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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感動

不要叫我
遇见试探
罪 惡最終帶來痛苦，但人是善忘
不容許的，但人是勇敢的，總為罪抵擋

王載
——棄官傳道的中國著名布道家 鵬程 822

上帝。你我也是善忘並勇敢的，看完了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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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仍會不斷犯罪，可悲⋯⋯
在你的經驗中，最常遇見的試探是
什麼？而最難勝過的試探又是什麼呢？

出版：馬來西亞基督徒寫作團契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Tel：03-92864046 Fax：03-92864063
Website：www.bridge.org.my Email：tingtyw@hotmail.com
輔導電話：03-92877251 星期二至星期六
9:00 a.m.~12:00 p.m. , 1:00 p.m.~4:00 p.m.
承印：Lian Brothers Enterprise Sdn. Bhd.
No. 30, 32 & 34, Jalan Nirwana 37, Taman Nirwana,
68000 Amp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嚴重的警戒，勢必在校內剷除賭球歪風。
針對學府賭球風氣，檳城鍾靈獨中校長吳維誠說，校方將物色一些學生充當臥底，引
誘一些止不住癢的學生下注賭球，一旦他們上勾，校方將採取 嚴厲的懲罰。
“看球不一定要賭球”，賭球是不良的行為，加上學生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誘
惑”，結果導致無心向學。很多學生都知道校規是不允許賭球的，不過，仍有些學生控制
不住，非要賭一手才罷休⋯⋯

星洲日報2008年6月8日

的，總忘記痛苦的教訓；罪惡是上帝絕

少年傳奇

廣告

用“學生臥底”引出賭球的學生、並充公他們的賭注捐作學校福利基金、召見家長及給予

賭博的誘惑可大呢！若陷入賭博的不良行為，還可能導致欠下賭債，毀了
一生哦！

Kisah Benar 2
（吉隆坡15日訊）販毒集團最新的販毒伎倆，竟是“搞大”本地女子的肚子，讓他們

可曾想過，要如何才能勝過？

在出國時，不會引起移民局的注意而放鬆檢查。國際販毒集團跑腿用盡各種花言巧語和金

你，願意勝過這試探嗎？還是潛意

錢誘惑，讓本地女子墮入情網，再幫他們販毒。他們透過網絡認識本地女子，後哄騙女方

識裡希望誘惑出現？
倘若你仍是學生，可曾想過出了社
會後又會面對什麼樣的試探？

出來見面，然後就送她們昂貴的禮物，再慢慢讓她們陷入情網，發生關係，懷孕，最後甚
至協助運毒......販毒集團認為，懷孕的女子比較不容易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更能讓執法單
位在檢查時比較放鬆，他們運毒的成功率就更大咯！

星洲日報2008年7月15日

主耶穌基督在主禱文裡也教導我們
如此禱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金錢、愛情、甜言蜜語，很多人都抵不住這樣的誘惑，你呢？
jan_feb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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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不拿？拿？不拿？

小心！诱惑就在你身旁！

晴兒到鄰班找敏慧拿回自己的課本，那是因敏慧忘了帶，向她借的。
一看，教室內桌子上都是換下的校服，大概敏慧全班都上體育課去了吧！

人常受不住誘惑，以致自己陷入網羅中！誰人不曾面對誘惑？重點就在於當
我們面對誘惑、試探時怎麼做罷了！

接下⋯⋯

你会怎么做？以下是青少年常面對的誘惑，請面對自己，據實作答，好好了解自
己在面對誘惑、試探時往往是得勝或是失敗？

1 晴兒隨手一推，竟給她發現教室門沒鎖好，就徑自走到敏慧的座位上，想自己找了課本拿
回去。敏慧的座位在後方，得經過好幾個座位才到。忽然，晴兒望到一抽屜裡有個錢包，
款式還挺不錯的⋯⋯

2 她左望右望，沒人，就擅自拿了錢包來看。一來，有些好奇心；二來，心想：沒人嘛，要
做什麼都可以！哇！這是誰啊？錢包裡竟有三百多元？

3 看了，想放回去。卻一個念頭閃過，心怦怦地跳。就這樣放回去？亦或是把錢拿走？放回
去，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拿走，自己可是犯了“偷錢”哪！但平白多了三百多元，還真

1 你的確有唸書，也有溫習功課，可考試時 3 獨自逛書局，看到一本書，資料實在豐
就是對自己的作答缺乏信心，如今有機會

富得不得了，正是你要的，看看價錢，

讓你偷瞄鄰座同學的試卷，你會⋯⋯？

一百五十三元？有沒搞錯？太貴了吧！

○ a. 這是不可為的，嚴禁自己這麼做。

○ a. 還是回家好好存錢吧！

○ b. 很掙扎，只看一看罷了，參考參考，

○ b. 書包空空，放得下！真是欺人太

又不是抄他的，沒什麼問題吧！

2 阿明跟你說：“這些網站是免費的，這

不賴。內心的掙扎讓她腦袋裡一陣昏厥⋯⋯

4 這是一場善與惡的交戰。

些‘好料’的書與光碟也是我借你的，

甚，難道窮人就買不起知識嗎？價
碼放得這麼高，我偏一分錢不付就
拿回去！沒人留意，就偷了溜吧！

良心：“不不！聖經教導‘不可偷竊’，‘不可貪婪’，這等事萬萬做不得！”

趁這週末好好‘享受享受’，別再呆呆的

4 身為班長，我是否要向老師坦承自己也

私慾：“聖經有時只供參考用的。哪跟得了這麼多？三百塊哩！機會難得，最多不亂花，

什麼都不懂啦！看了你就和我們一起‘長

有份參與賭球？這會破壞向來在老師心

大’。可別辜負我一番心意哦！”

