時候，你可以問他：“你對人生的看法是什麼？”你會聽到各
種不同的答案。

p

有人说……

Z 总分：100

着没意义!?"

u活

Z 阿妹生長在一個平凡的家庭，她人長得平

Z 曉菁憧憬擁有愛情小說裡的浪漫愛情，誰知

凡，成績平平，沒什麼喜愛，總覺得生活苦

苦等了幾年仍不見白馬王子出現，旁人嘲

悶，常埋怨自己“平凡”的生活，笑容鮮少

笑她“人老珠黃”沒人要，她聽了難過極

在她臉上登場。她，找不生命的意義。

了，就認定：沒有愛情，活沒有意思！

Z 仁星是個好勝心很強的人，也很在乎個人的

Z 義達向來學業成績不錯，但自從上了高中

很多人責備我為什麼要賭博！是

得失，一旦“輸了”，他就很難面對自己

後，成績一落千丈，他無法接受自己竟跟

啊！什麼Toto，4D，大馬彩，我

的失敗。當然，其中一大原因是他看“面

不上進度這事實，還曾想過結束生命，一

全買，為的就是要中個大獎，你

子”比什麼都重要！為了保持“大贏家”

了百了呢！

看，那天報紙就登有4個人中了7

的地位，他活得很壓力，也不開心⋯⋯

Z 梅娥的父親有外遇，父母吵了十多年，如

活有什麼意義？我從來不想這

千多萬！換是我的話就⋯⋯哇

Z 雲雲是個極重友情的人。那天，當她發現

今終於離婚了。梅娥大受打擊，誓言絕不

麼無聊的問題，反正又不可以死，

⋯⋯發達咯！靠工作？沒希望⋯⋯

她所重視的朋友其實並不在乎她，平日與

戀愛結婚，對她來說，人生是多餘的，她

她嘻哈玩笑，背地裡卻將她批評到一文不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活！

不是活一天算一天咯！
賺錢！賺錢最重要，沒錢什麼

值，她對人生頓感失望⋯⋯

都不用談！
很多人都有“不想活”或是“活沒意義”的理由。但我們一定要找出讓自己好
好活的道理才是！要知道上帝創造我們是要我們享受生命，而不是忍受生命。我

們要的是“生活”，而不像動物般單單“生存”就夠了！
 這是一個標準
的拜金主義者。

 這個人是因死不了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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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繼續做他的發財夢，總希望錢從天
上掉下來，認為靠勞力會窮他一輩子，
卻不知他的一生已讓賭博給毀了！

短
命
生 更要
低落，遠離上帝的時候，他感嘆生命的空虛。他似乎發現雖然擁有
嘆
感 ，就 惜生
一切，包括財富、權勢、美女、智慧，但他並不快樂！在整
們
我 時候 要愛 的心
本〈傳道書〉最後兩節裡，他總結說：“總而言之，
當
：
s
的 己 帝 ！
P/
就是要敬畏上帝，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
暫 醒自 上活了
提 ，按 主而
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作的事，就連一切
命 ，為
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意
以色列第三位國王所羅門，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在他年老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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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什么人活着没意义?"

Z 不断追求物质且不知足的人
世上有人追求擁有天使臉孔魔鬼身材；有人總希望可以成為百萬富豪；有了一櫥子
衣服，仍看上服裝店玻璃櫃裡還沒買下的那一件；嫌成績不夠好、房子不夠大、妻子不夠
美、孩子不夠別人的聰明⋯⋯
一個不會知足的人往往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們未必缺乏什麼，但卻不停地追求更
多，因此，常為世俗的許多事物煩惱。盲目追求甚至衝昏頭腦，“想要擁有”成為他們人
生唯一的目標，然而，到後來往往還是問：“到底，我活是為了什麼？”

g 慾望的“慾”字（繁體）是由“谷”、“欠”、“心”組成的。人有慾望，這人
的心啊，就像山谷那麼樣，永遠都是“欠”的，怎麼填都填不滿！無慾則剛，知足才會常
樂呀！人是神造的，因此要從神那裡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與快樂。

Z 没有希望，没有目的的人
希伯尼（ B e r n i e

S i e g e l ）醫生發現他能預知哪些癌症病人可以好起來。當他問

癌症病人：“你想活到100歲嗎？”當病人回答：“當然想。”這人往往真的可以痊癒。

Z 无法走出“问题”的人
有人一旦面對重大的挫折就一蹶不

Z 持消极人生观的人

而這些人的人生通常是有希望，有目的的。自殺者常是一個健康的人，但卻對人生感到絕
望，他們活沒有目的，沒有希望，所以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有人說：“人生最大的
悲劇不是死亡，而是活沒有目的。”

