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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介介介介        紹紹紹紹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掀起妳的蓋頭來掀起妳的蓋頭來掀起妳的蓋頭來掀起妳的蓋頭來    第一頁  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    第二頁 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仰與傳承仰與傳承仰與傳承仰與傳承    第三頁  石心變肉心石心變肉心石心變肉心石心變肉心    第四四四四頁 豐富的預備豐富的預備豐富的預備豐富的預備    第六六六六頁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退退退退修修修修會會會會雜雜雜雜錦錦錦錦    第八八八八頁 

 磐磐磐磐    石石石石 

   教 會 通 訊教 會 通 訊教 會 通 訊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零一七年八月二零一七年八月二零一七年八月 

                                古古古古人常言人生在世有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露人常言人生在世有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露人常言人生在世有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露人常言人生在世有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他鄉遇故知他鄉遇故知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洞房花燭夜洞房花燭夜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金榜題名金榜題名金榜題名時時時時。。。。但物移星轉但物移星轉但物移星轉但物移星轉﹐﹐﹐﹐世事變遷世事變遷世事變遷世事變遷﹐﹐﹐﹐不知如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否還保有當年的這份雅興與不知如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否還保有當年的這份雅興與不知如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否還保有當年的這份雅興與不知如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否還保有當年的這份雅興與情懷情懷情懷情懷。。。。古時婚禮之日古時婚禮之日古時婚禮之日古時婚禮之日﹐﹐﹐﹐新娘鳳冠霞帔新娘鳳冠霞帔新娘鳳冠霞帔新娘鳳冠霞帔﹐﹐﹐﹐頭蓋面紗頭蓋面紗頭蓋面紗頭蓋面紗﹐﹐﹐﹐直到在洞房要面對夫君時直到在洞房要面對夫君時直到在洞房要面對夫君時直到在洞房要面對夫君時﹐﹐﹐﹐才揭起蓋頭才揭起蓋頭才揭起蓋頭才揭起蓋頭與良人相見與良人相見與良人相見與良人相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從此緣定終身從此緣定終身從此緣定終身從此緣定終身。。。。洞房花燭之大喜洞房花燭之大喜洞房花燭之大喜洞房花燭之大喜﹐﹐﹐﹐莫非緣之於此吧莫非緣之於此吧莫非緣之於此吧莫非緣之於此吧。。。。                                        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在聖經的教導中在聖經的教導中在聖經的教導中在聖經的教導中﹐﹐﹐﹐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也類似婚姻關係也類似婚姻關係也類似婚姻關係也類似婚姻關係。。。。舊約中舊約中舊約中舊約中「「「「雅歌雅歌雅歌雅歌書書書書」」」」因基督對人的聖愛因基督對人的聖愛因基督對人的聖愛因基督對人的聖愛﹐﹐﹐﹐無以名之無以名之無以名之無以名之﹐﹐﹐﹐所以聖靈以婚姻之愛來作比擬所以聖靈以婚姻之愛來作比擬所以聖靈以婚姻之愛來作比擬所以聖靈以婚姻之愛來作比擬。。。。在新約中在新約中在新約中在新約中﹐﹐﹐﹐主耶穌更主耶穌更主耶穌更主耶穌更直接了當的用直接了當的用直接了當的用直接了當的用「「「「十個童女十個童女十個童女十個童女」」」」的故事來比喻婚姻的故事來比喻婚姻的故事來比喻婚姻的故事來比喻婚姻（（（（馬太馬太馬太馬太 25252525 章章章章）。）。）。）。                                    上個世紀的屬靈偉人上個世紀的屬靈偉人上個世紀的屬靈偉人上個世紀的屬靈偉人﹐﹐﹐﹐陶恕牧師陶恕牧師陶恕牧師陶恕牧師（（（（A.W. TozerA.W. TozerA.W. TozerA.W. Tozer））））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著作在他的著作「「「「渴慕神渴慕神渴慕神渴慕神」」」」中告訴我們中告訴我們中告訴我們中告訴我們﹐﹐﹐﹐““““蓋蓋蓋蓋頭頭頭頭””””其實是一種遮攔其實是一種遮攔其實是一種遮攔其實是一種遮攔﹐﹐﹐﹐就是我們的自我就是我們的自我就是我們的自我就是我們的自我。。。。