目中“乖乖仔”的形象啊！還得接受校

對性也感好奇的你會⋯⋯？

方嚴厲的處罰。

○ a. 不！從色情網站、書刊、光碟等得

○ a. 做錯事接受懲罰是應該的，不要包

來的性知識往往都是不正確的，只

庇自己的錯誤，早知如此，別犯錯

會讓自己在情慾裡越陷越深，馬上

才是。

現經濟不景氣，多幾個錢在身也是好的⋯⋯”
良心：“那不是自己的錢，怎可以拿呢？”
私慾：“是這人不謹慎，就當給他拿三百塊上一堂課又如何？還便宜了他呢！”
良心：“這不是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嗎？怎麼可以？”
私慾：“這社會就是這樣現實的，沒聽過人說‘忠忠直直，終需乞食？’這人也的確要受
到教訓呀！”
良心：“萬一讓人發現怎麼辦？到時如何向人交待呀？”
私慾：“拿了就走，誰知道？不去敏慧座位拿書就沒人知道我進過來啦！哎呀！到底拿不
拿嘛？婆婆媽媽的⋯⋯”

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

拿？不拿？拿？不拿？

要撕花瓣做決定？或是丟錢幣做決定？
？
拿 不拿？拿？不拿？
三百元可以買很多很多自己喜歡的東西哦⋯⋯
拿？不拿？拿？不拿？

真是要腦震盪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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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謝絕阿明的“一番心意”。

○ b. 我也是一時貪玩，下不為例就好。

○ b. 哇！好誘人，真是太吸引了，我已

想想，老師知道了會多失望？爸媽

15歲，只看一看不要緊吧！爸媽週

知道了會多難過？有時候是不得不

末都在教會忙事奉，我就趁這好時

說謊啦！

光，佯病留在家裡滿足自己的好奇

* 很明顯的，倘若你的選擇是a的話，你是一個有正確觀

心啦！於是對阿明說：“你不要跟

念，可以抵擋誘惑的人；反之，若你的選擇是b，你可
要小心，得依靠上帝，想盡辦法避免自己陷入試探、誘
惑的網羅中。

別人講我有看呵！”

作弊、偷竊、色情、說謊是青少年常面對的誘惑。
假如你都沒犯上其中的錯誤，希望你好好保守自己不要犯上“第一次”，
因往往犯了第一次就會犯第二次，犯了第二次又會犯第三次⋯⋯一定要小心。
而如果你已有了犯錯的“記錄”，不要灰心，錯了不可再錯，再錯就再改過，

絕不能與罪妥協，也別讓魔鬼欺騙：“你已無藥可救！”
jan_feb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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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面对试探……
约瑟和波提乏之妻（创世记 39:1-21）

耶稣接受试探（马太福音 4:1-11）
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你，免得你的

他禁食了四十晝夜，肚子餓得要命！魔鬼

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牠說：“經上又

就走來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

記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以將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啊！”

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

活，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

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

出的一切話。’”

給你。”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

後來，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

經上記說：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

在聖殿的頂端，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

事奉祂。”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

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說：主

來伺候他。

耶穌用以抵擋魔鬼試探的主要利器就是

上帝的話語。

耶穌熟悉聖經的每一句話，也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祂都心
裡有數。祂沒有因為肉體的軟弱，生理的需要（肚子餓）而屈服；也沒有要特別突顯自己
的特殊身份，滿足自己的虛榮（跳下來讓天使托）來試探上帝；更沒因世上的財物、名
利、地位（萬國的榮華都給你）而掉入陷阱，得罪上帝。
耶穌很了解魔鬼所使用的技倆， 一心一意只聽從、順服上帝的命令，就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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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看這聖經故事時，我都會很佩服
約瑟。約瑟的主人有錢有權，相信不會娶

歡他，派他管理家中大小事務。約瑟長得

個丑八怪為妻，那時的約瑟正血氣方剛，

秀雅俊美。主人的妻子看上他，並以目送

抵擋得了美女的性誘惑可真是不簡單！但

情給他。後來，還天天叫約瑟與她發生關

因敬畏上帝，他寧可得罪人，也不敢得

係，約瑟卻不聽從她，也不和她在一起。

罪神，就算被下在監裡也不哼一聲。換

有一天，約瑟進屋裡去辦事，屋裡沒

是一般人呢？也許早就掉入這粉紅陷阱

人。主人的妻子就拉住他的衣裳，又對他

了，還會有諸多藉口：“是她主動送上門

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把衣服脫下

的哦！”“她是女主人哩，那裡拒絕得

丟在她手裡，趕緊跑到外邊去了。主人的

了？”又或者本想占便宜：“她也是半個

妻子就把約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裡，等

主人，攀上她，一世無憂！”“又沒人

主人回家，就反過來對主人說是約瑟想侵

看見，也不怕她會對主人說，機會難逢

犯她，主人當然生氣，於是將約瑟下在監

嘛！”⋯⋯

裡，約瑟就在那裡坐牢了。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

但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說：‘人

樣，祂勝過誘惑與試探。

約瑟被賣到埃及，住在主人家中，
上帝與他同在，他就事事順利。主人很喜

人們可以給自己一百個犯錯的理由，但約瑟斷然拒絕。他用以勝過試探是上方

寶劍是

快快逃離。色誘？逃吧！

遠避，逃離，也是勝過誘惑的好法。誘惑當前，又或是犯罪的念頭一閃而過時，若
能馬上離開現場，往往就可以避免陷入罪了。只是，我們常“不捨得”逃離罪，不捨得放
棄“罪中樂”啊！