振，從此像受驚的蝸牛般躲在殼中不願出

g 倘若你也是活沒有目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那裡的話，看完這期的《青

來，這等人無法接受自己的失敗，無法面

春路》後，趕緊坐下來靜靜思考這問題。當然，當我們錯誤設定活的目的與希望，我們
一樣會活得很痛苦。

一個人若沒有正確、積極的人生觀，

對自己的遭遇，又或是無法從別人的問題

他看什麼都是很可悲，很凄慘，很無奈

中走出來。曾經認識一些來自問題家庭的

的。他盡是看到別人如何對不起他、不喜

孩子，他們不斷讓自己相信并認同自己就

歡他、不了解他、不看重他、不感謝他

是一個“問題人物”，往往不愛生命，視

《標竿人生》一書裡寫了這麼一句：沒有神，人生就沒有目的；沒有目的，人生就沒

⋯⋯看自己則只看到自己不足的，沒才

生命為拖累，就讓自己一直背這爛擔

有意義；沒有意義，人生就無關要緊，毫無希望。不認識上帝的人很難將“為什麼我要活

幹、沒能力、沒錢、沒俊俏的外表、沒好

子，沒靈魂似的，勉勉強強地生存在世界

？”這問題答得好，最主要是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造！《聖經》說上帝對每個人

的家庭背景等，怎看都覺得自己不可愛，

某一角⋯⋯自然不會覺得活有意義！

都有祂獨特的計劃，人不認識上帝，就不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計劃是什麼了！

沒可取之處，這樣的人活當然覺得沒意
義！

g 關關難過關關過，世上沒有永遠的
快樂，也沒有永遠的悲傷，同樣的，沒有

g 因此，人要活得有意義，首先要學

絕對解決不了的事情！上帝允許賜力量給

會愛自己，尊敬自己。多看好書，多聽好

我們面對所有的困難，俗話也說：天無絕

話，凡事都從積極正面看待，就不會埋怨

人之路！當遇上生命的瓶頸或大難題時，

爸媽為什麼將你生下。別忘記，無論你是

一定要積極尋求輔導或適當的幫助，切莫

誰，都是上帝所愛的心肝寶貝⋯⋯

自個兒鑽牛角尖，更不可自尋短見。

6

The Youth Way

aug_sep2007

Z 不认识上帝的人

告，。
禱
心 的主 禱
主。你可以作以下簡單的禱告：
信
們 、
以憑作我 聖 經 引領
親愛的主耶穌，我相信禰是上帝的獨生子，並願意接受
可
都 基督 讀 方能
禰作我生命的救主。謝謝禰曾為我捨命，赦免了我的
人
過 會
穌
每個受耶 ， 透 會聚 。
罪，使我有永生的盼望。求主幫助我，讓我可以更認識
接 下 來 加教 上帝
禰，指引我走當走的路。如此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
接 、參 認識
阿門。
告 們更
我

g 怎樣才可以認識上帝？首先，要透過禱告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救

aug_sep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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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因看了《青春路》而禱告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生命的救主，可以寫信讓我們知道，
也可以讓你身邊的基督徒朋友知道，好讓你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哦！

寻找人生意义?

X 别 问“人”!

g 助人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
施行。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罷，
明天再來，我必給你。”（箴言3：27~28）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
書4：17）

Little Story
?

爱迪生与原始人
話說愛迪生發明了電燈以後，人類就不再活在黑暗中了。有一天，愛迪生心血來

潮，竟記念起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于是他就向小叮噹借了時光機，隨身拿了一袋偉大的發
明——燈泡，回到石器時代。
正好給他遇到幾個只圍了數片樹葉的原始人，愛迪生馬上將手上的燈泡送給他們，
說：“哪！燈泡，給你們！”，說畢，就乘時光機回去了。愛迪生是這樣怪脾性，非常珍
惜時間，絕不會多說兩句話。
原始人們莫名其妙，這些“燈泡”要來干什麼用的啊？有個拿來咬了一口，結果，流
了滿嘴血；有個拿來當枕頭，結果割破了頭皮。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不可吃不可睡，也不
可拿來獵野獸，要來有什麼用？

?
“活
如
们
”
我
何
那
该
着"

我很喜歡多年前一位讀者勁恆寫來的一篇小文章：
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男孩撐雨傘，朝向溫
暖的家走去。途中，偶然看見一個衣衫破爛的小女孩

g 荣耀上帝

蹲在雨中。在風雨的吹襲下，女孩冷得不斷發抖。男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

孩心中一直在問上帝：“上帝啊，禰不是說你是信實

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

的，是慈愛的嗎？為什麼禰讓這件事情發生呢？為什

阿們。（羅馬書11：36）

麼禰不看顧她呢？”

上帝很慈祥地回答男孩：“有啊，
我創造了你啊！”