就像隔在新娘與新郎之間就像隔在新娘與新郎之間就像隔在新娘與新郎之間就像隔在新娘與新郎之間的帕子的帕子的帕子的帕子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是我們與神中間的真實阻礙是我們與神中間的真實阻礙是我們與神中間的真實阻礙是我們與神中間的真實阻礙。。。。陶恕直言道陶恕直言道陶恕直言道陶恕直言道﹐﹐﹐﹐若要在今世得若要在今世得若要在今世得若要在今世得着着着着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就必須要求神親就必須要求神親就必須要求神親就必須要求神親自自自自““““把我們把我們把我們把我們「「「「己己己己」」」」的生命的帕子從頭頂裂開的生命的帕子從頭頂裂開的生命的帕子從頭頂裂開的生命的帕子從頭頂裂開﹐﹐﹐﹐如同主在十架上讓聖殿的幔子裂開一樣如同主在十架上讓聖殿的幔子裂開一樣如同主在十架上讓聖殿的幔子裂開一樣如同主在十架上讓聖殿的幔子裂開一樣””””。。。。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我們才能直接朝見主面我們才能直接朝見主面我們才能直接朝見主面我們才能直接朝見主面﹐﹐﹐﹐坦然與神同行坦然與神同行坦然與神同行坦然與神同行。。。。                                        本期本期本期本期「「「「磐石磐石磐石磐石」」」」首篇刊登首篇刊登首篇刊登首篇刊登﹐﹐﹐﹐英語堂董溥強牧師的文章英語堂董溥強牧師的文章英語堂董溥強牧師的文章英語堂董溥強牧師的文章：「：「：「：「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父母父母父母父母與子女之間有代溝與子女之間有代溝與子女之間有代溝與子女之間有代溝﹐﹐﹐﹐古今中外皆然古今中外皆然古今中外皆然古今中外皆然。。。。傳統華人與下一代也有明顯的不同傳統華人與下一代也有明顯的不同傳統華人與下一代也有明顯的不同傳統華人與下一代也有明顯的不同。。。。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在教養的在教養的在教養的在教養的過程中如何拿捏是一門重要功課過程中如何拿捏是一門重要功課過程中如何拿捏是一門重要功課過程中如何拿捏是一門重要功課。。。。董溥強牧師在文中對中國父母有許多寶貴的分析與董溥強牧師在文中對中國父母有許多寶貴的分析與董溥強牧師在文中對中國父母有許多寶貴的分析與董溥強牧師在文中對中國父母有許多寶貴的分析與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傳統華人基督徒的人生傳統華人基督徒的人生傳統華人基督徒的人生傳統華人基督徒的人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何在何在何在何在﹖﹖﹖﹖光宗耀祖呢光宗耀祖呢光宗耀祖呢光宗耀祖呢？？？？還是傳還是傳還是傳還是傳宗宗宗宗接代接代接代接代？？？？溫英幹弟兄將這麼溫英幹弟兄將這麼溫英幹弟兄將這麼溫英幹弟兄將這麼一個大題目在一個大題目在一個大題目在一個大題目在「「「「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仰與傳承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仰與傳承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仰與傳承華人傳統文化中的信仰與傳承」」」」一文中一文中一文中一文中﹐﹐﹐﹐用簡明的講解用簡明的講解用簡明的講解用簡明的講解﹐﹐﹐﹐深長的愛心深長的愛心深長的愛心深長的愛心﹐﹐﹐﹐指指指指出出出出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信仰信仰信仰信仰與傳與傳與傳與傳承承承承何何何何去去去去何從何從何從何從。。。。                                    過過過過往三往三往三往三年年年年﹐﹐﹐﹐張張張張師母在教師母在教師母在教師母在教會帶領會帶領會帶領會帶領的的的的「「「「天路小組團契天路小組團契天路小組團契天路小組團契」」」」幫助幫助幫助幫助許多許多許多許多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在在在在信仰信仰信仰信仰生命中生命中生命中生命中成長成長成長成長。。。。張琦姐妹認張琦姐妹認張琦姐妹認張琦姐妹認真真真真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聞聞聞聞過知過知過知過知改改改改﹐﹐﹐﹐操練饒操練饒操練饒操練饒恕恕恕恕﹐﹐﹐﹐她她她她的的的的「「「「石心變肉心石心變肉心石心變肉心石心變肉心」」」」就是一篇有就是一篇有就是一篇有就是一篇有力力力力的見的見的見的見證證證證。。。。                                    教教教教會每會每會每會每年年年年暑假為孩暑假為孩暑假為孩暑假為孩子們子們子們子們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暑暑暑暑期聖經期聖經期聖經期聖經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鄭茵姊妹去鄭茵姊妹去鄭茵姊妹去鄭茵姊妹去年年年年攜攜攜攜女同女同女同女同往往往往，，，，自自自自己己己己也也也也參加參加參加參加了了了了為家長為家長為家長為家長們們們們準備準備準備準備的的的的專專專專題題題題，，，，獲益獲益獲益獲益良多良多良多良多。