當遇見試探時，要適時地將門關上，並且關緊。
jan_feb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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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决心必胜过它！

2一颗愿意抵挡的心

3善与恶的交战
晴兒：“拿？不拿？拿？不拿？拿，犯罪；

Sally：“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

1先认识，再胜过！
阿強：“我知道不可以吸毒，但吸煙也不
可以咩？”

有，雖知他是好友的男友，就讓
我暫且放下對錯，好好愛一回

不清楚錢包裡有多少錢，就當他
請我這寶貝孫吃快餐好了！”

什麼錯啊？”
明偉：“真的要那麼嚴格嗎？偶爾說說小
謊該不打緊吧？”
清忠：“我又沒沉迷賭博，小賭怡情罷
了，這也不可以？”
很多時候，我們因為觀念不夠正確，

鳳儀：“我的確很想將這占為己有，但這

無可否認，很多時候，罪惡帶來的誘

上帝的話語要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

惑是大的。可以滿足我們的心，是我們向

上的光。基督徒要安守本份，熟讀聖經，

來想追求的，可以讓我們歡愉歡呼。當人

將上帝的話語緊記心頭。我常說：“上帝

願意抵擋誘惑，而誘惑又來到面前時，善

的律法主要目的並非限制人，而是保護人

知道是錯，卻受不了私慾的誘惑。人

與惡的交戰就無法避免，就看我們如何選

啊！”平日讀經禱告靈修的生活不可

若沒有一顆願意抵擋誘惑試探的心，必然

擇罷了。可察覺？罪惡帶來的往往是先甜

無法勝過誘惑。很多人喜歡說：“人是軟

後苦；而勝過誘惑往往則是先苦後甜？

缺，且建議背下對自己有特別影響
的經文，每當面對試探誘惑時，就
用以抵擋魔鬼的詭計，耶穌在世以
上帝的話語勝過試探，就是一個很
好的榜樣！

弱的，我們是人嘛⋯⋯”言下之意，犯錯

良心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燈。〈箴

好像是沒辦法避過，慢慢的，犯錯就會變

言〉20章27節就說：“人的靈是耶和華的

得“沒問題”了。

燈，鑑察人的心腹。”上帝常常藉人的

因此，我們要常問自己：我已預備

良心來提醒人何謂善何謂惡？這“良心”

好抵擋所有的誘惑試探嗎？為主的緣故，

常要我們去黑暗入光明。只是，當人們受

然而，一個被控死刑的殺人犯是不可

我，願意嗎？願意放棄罪中樂嗎？很多人

到誘惑時，往往就會“昧良心”行事，

以對法官說：“殺人要填命的嗎？我不知

就在這裡失敗，因不願意放棄罪中樂，於

不願聽從良心的勸誡。久而久之，良心就

道，所以你不能將我處死！”

是轉頭對上帝說：“就麻煩禰老人家多包

被埋沒了，也意味人開始對罪麻木，落

容一下，等等我，讓我‘犯完’錯再回頭

入黑暗的網羅中。

因為不夠了解聖經，不夠明白上帝的準
繩，以致我們犯了錯還不知。

聖經說：“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
審判！”人犯罪，就一定要面對刑罰。

找禰認罪吧！”你說呢？

讓我們好好禱告，當內心裡的善與

因此，要勝過誘惑，首先必須要熟

千萬不要成為這樣的基督徒：不但

惡交戰時，誓讓良心帶頭，只做對的事，

讀聖經，有正確的思想觀念，並清楚知道

沒打算勝過罪惡，反而還採取主動，尋找

絕不允許自己為了一根火柴而放棄整座森

何為上帝喜悅與不喜悅的事，曉得分辨對

犯罪的機會。他們可能自以為聰明，自以

林。只有眼光短淺者看重一時的快樂，不

錯，也要對罪敏感，看破魔鬼常使用的招

為“賺到”，卻不知己失去了從上帝而來

是嗎？

數技倆，這些都是重要的前提。

更大的祝福，是愚不可及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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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记上帝的话

過得了上帝與自己那關嗎？”

吧！”
泰倫：“只多偷一次，一次就好，爺爺總

玲玲：“我們是真心相愛，婚前性行為有

不拿，又似錯過好機會！So？”

請跟良心走⋯⋯

我將禰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
罪禰。（詩篇119：11）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
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
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
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約書
亞1：8）

不可行惡人的路；不要走壞人的
道。要躲避，不可經過；要轉身
而去。（箴言4：14-15）
jan_feb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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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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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斷強調要勝過試探，但卻常常失敗。失敗了怎麼辦？
且看舊約時代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以色列的大衛王。大衛王是一個合上帝心意的人
（撒母耳上記 13：13-14、使徒行傳 13：22）。可是，他卻在男女關係的試探中失敗了；
再看新約時代一位重要人物，他是耶穌的門徒彼得，在耶穌受審的那天晚上竟然因為害怕
惹禍上身而三次說他不認識耶穌。
他們都得罪了上帝，但上帝還是沒有撇棄他們。《聖經》〈約翰壹書〉2章1-2節
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
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The

Youth Way

中文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戶編號：____________

身份證：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稱謂：○牧師 ○傳道 ○夫婦 ○弟兄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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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訂戶需填寫）

因此，當基督徒在成聖的路上跌倒犯罪時，務必捉緊每個回頭的機會，

靠耶穌基督的寶血，向上帝真心認罪並且悔改！

提示：說實的，當試探來的時候，要勝過它，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幸好《聖經》

教會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訂戶務請蓋章）

告訴我們：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
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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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 10：13）