我十多歲時聽楊百合老師講
道，過後，我就問他：“人生存

你，明白了這個故事的寓意嗎？上帝讓我們活在

的意義是什麼？”他從容地回
答：“榮耀上帝。” 就這麼簡

只有愛迪生知道燈泡有什麼作用，因只有創造者才知道被造物存在的意義！假如交給

這世上是有很多責任要交給我們的，真正的關心是在

單？是的，天地星辰，花草樹木，

你一件你從未見過的新發明，你不會知道它的作用，那物件也不能告訴你，只有它的

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我們都做了嗎？我們

凡被造之物都在彰顯上帝的大能，

創造者才知道它的功用。
因此，當被造的人要尋求人生意義的時候，不要問人，而要問
造我們的上帝！是的，我們的存在是按上帝的旨意，是上帝造我
們的，我們也是因為上帝而造的。上帝要透過我們的生命去成就一
些事！就如燈泡被造的目的是要照亮人類⋯⋯

常花很多時間問人為什麼要活，卻錯過一個又一個

祂是那麼奇妙、充滿智慧又慈愛的

等我們施援手的人。可有發現哪個蹲在雨中，衣衫

上帝！

破爛的小女孩嗎？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要我
們敬拜祂，並將榮耀歸給
祂。敬拜並不只是在教會
唱唱詩，禱告禱告而已，
而是願意讓上帝使用我們
的生命，使我們的身體成
為行義的工具，藉此榮耀
上帝。

Z 提示：
很多人活沒意義，若我們可以領這些人認識上帝，了解生命
的意義，使這些原本活沒意義的人變得熱愛生命，活得自在且喜
樂，這豈不是可以讓我們活得更有意義嗎？so，趕緊將福音廣傳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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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要我做什么?"
我們應該常常問上帝：“神啊！在這事上，禰要
我做什麼？”我們必須按上帝的心意，將我們份內
的事完成。上帝將不同的人安置在不同的崗位上，要
我們在不同的崗位完成祂所交付我們的事情！
有位教會老領袖甚不得會友的心，脾氣不好，極度保守，還很小氣，但卻知他是
上帝忠心的僕人，只是在個性上有人的軟弱。會友常聯合起來與他唱反調，你若是會
友之一，或許你也一樣不認同他的作風，你會怎麼做？其實，別問自己：“我想怎麼
做？”而應該好好問上帝：“神啊！在這事上，禰要我做什麼？”說不定上帝感動你
做中間人搞好雙方關係？誰知道？
人要尋找生命的意義，若只舉起手，沿手往下找，一定找不到什麼的。但我
們若愛惜生命，盡所能協助有需要的人，將歡樂與希望帶給周遭
的人，善用自己的才幹造福社會，這就真的是有意義了。
“我們仍然要活，無論是選擇積極或是消極的看法看待生
命的意義。那為何不讓自己活得更充實更快樂？”這是我常向感
嘆生命沒意義的青少年人說的一句話。

Youth Way

★ 填上中、英文全名（勿僅填上洋名及姓氏）及地址。
★ 填上教會或機構的中、英文全名及地址。		
（請用端正字体）
編號：_____________

中文名：_______________

英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新） 注冊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牧師 ○傳道 ○夫婦 ○弟兄 ○姐妹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派：○衛理公會 ○福音堂 ○巴色會 ○長老會 ○神召會 ○全備福音堂 ○聖公會 ○浸信會
○播道會 ○信義會 ○獨立教會 ○S.I.B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號：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 地區：__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訂戶需填寫）

教會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訂戶務請蓋章）
索閱表格：本刊免費贈閱（務請填妥以上資料，否則無法處理，謝謝！）
○《青春路》數量：_____本（新訂戶需填寫）

○更改數量：_____本

○停訂

○更改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青春小組

《青春路》要招新血啊~！

聘請全職《青春路》主編

★凡欲“更改地址”、“更改數量”或“停訂”，《青春路》信封上的“地址標籤”
標貼於此，否則無法辦理更改手續。

文橋欲聘請一位全職的《青春路》主編。
若有以下資格，請來電安排面談。

⋯⋯

Z 清楚救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Z 心理輔導學位或相關文憑。
Z 對青少年文字工作有負擔，並有寫作的熱忱與能力。
Z 情緒穩定，有良好人際關係。
Z 有興趣者，請交《青春路》專輯文章一篇。
聯絡：紹遠 ／黃子︱電話：03-92864046︱傳真：03-9286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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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奉獻：RM____________予《青春路》月刊
奉獻請寄至：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或直接存入寫作團契於馬來亞銀行之戶口：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A/C NO：014039 - 222178