「。「。「。「豐富的預備豐富的預備豐富的預備豐富的預備」」」」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的的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與分與分與分與分享享享享！！！！                                         有一首有一首有一首有一首歡快歡快歡快歡快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疆民疆民疆民疆民歌歌歌歌︰︰︰︰““““掀掀掀掀起起起起妳妳妳妳的蓋頭來的蓋頭來的蓋頭來的蓋頭來””””﹐﹐﹐﹐在歌在歌在歌在歌舞聲舞聲舞聲舞聲中中中中﹐﹐﹐﹐新郎面對新郎面對新郎面對新郎面對美貌美貌美貌美貌新娘新娘新娘新娘﹐﹐﹐﹐鼓鼓鼓鼓勵她把勵她把勵她把勵她把遮攔的蓋頭遮攔的蓋頭遮攔的蓋頭遮攔的蓋頭掀開掀開掀開掀開﹐﹐﹐﹐期能一期能一期能一期能一睹芳容睹芳容睹芳容睹芳容﹐﹐﹐﹐共度共度共度共度良良良良辰美景辰美景辰美景辰美景。。。。時時時時光匆匆光匆匆光匆匆光匆匆﹐﹐﹐﹐歲月歲月歲月歲月如歌如歌如歌如歌﹐﹐﹐﹐流流流流年似年似年似年似水水水水﹐﹐﹐﹐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短暫寄居短暫寄居短暫寄居短暫寄居的世上的世上的世上的世上﹐﹐﹐﹐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們也能像新娘一我們也能像新娘一我們也能像新娘一我們也能像新娘一樣勇敢樣勇敢樣勇敢樣勇敢的揭起蓋頭的揭起蓋頭的揭起蓋頭的揭起蓋頭﹐﹐﹐﹐撕開封閉撕開封閉撕開封閉撕開封閉自自自自私私私私的的的的老老老老我我我我﹐﹐﹐﹐抬抬抬抬起頭來起頭來起頭來起頭來﹐﹐﹐﹐坦然坦然坦然坦然誠誠誠誠實的面對神實的面對神實的面對神實的面對神﹐﹐﹐﹐與主同行與主同行與主同行與主同行﹐﹐﹐﹐共度共度共度共度一生一生一生一生﹐﹐﹐﹐該該該該是多是多是多是多麼美好麼美好麼美好麼美好。。。。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人面對生人面對生人面對生人面對生死死死死大多是大多是大多是大多是恐懼恐懼恐懼恐懼不不不不安安安安。。。。宋末宋末宋末宋末名名名名臣臣臣臣文文文文天祥被俘後天祥被俘後天祥被俘後天祥被俘後以以以以詩詩詩詩明明明明志志志志︰︰︰︰「「「「人生自古誰無人生自古誰無人生自古誰無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死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對生他對生他對生他對生死誠死誠死誠死誠然有然有然有然有深刻認識深刻認識深刻認識深刻認識。。。。然然然然而而而而﹐﹐﹐﹐使使使使徒保徒保徒保徒保羅卻羅卻羅卻羅卻更有屬更有屬更有屬更有屬天天天天的的的的領受領受領受領受﹐﹐﹐﹐他他他他說說說說：「：「：「：「無論是生無論是生無論是生無論是生、、、、是死是死是死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因我活著就是基督因我活著就是基督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我死了就有我死了就有我死了就有益處益處益處益處。。。。」」」」保保保保羅最後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羅最後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羅最後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羅最後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壯哉壯哉壯哉壯哉﹗﹗﹗﹗    保保保保羅最羅最羅最羅最終的人生終的人生終的人生終的人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是是是是““““與基督同在與基督同在與基督同在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好得無比好得無比好得無比””””。。。。                                                                        生生生生為為為為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願願願願主也主也主也主也幫助幫助幫助幫助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掀掀掀掀起起起起““““蓋頭蓋頭蓋頭蓋頭””””﹐﹐﹐﹐破碎破碎破碎破碎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老老老老我我我我””””﹐﹐﹐﹐在人間過得在人間過得在人間過得在人間過得勝勝勝勝的的的的生生生生活活活活﹐﹐﹐﹐豐盛豐盛豐盛豐盛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天天天天﹐﹐﹐﹐當我們當我們當我們當我們結束結束結束結束這這這這短暫短暫短暫短暫的的的的客旅客旅客旅客旅時時時時﹐﹐﹐﹐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盼望盼望盼望盼望““““帕子帕子帕子帕子””””已裂開已裂開已裂開已裂開﹐﹐﹐﹐攔攔攔攔阻阻阻阻已已已已不在不在不在不在。。。。