○《文橋》

數量：_____本（新訂戶需填寫）

○更改數量：_____本

○停訂

所以啊！放心吧！世上沒有一個試探是我們絕對無法勝過的，這是上帝的

○《青春路》數量：_____本（新訂戶需填寫）

○更改數量：_____本

○停訂

允許。上帝讓我們面對風與浪，無非是要我們長得更茁壯茂盛，而不是要

○更改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死！而祂也答應永遠與我們一起面對風與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人說：“放棄犯罪也會帶來痛！”經歷過這種掙扎的人就可以體會。
然而，仍語重心長勸勉各位：別縱容自己，別應允自己隨心所慾，上帝的
律法最終目的是要保護我們，而非約束我們尋找快樂！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各書 4：7）

★凡欲“更改地址”、“更改數量”或“停訂”，
須把《文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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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雅各書1：12）

讓我們一起努力，彼此勉勵，務必勝過試探以贏得上帝所賜
永不朽壞的生命冠冕！

安静时刻……
看了這一期的主題，請讓自己有一小段沈澱的時間，也許我們有一些隱
藏不為人知的罪，請好好思考，認真面對自己，面對上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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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奉獻：RM___________予 ○《文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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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匯票抬頭請寫：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支票、匯票後面注明寫上“奉獻”及您的姓名。
或直接存入銀行戶頭：Maybank Bhd. A/C NO：014039-222178 請務必將收据傳真或郵寄到文橋。

讀者索閱表｜奉獻表格

捉紧每个回头的机会！

The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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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婷：
致：《青春路》、《文橋》主編室

寒星：

 文：青春小組

好久沒投稿了，不知大家都好嗎？

謝謝你這麼愛《青春路》，能讓讀者

冠霖：

主內平安。

平安。

好久沒寫信給你們了，你們都好嗎？希望

真的很謝謝你那麼努力投了那麼多稿

各位繼續往標竿直跑！隨信附上幾篇稿件，希

給我們！看了很開心哦！只是字數可能少

結束。而我是越來越愛上《青春路》了。

當然，最開心的一定是紹遠和婷婷啦！

望可以解決《青春路》的稿荒問題吧！一次過

了些，我們會盡量將適合的刊登！可以的

因為它讓我的生活過很很充實。我學到很

因為他們為《青春路》付出最多！你是長期

收這麼多稿件是不是嚇到你們呢？我呀，就是

話，來稿字數最好在600-800字之間。但

多，領受很多，也得到很多啟示。

讀者，應該知道他們是如何在忙碌中擠出時

新年太得空了，就安排時間寫稿咯！我不知道我

你不用那麼客氣，你竟在新年期間給我們

只是，令我煩惱的是至今我都還沒收

間來兼顧《青春路》的；而當我們不能按

所寫的稿應該投在那一個版位，也不知字數符合

寫稿，我們感動都來不及呢！你也不需要

到《文橋》，我已填好表格了，但盼啊盼

期出版的時候，也希望你能體諒和忍耐。

你們的要求嗎？如有不當之處，還請見諒哦！

擔心該投在那個版位，盡管寫來就好，我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2008年也將

的，痴痴地等，仍舊沒收到，希望好消息
快快到啦！

有所學習和領受，我們感到很欣慰。

至於《文橋》，如果你有寄來表格，

老實說，收到第83期的《青春路》時，我

應該會有收到才對。《文橋》是雙月刊，

蠻驚訝的，因為我那位中國筆友的信件被刊登

們自會處理！
經濟不好，文橋收到的奉獻往往受到

另外，我想認識《青春路》18歲以上

如果你表格寄出後2個月還收不到，會有

在裡頭了，不知他看了以後會有什麼想法呢？

影響，希望大家多多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的讀者，可以嗎？我想和大家互相認識並

可能是寄失了。你可以來信詢問，或撥電

我很感謝同工們願意幫他解答難題，《青春

我們都要好好學習依靠仰賴上帝，讓上帝

交流⋯⋯

話（03-02864046，月儀姐妹），或電郵

路》萬歲！

自己帶領我們渡過這經濟紅海！J

(寒星
（對不起，我不想放真名，筆名可以嗎？）

（bridgelky@yahoo.com.tw），確定我們
有收到你的資料。
記得要註明真實姓名與郵寄地址。

(燕姐姐

致：《青春路》的同工們
嗨！你們好！感謝主保守你們每一位同
這是我第三次給你們寫信了，以此

宣教士，有神學背景與工作經驗是更好的。

還有，想問你們，《青春路》如今是不是3個

《青春路》並沒正式由月刊改為季

上帝愛你們！

，以創意的方式教導讀者，這使《青春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非耶和華建造城

路》更貼近青少年的心。

池，建造的人就枉然警醒。神的同在與帶

在此，願《青春路》的同工們繼續努

領，《青春路》才能走到今天。謝謝你的

力，尋找更多更好更棒的題材來編寫《青

奉獻，表達了你對神的感恩，以及你對

春路》。我也奉獻一些金錢給《青春路》

《青春路》這事工的支持。歡迎你繼續來

，同時，也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有錢出

信，讓我們看到在《青春路》貼近青少年

錢，有力出力，一同為《青春路》打氣！

的心之時，也看到讀者貼近《青春路》。

我們也會好好為你們禱告，求上帝供應你

謝謝你的代禱，盼望我們在各自的事奉崗

們一切所需。

位上，都體會事奉的甘甜。

jan_feb2009

工，是不是與一位進修牧師修同樣的課程呢？

刊，基本上，還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月出
一期，所以現在都在趕工咯！J
大家一起加油吧！