讀者索閱表｜奉獻表格

X

The

l

e

e

t

t

r

_

r

p

e

l

y
良運：
嗯⋯⋯我覺得你這建議蠻不錯，只是

To：婷婷主編
琳：

您好。我不知能否給您提供一個建

《青春路》的篇幅有限，讓我跟紹遠好好

 文：青春小組

真要謝謝你那位“老人家”老師，

議，倘若可以，我就直說咯！不知道您是

研究研究，看這段接受耶穌的禱告文要放

你們好！很開心可以看到《青春路》。

因為她將《青春路》介紹給你們看。很高

否可以在《青春路》這本好書裡加插一段

在那裡⋯⋯當然，我們希望讀者可以多向

我每個月都會去煩老師，問她“老人家”

興得知《青春路》給你日常生活帶來正面

接受耶穌基督的禱告文？這樣一來，若有

身邊的親友傳福音，直接帶領要信主的人

《青春路》拿到了嗎？呵呵呵⋯⋯其實，

的影響，記得，要持以恆，別三分鐘熱度

讀者心中有感動想接受耶穌，就不會不知

禱告，又或是請教會的牧師傳道給予協助。

我是一名佛教徒，那我可以看《青春路》

哦！佛教徒也可以看《青春路》，你當然

道該怎麼做了。另外，也是希望如此一舉

嗎？它的內容真的很豐富，看了第70期，

也可以將《青春路》分給想看的朋友，這

可領更多人信主。

我開始學做家務了，看了第72期，我明白

都沒問題。

To：《青春路》工作人員

不能太依賴電腦，這在我日常生活中給了

好了，就此擱筆。

難得你這麼有心要奉獻，好吧，就努

( 婷婷

( 良運

力存錢奉獻吧！J 其實你也不需為無法奉

我很大的幫助。
另外，要向你們說很多個對不起，因

獻而道歉啦，只要你認真做好分內的事，

我零用錢不夠，無法奉獻！sorry！我會開

緊記《青春路》的教導，我們就很happy

始存錢奉獻的，可以嗎？真的很對不起哦！

咯！J

最後，祝《青春路》越做越好！越做
越精彩！

識上帝。

偉倫弟兄：
非常謝謝你的關心和建議，你所說的“
節省郵費”也是我們所關心的，可是處理起

願上帝賜福於你，也希望你可以更認

p/s：我的朋友也很熱愛《青春路》，
我幫她們拿可以嗎？

謝謝你的建議哦！也謝謝你很努力投
稿！J

( 婷婷

來，真的是很困難，而且並不划算 －

To：《文橋》和《青春路》同工
你們好！我個人有個小小的看法，
就是若有人同時想索取《文橋雙月刊》和
《青春路》，那你們就同時寄，這樣你們

(琳

就可以省下很多郵費。雖然這樣做可能會
有很多的不方便⋯⋯
無論如何，還是希望你們會考慮考
秀真：

慮！

妳客氣了。很高興聽到妳說看了《青
春路》一年後仍然喜愛閱讀，並且介紹給
To：《青春路》負責人

( 偉倫

1. 《文橋》和《青春路》的讀者是相當不同
的兩個群體，重的情況不多。
2. 《文橋》是雙月刊，青春路是月刊，出版
的日期也不同，很難配合在一起寄出。
3. 我們用的是郵戳，而不是貼郵票，在處理
上要不斷調整，真的會很困難，可能要花
去同工很多時間，省下來的郵費，還不足
抵消人力的損耗。

朋友及同事。若他們也想擁有自己的《青

不論如何，有你這樣一位熱心的讀者，

在這裡謝謝您們一直寄來的《青春

春路》，不妨建議他們填上索取表格，並

我們很珍惜，也很感恩；真的，如果大部份

路》！我看《青春路》已一年了，這要

寄來，這樣我們就會按他們所填寫的地

的讀者都同時定閱這兩份雜誌，不論怎樣麻

謝謝生命之旅，是他們介紹我認識《青春

址將《青春路》寄上。

煩，我們都一定會想辦法解決這問題，因為

路》的。你們這第74期的《青春路》真的

喔！原來在妳看來，《青春路》龍虎

很好看哦，它是最棒最棒的一期，也是我

榜首是第74期，婷婷知道了一定很高興。

最愛的一期。

妳會喜歡，相信妳傳福音的心志不小吧！

我終於把《青春路》介紹給朋友與同
事看了，他們都很喜歡，而且還想每一期
都收到呢！如果有需要我奉獻的地方可以
聯絡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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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比較划算。

( 錦燕姐

介紹《青春路》給未信者閱讀已經是在傳
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了哦！
至於奉獻嘛......按妳能力及感動吧！
為妳這顆心感恩。

( 慶傑

文橋囍事！

《青春路》專輯特約——慶傑哥哥12月要娶新娘咯⋯⋯
可喜可賀！讀者們，獻上你們的真誠祝福吧！
aug_sep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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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的聖誕禮物！！
价格由RM2.50 起