這世這世這世這世界已界已界已界已非我非我非我非我家家家家﹐﹐﹐﹐天天天天門門門門為為為為我我我我打開打開打開打開﹐﹐﹐﹐天使呼召迎迓天使呼召迎迓天使呼召迎迓天使呼召迎迓﹐﹐﹐﹐我們得以我們得以我們得以我們得以歡欣鼓舞歡欣鼓舞歡欣鼓舞歡欣鼓舞的面對主的面對主的面對主的面對主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大喜之日大喜之日大喜之日大喜之日﹐﹐﹐﹐美夢成美夢成美夢成美夢成真真真真﹐﹐﹐﹐與主同在與主同在與主同在與主同在﹐﹐﹐﹐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好好好好得無比得無比得無比得無比﹗﹗﹗﹗◇◇◇◇                                        - 文字部文字部文字部文字部  -                                                                                                                                                                                                                                                                                                                                                                                                                                                                             

                                                                                                                        掀起妳的蓋頭來掀起妳的蓋頭來掀起妳的蓋頭來掀起妳的蓋頭來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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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從從從 1982 年到年到年到年到 1989 年有一個電視單元劇年有一個電視單元劇年有一個電視單元劇年有一個電視單元劇「「「「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家庭關係」，」，」，」，由由由由 Michael	J.	Fox 主主主主演演演演。。。。劇劇劇劇情的主情的主情的主情的主軸軸軸軸是一對是一對是一對是一對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於自於自於自於自由嬉皮由嬉皮由嬉皮由嬉皮時代的父母時代的父母時代的父母時代的父母，，，，但有一個非常傳統的但有一個非常傳統的但有一個非常傳統的但有一個非常傳統的兒兒兒兒子子子子，，，，由由由由 Fox 主主主主演演演演。。。。    
	

									今今今今天天天天，，，，我我我我看看看看見一個相見一個相見一個相見一個相反反反反的情的情的情的情況況況況。。。。我我我我看看看看見非常傳統的父母見非常傳統的父母見非常傳統的父母見非常傳統的父母，，，，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兒兒兒兒女女女女卻卻卻卻是是是是採取先進採取先進採取先進採取先進的的的的、、、、自自自自由由由由的的的的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有有有有些些些些父母很父母很父母很父母很規律規律規律規律的的的的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教教教教會聚會會聚會會聚會會聚會，，，，他們也他們也他們也他們也帶帶帶帶著子女著子女著子女著子女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教教教教會會會會的的的的兒兒兒兒童童童童或青少或青少或青少或青少年年年年節目節目節目節目。。。。這這這這些家長些家長些家長些家長常常常常問問問問教教教教會會會會的的的的領領領領袖袖袖袖，，，，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長長長長大大大大後會支持後會支持後會支持後會支持同同同同性戀性戀性戀性戀、、、、婦婦婦婦女女女女可可可可自自自自己選擇墮胎己選擇墮胎己選擇墮胎己選擇墮胎、、、、相相相相信進化論信進化論信進化論信進化論以以以以及反及反及反及反對對對對死刑死刑死刑死刑？？？？