(婷婷

工，一定要加油哦！
源漢，

路》都會一一道出現今青少年的“病毒”

The Youth Way

是要看該宣教機構的要求吧！當然，要當

大雨時放棄了你們？各位《青春路》的主內同

你好。是的，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

12

進修牧師同樣的課程？這我不清楚，我想這

最後，我想問的是，如果想參與宣教事

們遇到挫折時想放棄，請想想上帝何曾在大風

時，我都覺得它的內容實在太精彩，且讓

(源漢

路》事工啦，不然的話我就沒《青春路》看咯！

非常感謝你們對《青春路》的付出！當你

表示我對你們的支持。每當翻《青春路》
我更明白《聖經》的真理。每期的《青春

你問想參與宣教事工，是不是要修與

月才出一期呢？

有《青春路》
免疫就不再怕
“病毒”來侵
襲啦⋯⋯

工並順利出版一冊又一冊超棒的《青春路》！

如今，經濟不好，希望不會影響到《青春

(慶傑

報告！
組長

(冠霖

Hello！很高興
有
机會參與制做
《青
春路》！希望
你們
繼續支持咯！

這期《青春路》有點不一樣！

有發覺這期《青春路》封面比較可愛麼？
哈哈！這次紹遠收了個徒弟——惠敏。這期封面就由徒弟設計，有沒有
耳目一新呢？她是學院派來實習3個月⋯⋯之前曾在文橋活動部當營會義
工，現在是美術部義工。（紹遠：“嘿嘿！我可以輕鬆一陣子咯⋯⋯”）下期封面
主題也由她來設計，敬請期待！
jan_feb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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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橋輔導熱線電話：03-92877251

 文：信箱姐姐·婷婷

信箱姐姐：
《青春路》真的是非常棒！裡頭的內容和文章真的非常適合青少年人，也幫助了我許
多。有一些問題想問問你們，希望你們能回答我的問題：
a）文橋還會在實兆遠南華國中辦生活營嗎？
b）我是一名基督徒，要怎樣才能向同學傳福音呢？
c）有時候我總覺得很煩惱，生於單親家庭的我很難找到傾訴對象，請問文橋有輔導
熱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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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上帝心意
的基督徒

d）最後，我想建議《青春路》多開一個版位給“性教育”課題。青少年往往對性有
好奇與疑惑，我希望《青春路》能給予一個健康的平台讓少年人了解“性”。還

d）“性教育”課題也是《青春路》關注的一個課題，但卻不會特定設制一個版位給
它，然而讀者若有相關的問題，可隨時寫信到青春信箱，我們自會幫你們解答。

有，我們能自慰嗎？

致於自慰這課題，我知道這常是困擾青少年男女的問題。據統計，男性約有90%

再一次，想給你們最大的肯定，《青春路》加油！
Pk(y)5103 上

有這習慣，而女性則約有60%。可見，自慰是相當普遍的事，但這卻不代表這
是受鼓勵的事！倒是讓人知道，要做到思想完全清潔是不容易的。聖經裡並沒有
直接談到自慰，因此，有些人並不接受把自慰列入“犯罪”。從醫學角度來說，

Pk(y)5103：
你好。你這什麼名字嘛！叫起來怪怪的（一笑）J

自慰行為是一個自然生理常會歷經的階段，特別是在青春期更為明顯。但基督徒

好，就讓我一一回答你的問題：

仍認為這是不合信徒體統的事。之所以不要青少年有自慰的行為，主要是因“自

a）文橋目前沒接到實兆遠任何學校的邀請主辦營會。

慰”容易使人產生淫念，人在自慰時常有一性幻想的對象，這就是犯罪了。《聖

b）身為基督徒，在校要有好品行，有喜樂的心，有助人的意願，有機會就主動為主

經》〈馬太福音〉5章28節，耶穌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

做見證，講講主耶穌在世的事，說說聖經的教導，並善用一些傳福音的工具，如

他犯姦淫了。”所以啊，自慰者往往都犯了姦淫罪。而自慰者往往都有罪惡感，

四律，福音橋等。也學習鼓起勇氣邀請朋友參加團契或一些福音聚會。相信這都

覺得自己污穢不潔。仔細想想，我們仍有許多更重要更應該把心思意念擺在其中

是基督徒學生可做的事。很難得你有一顆願意傳福音的心，就從較要好的朋友開

的事，因此，必須求上帝幫助我們，學習自我控制，並且要有毅力離開自慰的行

始吧！傳福音最基本就是要讓對方知道人人都有罪，罪使人與上帝隔絕。耶穌基

為。我想，自慰也絕非上帝喜悅的事吧！好好培養正當的愛好和高尚的情操，擴

督來到世上，為我們的原故，被釘死在十字架，他用自己代替了我們的罪。人人

大人際、生活的圈子，遠離色情書刊、影片，相信都有助我們脫離自慰的行為。

都可以藉禱告接受耶穌作我們生命的救主。之後，他若願意，你就可以帶領他

我知道，有自慰習慣的人一旦單獨在一封閉的空間時就很容易產生自慰的念頭，

禱告信主。當然，很多時候，一旦打開了信仰話題，對方就會問很多有關或無關

因此，建議當念頭產生的一剎那，馬上離開封閉的空間！

的事，所以，信徒本身要對上帝有一定的認識，求主賜智慧應對，若真遇上我們
不清楚的問題時，不可自作聰明亂答一通，應該回去請教教會長牧才是。
c）建議你好好處理與面對自己的問題和心情。嘗試敞開自己，多交一些好朋友。你
沒細說你的家庭情況，所以我不知道你與家人的關係如何？怎麼說單親家庭很難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
平。”（提摩太後書2章22節）我們不是喜歡唱屬靈高調，而是更願在這漫長成聖
的路程中挑戰自己，操練自己，好成為一個合上帝心意的基督徒⋯⋯
最後，祝福你，靠主得勝、喜樂！
信箱姐姐