日

本當代著名作家三浦綾子在
她所著的《十勝山傳奇》中

有這麼一段對白：
“富兒是咋想的呢？”
“好像挺了不起的⋯⋯”
富兒沒有把握似地歪了歪頭。市三
郎用堅定的眼神四下裡打量大家說：

更多聖誕禮物詳情，請翻封底廣告頁查閱

“一個人是不是了不起，不決定於他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英文姓名）
欲訂購 _____ 套《福到聖誕》



套《兩個聖誕願望》

有多少東西，也不決定於他有多少錢。”
拓一泛滑稽愉快的神情，問道：

×（RM 2.50＋＊郵費RM___）＝RM___________

“那麼，窮人更了不起嗎？”

×（RM 2.90＋＊郵費RM___）

大夥兒都笑了。

已售完

正面思想及領悟。
4. 享受—活在當下，享受人生每一刻，
發掘箇中奧妙。
5. 體會—依據自己的價值觀，用心體會
事情的不同層面。
6. 冒險—敢於冒險，從另一角度看待失敗。
7. 寬恕—凡事包容，饒恕那些傷害你的人。
8. 給予—動機正確，主動的協助並成全
對方。
努力培養以上各項價值觀，你將會
有一個璀璨的人生！”
願大家都做一個智者，懂得抓緊人

_____ 套《好消息報不完》

×（RM 2.90＋ 郵費RM___）＝RM___________

“不，錢多錢少，跟人的品格高低

_____ 套《最好的聖誕禮物》

×（RM 2.90＋ 郵費RM___）＝RM___________

沒有關係。不論窮人闊人，既有蠢材，

《聖經》〈哥林多後書〉4章17到

_____ 套《三合一聖誕禮物》

×（RM 4.90＋＊郵費RM___）＝RM___________

又有偉大的。問題不在於眼睛看得見的

18節就說：“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套《聖誕好美》粵語版

×（RM 4.90＋＊郵費RM___）

已售完

東西，更重要的是看不見的東西。”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

套《聖誕好美》華語版

×（RM 4.90＋＊郵費RM___）

已售完

套《聖誕寄情》華語版

×（RM 4.90＋＊郵費RM___）

已售完

套《聖誕寄情》閩南語版

×（RM 4.90＋＊郵費RM___）

已售完

套《聖誕．平安．家》

×（RM 4.90＋＊郵費RM___）

已售完

套《動物話聖誕》

＊

×（RM 3.90＋ 郵費RM___）

已售完

套《真善美聖》

×（RM 3.90＋＊郵費RM___）

已售完

在網絡看到這篇“生命八大價值”，

套《98聖誕書》

×（RM 3.90＋＊郵費RM___）

已售完

提到了很多看不見，但非常寶貴的東西：










＊
＊

_____ 套《蒙福三代》

×（RM 3.90＋＊郵費RM___）＝RM___________

_____ 套《美麗時刻》

×（RM 6.90＋＊郵費RM___）＝RM___________

＊郵購每套另加 RM1·東馬空郵每套另加 RM2

總額：RM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中那些看不見，卻是最重要的事物。

富兒與拓一的爸爸去世了，媽媽

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

又去了外地學手藝，他們跟爺爺過

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日子，生活相當窮苦。然而爺爺市三郎

是永遠的。”

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他告訴孫子
們，金錢不能決定一個人的價值，因為
更重要的是看不見的東西。

你的生命如何？以下有八個價值指
標反映你的人生是成或敗。
1. 誠信—確認自己的優點並接納自己的
缺點。
2. 堅毅—面對人生不同的挑戰。

如果貨源不足，□我願意以相同价格貨品代替 ／□我不同意，要求退款。公司會事先通知。

請將訂購單連同支票 ／匯票一起惠下。信封請注明：郵購“聖誕禮物”。
支票、匯票抬頭請寫：The Bridge Communication Sdn. Bhd. 支票、匯票後面注明寫上“聖誕禮物”及您的姓名。
或直接存入銀行戶口：RHB Bank 2-14174-1000992-3 請務必將收据傳真或郵寄到文橋。

郵購處：

The Bridge Communication Sdn Bhd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92864046 Fax : 603-92864063

更重要的
是看不見的
aug_sep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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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藍白

“爺爺，財主挺了不起嗎？”