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認為將認為將認為將認為將孩孩孩孩子子子子帶帶帶帶到教到教到教到教會會會會，，，，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會會會會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傳統的傳統的傳統的傳統的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我的一個我的一個我的一個我的一個簡單答案簡單答案簡單答案簡單答案是: 是: 是: 是: 傳統的父母將孩子帶到教會是不足夠抗衡孩子們在公立學校系統的自由派教育傳統的父母將孩子帶到教會是不足夠抗衡孩子們在公立學校系統的自由派教育傳統的父母將孩子帶到教會是不足夠抗衡孩子們在公立學校系統的自由派教育傳統的父母將孩子帶到教會是不足夠抗衡孩子們在公立學校系統的自由派教育的的的的。。。。        
									馬馬馬馬利蘭州利蘭州利蘭州利蘭州是是是是美美美美國國國國較較較較自自自自由化由化由化由化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州州州州。。。。過過過過去去去去四十四十四十四十七七七七年中年中年中年中只產只產只產只產生了生了生了生了兩位共和黨兩位共和黨兩位共和黨兩位共和黨的的的的州長州長州長州長，，，，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九九九九年來年來年來年來沒沒沒沒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位共位共位共位共和黨和黨和黨和黨的的的的參議員參議員參議員參議員，，，，連續六次連續六次連續六次連續六次的的的的總總總總統統統統選舉都選舉都選舉都選舉都是是是是推選民推選民推選民推選民主主主主黨黨黨黨的的的的候選候選候選候選人人人人（（（（華華華華盛頓郵報盛頓郵報盛頓郵報盛頓郵報，，，，2014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華華華華盛頓郵報論述員盛頓郵報論述員盛頓郵報論述員盛頓郵報論述員保保保保羅羅羅羅．．．．施瓦茨曼施瓦茨曼施瓦茨曼施瓦茨曼（（（（Paul	Schwartzman））））的的的的說法說法說法說法，，，，蒙哥蒙哥蒙哥蒙哥馬馬馬馬利郡較整利郡較整利郡較整利郡較整個馬個馬個馬個馬利蘭州利蘭州利蘭州利蘭州又又又又更自更自更自更自由由由由派派派派些些些些。。。。    
	

									我們教我們教我們教我們教會會會會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們大多在子們大多在子們大多在子們大多在蒙哥蒙哥蒙哥蒙哥馬馬馬馬利郡利郡利郡利郡的的的的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就就就就讀讀讀讀。。。。他們一他們一他們一他們一天七小天七小天七小天七小時接時接時接時接觸觸觸觸到自到自到自到自由由由由主主主主義義義義的的的的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再再再再加加加加上上上上平均平均平均平均每天三小每天三小每天三小每天三小時的作時的作時的作時的作業業業業及及及及閱讀閱讀閱讀閱讀，，，，這這這這樣樣樣樣一一一一週週週週有有有有五五五五天天天天。。。。每每每每週週週週有有有有五五五五十十十十小小小小時時時時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教教教育育育育。。。。這與這與這與這與每每每每週週週週參加將參加將參加將參加將近近近近三小三小三小三小時時時時的教的教的教的教會兒會兒會兒會兒童童童童節目節目節目節目、、、、青少青少青少青少年年年年節目節目節目節目、、、、主日主日主日主日學及學及學及學及敬拜等敬拜等敬拜等敬拜等是是是是難難難難以以以以抗衡抗衡抗衡抗衡的的的的。。。。        
									每每每每週五週五週五週五十十十十小小小小時對時對時對時對抗抗抗抗三小三小三小三小時時時時。。。。想想想想想想想想看看看看十二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二年累積累積累積累積下來的下來的下來的下來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孩孩孩孩子們若接子們若接子們若接子們若接受較受較受較受較自自自自由由由由派派派派的的的的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對我們不對我們不對我們不對我們不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值值值值得得得得驚訝驚訝驚訝驚訝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除除除除非非非非家長刻家長刻家長刻家長刻意意意意在在在在家家家家裡裡裡裡從從從從孩孩孩孩子們子們子們子們早早早早年就年就年就年就開開開開始始始始教導他們有關教導他們有關教導他們有關教導他們有關墮胎墮胎墮胎墮胎、、、、同同同同性戀性戀性戀性戀、、、、同同同同性性性