找傾訴對象？文橋的輔導熱線是03-92877251，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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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房子House on a Rock
 文：黃慶傑

Cheok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
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馬太福音 ：
）
7
24-27

 圖：Anne

16

歷

史中登基三天，龍椅還未坐暖就遭民叛變的以色列王羅波
安，相信從沒想過自己可創下如此“豐功偉績”，幾句話就

導致眾叛親離，分裂了被公認為固若金湯的以色列王國。“禍從口出”
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如此下場，其一因素可歸咎于羅波安交錯朋友。
該群少年人極大可能是與羅波安一同長大的宮中貴族少年，常年于
宮內，不解民間疾苦。抑或他們已了解這昔日太子，今日圣上的羅波安
哈哈哈！花
這樣多時間測
量看圖做麼？！

看我！可以
休息咯⋯⋯
你還沒完成
！

脾氣及個性，就索性投其所好，也不去多想後果之嚴重性。
有句話說：“朋友是一面鏡子，友情之厚薄與彼此間所發揮的影響
力成正比。”《圣經》說：“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也說：“與智
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與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可見，遠離豬
朋狗友，也是交友之道，因近“豬”者“吃”呀！
以智慧去結交智慧之友，是擇友其一重要條件。一個有智慧的人必
然敬畏上帝，也喜歡與敬畏上帝的智慧者交往。這乃人以群分，因生命
素質不同的人不能深交而成為知己。因此，一個人與神的關系會影響他

終於
完成！

The Youth Way

跟什麼人交往。如約書亞及迦勒，相信他們在面對群眾的壓力時，必然
彼此扶持鼓勵，對全能的上帝堅信不移。此外，智慧也使人曉得與人相
處時，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比如：抄襲功課、考試作弊，這些都非
智慧者所為。凡帶目的又或是另有企圖與人交友者，必然非出真誠，

嗯！

這種建立在利益上的友情，不要也罷！智慧使我們曉得帶眼識人，否
則，不懂選友，則招來損友。
朋友間必須彼此相愛。《圣經》說：“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
難而生。”以上帝的愛持續不斷相愛，并能患難見真情，這種友情，假
不了。有句話說：“損友如影：太陽高掛，影子在後；夜幕低垂，影子
無蹤。”比喻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非真正的朋友。大衛及約拿單就

哇！

谁

是

朋
友

是典型可共患難的摯友。約拿單縱知上帝揀選大衛為王，不與其父掃羅
救命

啊！

站同一陣線，其父企圖謀害大衛以保王位，約拿單卻處處維護大衛，說

?

服父親勿殺他，並幫助大衛躲避掃羅王的殺害。人生難得有個約拿單，
但要求別人成為我們的約拿單之先，我們必須先學習成為別人的約拿單。
交友不慎，可導致人生一事無成，甚至“傾國傾城”，羅波安就是
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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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跑吧！少年！

出版社：文橋出版社

年12月15日，我吃過午飯后，就把骨頭丟給養在家后面的小狗當零
食。我相信每個愛狗者在給狗喂食物時，看見狗儿開心的樣子，自己

葉文傑

 文：新生戰士

 文：Daniel

2008

作者：謝繡幼

也會開心，我當然也不例外。
有一次，我見那只小狗啃骨頭啃得那么開心，就伸手想摸它，誰知它以為我這個施舍
骨頭給它吃的主人要搶它的骨頭，結果手還沒到它身上，它的頭已經朝向我，開始向我“
炫耀”它的牙齒，還加以那恐怖的聲音，似要威脅我好讓我別再碰它。為了試探這只小狗
是否真的會咬人，我拿了一只木棍挑了挑它，它還是以為我要搶它的食物，很緊張地往我
手中的木棍咬下去，我不停地挑它，它就不罷休地咬，還蠻有勁的，木棍差點要從我手中
讓它拉脫。咬了几下，手中的木棍被咬得稀爛，這時我才發覺到，這只小狗，跟其它的狗
不一樣。其它的狗，當主人給它們東西吃時，不管主人怎么打扰，它們都不會對主人凶，
我這只狗就不同了，給它東西吃，不管是主人或是外人，它都不希望在吃東西時受到任何
干扰，甚至會帶食物离遠些，不讓別人有机會搶走。
這件事讓我想到基督徒的奉獻。天父將一切賜給我們，但當天父要求我們獻回給祂
時，我們時常也會像我家那只小狗般，凶天父、不愿意獻回給天父。人們往往把天父賜給

常

跑吧！少年！

听人說人生就像一場戲。那么

個案五是一名自暴自棄的學生，在他

電影有黃金時期，人生道路中

6歲時，雙親离异他就開始与祖母生活。

有嗎？我認為：當然有，就是少年時期嘛！

祖母离世后，他成了學校里的“問題學

少年時期是最“勇”的人生階段，但

生”。經過開導後，他成功雙贏。贏得大

同時也是最容易受其他人事物影響的時刻。

學學位及贏得友誼。少年人啊，真的不要

我曾經跟一個小女孩分享我的糖果，當我向她要回糖果時，她豪不猶豫，我很開心，

此書有幾個少年個案，透過這些個案能更了

輕易自暴自棄！

當然，也很喜歡這位小朋友。相信大家也知道，我開心，并不是能分得她的糖果吃，而是

解少年人的問題，同時可藉此多關愛他們。

箇案六就是對少男誘惑不淺的課題。

我們的東西全都占為己有，而忘記了這一切原是祂的，是祂所賜的！

她那顆愿意的心。同樣情形，天父也會為我們愿意獻上的心感到高興，祂不需要我們的東
西，但卻看重我們奉獻的心⋯⋯
我喜歡在生活當中，体會上帝要給我的經歷，領悟上帝要教導我的功課。愿這則我家
小狗的故事，能跟大家共勉。