3. 信念—是你對世界各樣事情，都需要

文橋輔導熱線電話：03-92877251

9:00 a.m. ~ 12:00 p.m. , 1:00 p.m. ~ 4:00 p.m. 星期二至星期六

 文：信箱姐姐·錦燕

我不是基督徒，
可以向耶
告 ？
琳：
《青春路》有你這樣支持的一位讀者，我們也很開心呢！你說“擔心拿不到”是什麼
意思呢？只要你有把索閱表格寄給我們，我們就會固定地、每一期都寄給你的（當然有時
也會因郵誤而寄不到），你大可以放心。
在此，我們也很樂意回答你的問題：
1 馬來西亞的華人，多半都會說自己是佛教徒。我信主之前也會告訴別人說我是信佛
教的，但我從來沒去過佛堂，頂多只是跟母親到過觀音廟燒香拜拜；如果別人問我
佛教信仰的教導和內容，我卻一點也說不上來，因此只是個名義上的佛教徒而已。
你說你是個佛教徒，是不是也是像我以前這樣呢？其實，除了“向善”之類的普
遍道德觀之外，佛教與基督教的觀點和教導都有很多的不同，對人，對世界，對今
生、來生等等的看法都不一樣，特別是救贖觀，基督教信仰強調恩典，而佛教重
修行自救。因此，一個人不太可能同時接受兩種有相當差異的信仰。你還年輕，可
以繼續探討，明白了解之後，再作決定，天父上帝的雙手永遠為你張開。
2 不管是什麼人或什麼“教徒”，只要是憑信心與誠心向耶穌禱告，祂都會聽到
的；在我還沒有“正式”成為基督徒的時候，我也曾經向祂禱告，而祂也幫助了
我。後來我終於明白祂是真神，才成了“正式”的基督徒。

《青春路》負責人：
大家好！今天很開心又拿到《青春路》了。之前我還擔心會拿不到呢！我看《青春
路》也有一段日子了，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3 1－67期的《春春路》，我可以叫同工幫你找找看，還有的話，會寄給你的（不擔
保每一期都還有剩哦！），可是你得先讓我們知道你的中英文名字和地址啊！不
然，我們怎麼寄呢？

1 我可不可以在信仰佛教的同時，也熱愛基督教呢？

4 當然可以！聖經有很多部份就像看故事一樣，不難懂。而且現今已經有更淺白、更

2 我是佛教徒，可不可以向耶穌禱告呢？怎樣禱告？

現代化的中文譯本，如：現代中文譯本、新譯本等，都很容易讀。如果真的有讀不

3 我是從第68期開始閱讀《青春路》的，要怎樣才可以得到第1－67期呢？		

懂的地方，可以問你的基督徒朋友。如果連朋友也不懂，可以問他們的牧師，牧師
一定很樂意幫助你的。我也建議你跟基督徒朋友到教會去參加一些聚會，更多了解

好想看噢⋯⋯朋友也沒有呢⋯⋯

一些。至於要不要接受這信仰，可以往後再作決定。

4 佛教徒可以看聖經嗎？看不懂怎麼辦？
先謝謝你們回答我的問題，也感謝你們把《青春路》做得那麼棒，祝大家工作愉快。

最後，我也祝你學習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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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阿古