性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及進化論及進化論及進化論及進化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的的的議議議議題題題題，，，，不然不然不然不然將孩將孩將孩將孩子們子們子們子們寄寄寄寄託託託託教教教教會會會會的的的的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是不是不是不是不足夠抗衡足夠抗衡足夠抗衡足夠抗衡來自來自來自來自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的的的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這是我們這是我們這是我們這是我們孩孩孩孩子子子子思想思想思想思想變得更自變得更自變得更自變得更自由由由由前前前前進進進進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這也這也這也這也呼呼呼呼籲籲籲籲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們要更們要更們要更們要更警覺警覺警覺警覺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孩孩孩孩子們在子們在子們在子們在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的的的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要事要事要事要事先先先先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對這對這對這對這些議些議些議些議題如何教導題如何教導題如何教導題如何教導，，，，並且並且並且並且與子女與子女與子女與子女討討討討論論論論如何在如何在如何在如何在學校為學校為學校為學校為神神神神發發發發聲聲聲聲。。。。        
										許多許多許多許多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因著教因著教因著教因著教育育育育的緣故的緣故的緣故的緣故搬搬搬搬到馬到馬到馬到馬利蘭州利蘭州利蘭州利蘭州。。。。在在在在某些某些某些某些方方方方面這是面這是面這是面這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例例例例如教導如何如教導如何如教導如何如教導如何尊尊尊尊重不同的人重不同的人重不同的人重不同的人群群群群，，，，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家家家家長長長長們常們常們常們常沒沒沒沒有有有有覺查覺查覺查覺查到在到在到在到在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教教教育育育育中自中自中自中自由由由由主主主主義思想義思想義思想義思想的的的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美美美美國的國的國的國的東北東北東北東北及及及及西岸西岸西岸西岸是是是是較較較較充滿充滿充滿充滿自自自自由由由由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的的的地地地地帶帶帶帶，，，，同時也同時也同時也同時也是是是是亞裔亞裔亞裔亞裔人人人人口口口口較較較較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對一個傳統的對一個傳統的對一個傳統的對一個傳統的亞裔亞裔亞裔亞裔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生生生生活活活活在一自在一自在一自在一自由由由由主主主主義思想濃厚義思想濃厚義思想濃厚義思想濃厚的的的的地方地方地方地方是一很大的是一很大的是一很大的是一很大的挑戰挑戰挑戰挑戰。 。 。 。 ◇◇◇◇    

兒女教育應即早從家庭開始 

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傳統父母與現代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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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傳統文化中的 華人傳統文化中的 華人傳統文化中的 華人傳統文化中的 ————    

信仰與傳承信仰與傳承信仰與傳承信仰與傳承    
溫英幹溫英幹溫英幹溫英幹    