我家 小狗

“跑吧！少年！”一書裡總有9個個

作者強烈表示色情片是碰不得的，因一碰

案。個案一是談到現在少女常存在的問

就難以自拔了。她也列出少年為何要游覽

題，那就是在网絡上“拍拖”。那到底可否

色情网站的原因，并設下思想區讓我們能

在网絡上“拍拖”呢？作者表示不鼓勵，

自我檢討，並教導如何防止色情傷害。

因在网絡上許多人都用隱秘的身份與人交

個案八是我認為不可忽視的，那就是

往。往往我們無法清楚知道對方是誰以及對

希望能得到朋友的認同及人際關系問題。

方的來曆，所以网絡戀情潛存很多危机！

作者在此設下測驗讓我們能自我了解并教

個案二是談到現代少年的上网成癮問

導如何善用言語交朋友。最后，作者以“

題！有好些人，在网上游覽，玩線上游戲

向人表達內心所想時，必須關心對方的感

到一個忘我、忘渴、忘餓、忘困的地步！

受；因只要有關怀和愛心，就能体會別人

我曾見過身邊朋友3天2夜不眠不休，通宵

的情感”作為結束。

達旦地玩网上遊戲，真令人難以置信。作

個案九就是精神分裂症課題。這讓我

者在此列出上网成癮的坏處并給与小測驗

們更了解何為精神分裂症，其病因及它的

讓我們能自我檢討。她建議若面對此問題

种類。作者也建議凡想了解此病的，不妨

又無法自拔時，就要尋求輔導員的協助。

觀看榮獲奧斯卡影片的《美麗人生》（A

個案四是關於憂郁症。作者在此讓我
們知道何謂憂郁症以及如何去面對并設下
憂郁量表供參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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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道淺

過去它輕易將鐵柵拉開，讓女主人逃
走；但在紐約，它的頭卡在公園鐵柵之間，
幸虧一群鴿子好心叫它把頭歪一歪，才脫

一個主題：真與實非常重要！
在現實中，太多聲音告訴我們，要相

不見狂風掃落葉的氣勢⋯⋯。它凝視鎖頭，

信自己有潛能、夠棒，要盡情享樂。很少人

想望它不久就起火燃燒，卻不見如此發生。

告訴我們人生應該怎樣，不可做甚么，以免

它一直相信的閃電形胎記也是印上去的。

自誤。這不是很像起初的波特，活在一個片

甚么超能吠聲、超溫視覺，都不管用。

面的“影城”世界嗎？你相信眼前一切都夠

波特終于明白真相：它被打造成超能

真了嗎？或你真的不在乎真或假？

甚么是真實的呢？只有一樣：賓妮對它

我們過去如何狂妄調皮都好，總需要
相信一些真的東西。

的愛！盡管米頓揶揄它天真，勸它別想

神給了我們祂的話語──聖經。聖經

望電影世界還找得到真情，波特卻歸

中有十誡和律法。為什么？只因人有罪性，

心似箭。

行為需要律法的約制。人若逾越界限，就要

波特失蹤后，賓妮一直悶悶不

自招苦果。

樂。波特不只是電影拍擋，更是她疼

主耶穌說過：“你的話就是真理。”

愛的玩伴。結果，制片人找來一只與

神的話語揭露人的實相：我們都得罪了神，

波特神似的小白狗，使片集能繼續拍下

無法靠自己脫離，需要救主赦免和潔凈罪。

去。但賓妮心中總惦念波特。
然而，這小白狗只是外表像波特，卻
沒有它嫉惡如仇的特性。拍攝進行中，它不

這

電影固然有夸張之處，但卻成功突現

困。一次，它向樹上的貓施展超能吠聲，卻

狗，受利用，包括它付出的真情。它還剩下

返璞归真
的历程

“我們不干！”被轟下車。

耶穌說話也多次以這句為開始：“我實實在
在告訴你們⋯⋯。”你能聽到那份真心誠意
的愛嗎？

是戲中戲：女主人賓妮與小白狗波特（Bolt）在逃跑，一群歹徒在后窮追⋯⋯

小心打翻了油燈，火迅速蔓延，影城陷入一

他還說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最后，他們被人多勢眾的敵人包圍了，情勢危急。波特的一聲怒吠，竟揚起一

片火海。波特正好回到影城，聽到賓妮的求

命；若不借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救聲，奮勇奔入火場，狂吠聲引起消防員注

我們不需要如波特般，橫越千里才悟

陣核爆般的雲浪，敵人的直升機、炮兵和騎士完全被沖散。
真是雷霆威力無法擋！

意，就把賓妮救出來。

他們是高收視率電視片集Bolt的主角。波特是製片人打造的英雄，雷霆吠聲是它的賣

賓妮總算與波特團圓。制片人看見波

點。只是，波特相信它真有超能力。它忠心耿耿保護賓妮，甚至回到車房休息還時刻提

特回來，也沒多關心，給它一些實在的愛，

防“敵人”來襲。它沒有電影與真實世界二分的觀念。

卻商業腦筋動得快，立刻游說賓妮母親，如

製片人正是要它這樣想──為求逼真自然，他不要波特知道它在演戲。這樣可以保證

出真相，我們只要肯翻開聖經⋯⋯

何發展片集新橋段，卻被母親一聲怒斥：

收視率高企。因此，波特的活動范圍嚴限于影城，晚上就回車房。
有一天，他意外跳出車房，走出影城。在混亂中，他被工人封在塑料箱，搬上大卡車
⋯⋯
重見天日時，它已身處摩天樓林立、陌生的紐約！它挾持一只見慣世面的貓米頓帶它
回影城，尋找賓妮。在漫長的路程中，他發現自己其實平凡不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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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整理：鵬程