谁是老板？
我

曾經看過一個廣告，大標題寫
：“你可以用你的腦力成

神的旨意，但他成功了嗎？
〈撒母耳記上〉18章12

節很清楚地

掃羅王就覺得安全多了，但事實真的是這

旨意對抗讓他完全失去了內心的平安，尤

樣嗎？不是的，掃羅王這一招好像不奏

其在撒母耳死後他更是失去了屬靈上的依

效，14-16節說神與大衛同在，他越戰越

靠，靈性逐漸下沈，所以當他再次面對非

勇，猶大眾人都喜歡他，這一來反而給掃

利士大軍時，“他⋯⋯就懼怕，心中發

羅王帶來更多的懼怕了。

顫，”最後他墮落得去找交鬼的巫婆，一

為你所要成為的人，得到你所要的！”在

說掃羅王知道神已經離開了他，但對掃羅

當一個人把自己的私欲擺在神的旨

代君王就這樣慢慢地走向滅亡的道路。

大標題下是另一行小字：“神不是要你順

王來說更可怕的是神離開他之後即和大衛

意之上時，私欲就會帶領他做出更多的錯

掃羅王的下場是悲慘的，他非但保不

服他，神要你順服自己。”這句話有問題

同在。換言之，神已選擇了大衛來取代掃

誤，掃羅王開始在兒子和眾人面前表明要

住王位，還和兒子們一起戰死在戰場上。

嗎？乍看起來，這是很有激勵性的廣告。

羅，這對掃羅王來說自然是個壞消息，他

殺大衛，不再考慮自己的地位和尊嚴了。

他有權，有錢，有地位，有影響力，但人

我們不是常說：“有志者事竟成”？甚至

的寶座保不住了！於是他開始動腦筋，接

後來，他雖在兒子約拿單面前起誓不殺大

真的當得了自己的老闆嗎？神才是真正的

說：“人定勝天”，這樣看來，我們都是

下來的幾節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陰謀：

衛，但不出多日，他就勝不過自己，要用

老闆，而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活出神的旨

自己的老闆了。我們決定自己所要的，決

13節，“所以掃羅使大衛離開自己，

槍刺死大衛，接，他也不再用什麼陰

意。反之，一個人就算有權，有錢，有地

定自己的方向，決定自己的前途，那創造

立他為千夫長，他就領兵出入。”掃羅王

謀，而是光明正大地追殺大衛了。在這期

位，有影響力，但生命還是會像掃羅王一

我們的神該扮演什麼角色呢？

的第一招是把大衛推出宮外，把他送到前

間神也插手，神的靈充滿他，阻止他，但

樣沒有平安，然後沒有目標地渡過一個沒

掃羅王也曾經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的老

線去，讓大衛離開王宮越遠越好，大衛在

掃羅王心中只有一個欲望：要當自己的老

有意義的人生。

闆，他為自己的意願作安排，也刻意抗拒

邊疆，總比在王宮里好，沒有了大衛，

闆，而且不斷地被這欲望牽走。與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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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剛考完SPM，今年三月拿了不理想的成績
就打算和同學找學院。過了幾個月以後，很

多同學都找到自己要唸的學院，而我仍在猶豫不決。
某個星期四晚上，正在準備隔天下午少年團契所
要帶領的節目內容，主題是“誠實無偽”，裡面有這麼

依蘭：“有後悔參加成長營嗎？
組員：“沒有，這次的營會是我參加過最好的一次。”
依蘭：“假如再舉辦一次，你會再參加嗎？”
組員：“一定會，不過下次舉辦四天三夜好嗎？三天兩夜不是很夠！”
依蘭：“嚇⋯⋯”

“熱

情”是我對聖母女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營會最後一天，大家在食堂吃午飯，我不禁注意起她們的

一首歌——《放得下，拿得起》。當我不斷練習彈唱

一舉一動，她們各有不相同的性格，言行舉止間展現各自的特色，唯一

時，腦海中就浮現了不久前的一個畫面：導師問我：“

可以肯定的是，我在她們身上找到青澀的臉孔、純真，以及青春活力。

同學朋友都升學了，你會不會看不起自己？”我隨口就

三天兩夜，我發覺自己年輕了，沒有錢財顧慮；沒有工作繁忙；沒

答：“不會啊！”然而，如今回想起來，其實我是非常

有感情枷鎖，一切拋到雲霄外。圍繞在組員之中，我深深體驗到生命有

介意自己不能升學，也很害怕別人看不起自己。原來，

盼望。每一個人都有夢想、目標。曾幾何時，我也是她們當中的一個，

我不放棄升學是因為怕人看不起，但我真的是有心要繼

我也有無限大的夢想，遙遠可及的目標，而現在呢？夢想已過期，目標

續讀書嗎？我是不是虛偽呢？為什麼我那麼在意他人的

已達成，接下來我還能為自己做什麼？這是我要深思的問題！
“小組分享”我把自己的經歷搬出來，人際關係、愛情、挫折⋯⋯

眼光？

面對組員的問答，我覺得自己好像一本書，名叫“未來”。我分享她們

《放得下，拿得起》
副：所以要放下虛假拿起自己

有個地方沒人敢去
因此人人都選擇逃避

別人的眼光不必太去在意

那是戴上面具的心

在祂愛裡我們不必偽裝自己

何時我們的笑容才會真正發自心底？

因為祂愛你 耶穌愛的就是你
耶穌看重的就是因為你是你

有個朋友最能體恤

後、進入大學、踏入社會工作等等。原來我的人生也可以是一本書，一
本屬于自己的書，一本她們可以參閱的書。
“感恩MTV”，我衷心向組員們道謝，謝謝她們的陪伴。這三天兩
夜不僅組員有成長，我發覺自己也成長了。其中一位營員抱我，哭
說：“謝謝你，因為你教會了我許多事物！”這時，我的眼淚不由自主

有一條路沒人繼續

地流下來，因為我覺得自己做到了，做到破解陌生，進入她們的心底世

那是愛你的主耶穌祂為你舍己

因為人人都沒有勇氣

界、摸她們、鼓勵她們，一起互相幫助，感謝上帝！

將祂寶血都全部流盡

那是認識自己的心

感謝主，祂在歌詞中讓我覺悟了！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常臉上有笑容，心
裡卻沒什麼喜樂，那就是戴上面具的心？何時我的笑容才是發自心底？我的確
是沒有勇氣走另一條路，還好這首歌提醒我耶穌能了解并接納我！
透過這首歌，主耶穌安慰了我，所以我要學習放下虛假，面對并接納自
己，也不必太在意別人的眼光，因知道在主的愛裡我不必偽裝自己。
編者的話：感謝主！當然，你一定要努力求上進，不可辜負主恩！

20

還未經歷的未來，她們摸不，碰不到，甚至無法想象。比如遇見愛情

祂能了解并接納真你

何時我們的付出也是為了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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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組長｜王依蘭