在在在在約約約約翰翰翰翰····本本本本仁仁仁仁的名著的名著的名著的名著《《《《天路天路天路天路歷歷歷歷程程程程》》》》一書中一書中一書中一書中敘敘敘敘述述述述主主主主角角角角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女基督女基督女基督女基督徒徒徒徒」」」」，，，，在一間在一間在一間在一間屋裡屋裡屋裡屋裡看看看看見一個人見一個人見一個人見一個人手裡手裡手裡手裡拿著一拿著一拿著一拿著一把把把把糞耙糞耙糞耙糞耙，，，，眼睛眼睛眼睛眼睛只只只只朝下面朝下面朝下面朝下面注視注視注視注視，，，，只只只只顧顧顧顧把把把把地地地地上的上的上的上的稻草稻草稻草稻草、、、、細枝細枝細枝細枝和和和和塵土耙塵土耙塵土耙塵土耙到自到自到自到自己己己己前前前前面面面面。。。。屋屋屋屋主對主對主對主對她她她她解釋解釋解釋解釋說說說說：「：「：「：「那那那那把把把把糞糞糞糞耙指耙指耙指耙指這人對世這人對世這人對世這人對世俗俗俗俗之物的之物的之物的之物的慾慾慾慾望望望望，，，，只只只只顧顧顧顧把把把把地地地地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東西搜刮東西搜刮東西搜刮東西搜刮起來起來起來起來，，，，不不不不去去去去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他在他在他在他上面上面上面上面手手手手持天持天持天持天國冠國冠國冠國冠冕者向冕者向冕者向冕者向他他他他說說說說的的的的話話話話。」。」。」。」                                        這這這這則寓則寓則寓則寓言告訴我們言告訴我們言告訴我們言告訴我們，，，，有有有有些些些些人人人人只只只只顧地顧地顧地顧地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榮榮榮榮華華華華富富富富貴貴貴貴或成或成或成或成就就就就，，，，不不不不會抬會抬會抬會抬頭頭頭頭往往往往上上上上看天看天看天看天國的國的國的國的榮榮榮榮耀耀耀耀冠冠冠冠冕冕冕冕，，，，對華人有關人對華人有關人對華人有關人對華人有關人生生生生目目目目的的傳統的的傳統的的傳統的的傳統信仰而信仰而信仰而信仰而言言言言，，，，值值值值得我們得我們得我們得我們深深深深思思思思。。。。本文本文本文本文將將將將從從從從信仰觀信仰觀信仰觀信仰觀點切入點切入點切入點切入，，，，來來來來探討探討探討探討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信仰和信仰和信仰和信仰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對人生對人生對人生對人生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看法看法看法看法的的的的異異異異同同同同，，，，進而鼓勵進而鼓勵進而鼓勵進而鼓勵大大大大家家家家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只只只只顧地顧地顧地顧地上的事上的事上的事上的事，，，，而而而而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思念思念思念思念天天天天上的事上的事上的事上的事，，，，教導教導教導教導好好好好子女子女子女子女，，，，並並並並把信仰把信仰把信仰把信仰更更更更好好好好地地地地傳傳傳傳承承承承給給給給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西西西西三三三三 2222）   ）   ）   ）           
華人傳統信仰之人生目的華人傳統信仰之人生目的華人傳統信仰之人生目的華人傳統信仰之人生目的                                        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信仰認為信仰認為信仰認為信仰認為人一生人一生人一生人一生奮鬥奮鬥奮鬥奮鬥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或目標或目標或目標或目標））））有四有四有四有四方方方方面面面面：：：：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傳傳傳傳宗宗宗宗接代接代接代接代、、、、祖祖祖祖功功功功宗宗宗宗德德德德及光耀及光耀及光耀及光耀門門門門楣楣楣楣；；；；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是是是是希希希希望望望望子女能子女能子女能子女能成成成成龍龍龍龍成成成成鳳鳳鳳鳳，，，，其其其其目目目目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讓讓讓讓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及家及家及家及家族增族增族增族增光光光光（（（（註註註註 1111）。）。）。）。這種這種這種這種信仰信仰信仰信仰表表表表現在許多華人現在許多華人現在許多華人現在許多華人為兒為兒為兒為兒子子子子取取取取名名名名字字字字，，，，用用用用光宗光宗光宗光宗、、、、耀宗耀宗耀宗耀宗、、、、光祖或耀祖光祖或耀祖光祖或耀祖光祖或耀祖的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很多。。。。                                        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指指指指個人在世上個人在世上個人在世上個人在世上成成成成就非就非就非就非凡凡凡凡，，，，為宗為宗為宗為宗族爭族爭族爭族爭光光光光，，，，使祖宗使祖宗使祖宗使祖宗顯顯顯顯耀耀耀耀。。。。