左圖 王載與FEBC
（良友電台）員工合照。
右圖 與當年的華人差
傳領袖合影：左起王峙、
翟輔民、王戴、趙世光。

王載早年傳道的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未讀經，不進早餐”。
No Bible, No breakfast 意思就是說早餐之前先讀圣經，不要先管吃飯的事情。

王載
1898-1975年

棄 官 傳 道

的 中 國 著 名 布 道 家

中

國著名布道家，王載博士幼年

他雖不反對，心里卻抱定不管牧師怎樣

于福州的一個大家庭里，人口

講，都以不聞的方法來應付。

耶穌的降生作時代的分隔線。王載相信他

處），新加坡的陸中信，呂宋的繆紹訓，

不只是一位好人，更是他切想認識的一位。

來到香港的魏光禧等人，皆蒙主重用，他

她妻子介紹過去在學校的一位教師領

們把福音從自己的家鄉福州向外傳開，真

他查經，由新約開始。及至他讀到登山寶訓

正是“自立”、“自養”、“自傳”。

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神給他們在耶路撒冷訓練之后，王載

的時候，頓悟到自己內心的不洁，而耶穌

在1928年應加拿大宣教士翟輔民牧師之

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他遂接

邀，往南洋一帶傳道，也到過香港、廣洲，

受他作救主。從此他便愛讀圣經，一生的生

主領培靈會；并北至蒙古、滿州，西至西

活事業，都靠它指引。神開了他的眼睛，

藏邊界傳福音。當時的印尼華僑只忙于生

他便以“未讀經，不吃早飯”作座右銘。

意打算盤，不明白真道。在王載到達時，

1921年，他在江貞軍艦擔任大副工

因為有一位舞蹈明星也去听道，報上居然刊

雖多，卻無一人是基督徒。九歲的時候，

婚后第一個禮拜日，他与妻子一同往

作的時候，讀到〈以賽亞書〉五十二章

登：“宗教与舞蹈”，他們說：“因為華僑

他把別人送給父親的一本漆布面的圣經，

禮拜堂聚會，牧師所講的，他全不明白，

11、12兩節：“离開吧⋯⋯要從其中出

生活孤單寂寞，現在有王先生來講天堂屬

用作集郵簿，并不閱讀。十四歲去上海讀

但對于散會前所唱的圣詩，卻深受感動。

來⋯⋯各要自洁。”他知道這正是神對他

靈的事，又有一位舞蹈家來獻藝，也非常

書時，跌斷左腿，在醫院療養期，思考人

心想一般的人，沒有一個愿与“閻羅王”

的呼召，他乃毅然放下海軍的前途，專門

難得，所以對之都感歡迎。”這真令他啼

生問題，對于人的來源，是由猴子變成？

相近，而基督徒則愿与耶穌相親，相信這

傳道。他既未受正式的神學訓練，又沒有

笑皆非，這正是世人的寫照。

抑或由六道輪回？這些思考都沒有結果。

位神一定是十分和藹可親的。招待人員在

任何差會支持，只憑一腔熱誠，与對神的

由于一方面南洋有极大的需要，另

后來他到山東煙台海軍學校攻讀，待

散會后与他握手時，他的妻子請他們為王

信心，跟隨信心偉人的腳蹤。他和一班比

方面他看到中國教會不應當一直是受而不

遇不錯，卻使他大膽揮霍，喝酒、賭錢，

載禱告，說他還沒有信主。他心里暗暗發

他年輕的人，手里拿鈴，背一箱福

施，所以他把以前組織的“南洋布道團”

有時還寫信回家索取金錢，沉迷罪中竟不

笑，以為信不信在于自己，難道別人的禱

音單長和小冊，身上穿寫了“信耶穌得

改為“中華國外布道團”，他自己來往美

自知。煙台海軍學校畢業以后，又去吳淞

告能使我相信嗎？

救”，“耶穌快再來”等類顯著字句的衣

國，澳洲，香港等地，為主不辭老苦，廣
傳福音。

海軍學校深造，接便在軍艦上服務。

在路上他想起：自從1807年英國宣教

服，以吸引人注意。他們搖鈴，唱詩，走

這時他已經訂婚，未婚妻在美以美會

士馬禮遜把福音傳到中國以后，基督教在

過熱鬧的街市，以淺顯的道理傳福音，收

的華南學校讀書，她听美國安汝慈教士講

中國創辦了學校、醫院、孤儿院等許多慈

效頗大。

道而信主，就寫信勸他去禮拜堂听道，他

善事業。從果子認識樹，他想耶穌一定是

在這班人之中，有他的弟弟王峙（后

弟弟王峙牧師在安息禮拜中，用“主拯救

心里不高興，回信時只敷衍几句。在他們

一位好人。再進一步，他想到世界上偉人

來做“圣經報”的主筆，也是有名的傳道

他，主選召他，主使用他，主保守他”這四

舉行婚禮時，女方堅持用基督教的儀式，

雖多，卻不揀其他英雄作歷史的紀元，反以

人）、倪柝聲（后來創辦了基督教聚會

句話，作為主對他，他對主的一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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