 文：偉傑

放得下，
拿得起

2007年3月16-18日怡保聖母女中《精彩人生》成長營

每次營會都有不同的體會，這次也不例外。還未離別，我已經依依
不捨地掉下眼淚，原來我這麼不舍，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
閉幕禮後，大家都回家了，我發現我的小組長站在禮堂中央，注視
我們一大班義工。
依蘭

不
舍
得
离
开

：“你為什麼還站在這裡？不要回家嗎？”

小組長：“沒關係，我家很近，走路就到，有什麼需要幫忙收拾的？”
依蘭

：“怎麼啦！你不捨得離開這裡嗎？”

小組長：“嗯，我從來都沒有去過這麼令人感動的營會⋯⋯”
aug_sep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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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道淺

五星級鼠王

想像這一個畫面：著名餐館偌大的廚

梭，回到童年。他坐在家中的桌邊，嘗

房裡，許多員工在分工合作，配搭無間，

媽媽所預備的早餐⋯⋯。美味勾起童年回

泡製各種美食。這些“員工”是一群老

憶，連準備寫評語的鋼筆都不自覺從手指

鼠，還把嚇得目瞪口呆的衛生檢查官五花

間脫落，掉到地上。他被“征服”了！這

大綁，關在貯藏室！

一段倒拍得傳神巧妙。

影片進入中段，鼠爸爸看到雷米有望
在餐館發跡，勸它“面對現實”，提醒它
人類如何對付老鼠。鼠爸爸指向廚房外面
的黑暗中，有被殺的老鼠成串吊。
導演要觀眾怎樣？同情老鼠？為老鼠
喊冤？責備自己太殘忍？

最後，他寫了一句中肯的評語：“雖
然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偉大藝術家，但偉大
藝術家卻可以來自任何地方。”
老鼠有可能成為人類的朋友嗎？似乎
很難，直到最近看了一篇報導，倒令我大

卡通片。動物與人互動，隱約發出訊息：

跌眼鏡。原來，在非洲岡比亞有某種如貓

動物是人的朋友，人可以從動物學習。是

般大的巨鼠，身長25公分，重至少一公

嗎？

斤。它們嗅覺特別敏銳，經受訓可以找出
電影中老鼠在廚房新手頭上，拔他

埋在地下的地雷，準確度高達96％。掃雷

的頭髮駕馭他一步一步地烹煮。雖拍得滑

工作可以加速，而且人命傷亡大大減少。

稽，但整個畫面表現卻是人被動物所奴

另一方面，它們的體重不至於引爆地雷。

役。那是本末倒置，不好。

比利時一個掃雷技術研究小組，就用了3

但影片有精彩的一段：巴黎最有聲譽

個月培訓了300隻岡比亞巨鼠，編為“掃

的美食評論家伊果，他的一句評語能決定

雷尖兵”！2004年，第一批“畢業”的鼠

餐館的起落，甚至生死。他慕名來到“老

員前往莫三比克進行實地掃雷。預料它們

鼠”餐館，刻薄地說：“給我一份驚喜：

的服務可能擴展到更多國家去。但一

一種具“透視力”（perspective）的美

樣事情：這些巨鼠都是由訓練有素的

食。”這句話叫人莫測高深，或許只可意

掃雷工作者所帶領、指揮與控制的！

會，不可言傳。或許只有他知道要什麼，

我想，那才是真正的“五星級

足他。他下了道“七部成章”式的難題。
甜品端上來了，伊果叉了一片放入口

“老

人的心靈空間，勾起聯想、遐想。

這幾年出現大量迪斯尼製作的動物

或許連他也不知道，只要對方頭痛設法滿

鼠過街，人人喊打。”這是耳熟能詳的俗語。說真的，你在外頭用餐時，最

這透露了偉大作品的特色之一：開闊

鼠王”。
何不動腦筋拍一部“掃
雷鼠兵”的動畫片？

中。眨眼間，伊果的心思經歷急速時空穿

不想看到有老鼠在附近爬。

人類的世界不容老鼠露面，它們只能過“地下”生活。老鼠本來就是骯髒、偷吃、破

壞農作、傳染疾病。14世紀期間的一場鼠疫，全歐洲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
偏偏“五星級鼠王”的主角雷米是夢想當上大廚師的老鼠！
22

The Youth Way

aug_sep2007

aug_sep2007

The Youth Way

23

訂購表格，請翻14頁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已售完

存貨有限，先訂購者先得。貨源售完，建議以相同价格貨品代替（公司會事先通知，不同意者可索退款）。
郵購處：

＊郵購每套另加RM1
＊東馬空郵每套另加RM2
The Bridge Communication Sdn Bhd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92864046 Fax : 603-92864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