傳傳傳傳宗宗宗宗接代接代接代接代指指指指家家家家室室室室一代一代傳下一代一代傳下一代一代傳下一代一代傳下去去去去，，，，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繼繼繼繼承承承承祖祖祖祖業業業業，，，，延延延延續後續後續後續後代代代代。。。。因此華人傳統是因此華人傳統是因此華人傳統是因此華人傳統是「「「「不不不不孝孝孝孝有有有有三三三三，，，，無無無無後為後為後為後為大大大大。」（。」（。」（。」（《《《《孟孟孟孟子子子子》》》》離婁離婁離婁離婁篇篇篇篇）。）。）。）。                                        祖祖祖祖功功功功宗宗宗宗德指德指德指德指古代古代古代古代王王王王朝朝朝朝，，，，尊崇始尊崇始尊崇始尊崇始祖或開祖或開祖或開祖或開國之君國之君國之君國之君為祖為祖為祖為祖，，，，其其其其後後後後繼繼繼繼位位位位的有的有的有的有德德德德之君之君之君之君為宗為宗為宗為宗（（（（因此有因此有因此有因此有唐高唐高唐高唐高祖祖祖祖、、、、宋宋宋宋太太太太祖祖祖祖、、、、唐唐唐唐高高高高宗宗宗宗、、、、宋宋宋宋太太太太宗宗宗宗等等等等封封封封號號號號）））），，，，總總總總稱稱稱稱為祖宗為祖宗為祖宗為祖宗，，，，也也也也形形形形成成成成祭祀祭祀祭祀祭祀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的傳統的傳統的傳統的傳統。。。。清清清清明明明明掃墓掃墓掃墓掃墓，，，，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祖先祖先祖先祖先，，，，成成成成了了了了祖宗祖宗祖宗祖宗功功功功德德德德信仰信仰信仰信仰的傳的傳的傳的傳統統統統習習習習俗俗俗俗。（。（。（。（或或或或稱稱稱稱祖祖祖祖德德德德流芳流芳流芳流芳。）。）。）。）                                        光耀光耀光耀光耀門門門門楣指楣指楣指楣指人一人一人一人一旦旦旦旦顯顯顯顯達達達達，，，，得到得到得到得到榮榮榮榮華華華華富富富富貴貴貴貴，，，，家家家家門門門門也也也也跟跟跟跟著有著有著有著有光光光光彩彩彩彩。。。。門門門門楣指正楣指正楣指正楣指正門上門上門上門上方方方方的的的的粗木橫樑粗木橫樑粗木橫樑粗木橫樑，，，，古代古代古代古代只只只只有朝有朝有朝有朝廷官吏廷官吏廷官吏廷官吏所所所所居居居居的的的的府邸府邸府邸府邸才能有門才能有門才能有門才能有門楣楣楣楣，，，，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庶庶庶庶民民民民是是是是不許有的不許有的不許有的不許有的，，，，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可可可可以以以以說說說說過過過過去光宗耀祖去光宗耀祖去光宗耀祖去光宗耀祖的的的的最最最最高級高級高級高級是作是作是作是作大大大大官官官官，，，，後後後後來來來來泛指泛指泛指泛指有有有有成成成成就的人就的人就的人就的人衣錦衣錦衣錦衣錦還鄉還鄉還鄉還鄉，，，，甚至甚至甚至甚至建建建建立豪立豪立豪立豪宅宅宅宅，，，，表示表示表示表示為家為家為家為家族爭族爭族爭族爭光光光光，，，，也是也是也是也是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實的實的實的實質表質表質表質表現現現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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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耀祖最終目的應是榮神益人光宗耀祖最終目的應是榮神益人光宗耀祖最終目的應是榮神益人光宗耀祖最終目的應是榮神益人                                        以上四種以上四種以上四種以上四種目目目目的中以的中以的中以的中以光宗耀祖為光宗耀祖為光宗耀祖為光宗耀祖為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信仰信仰信仰信仰的的的的最最最最高追高追高追高追求求求求，，，，因因因因為後三為後三為後三為後三種種種種都都都都隨附隨附隨附隨附在在在在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目目目目的上面的上面的上面的上面。。。。但這但這但這但這些些些些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目目目目的主要還是的主要還是的主要還是的主要還是聚聚聚聚焦焦焦焦在人在世上的在人在世上的在人在世上的在人在世上的成成成成就就就就，，，，包括榮包括榮包括榮包括榮華華華華富富富富貴貴貴貴；；；；甚至甚至甚至甚至古人古人古人古人所所所所謂謂謂謂「「「「三三三三不不不不朽朽朽朽————————立德立德立德立德、、、、立立立立功功功功、、、、立立立立言言言言」」」」，，，，還是還是還是還是指指指指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最最最最高境高境高境高境界界界界仍仍仍仍是世上的是世上的是世上的是世上的成成成成就就就就（（（（指樹立德指樹立德指樹立德指樹立德行行行行、、、、樹立樹立樹立樹立功功功功業業業業及及及及樹立樹立樹立樹立言言言言論論論論）。）。）。）。                                        從聖經的從聖經的從聖經的從聖經的觀觀觀觀點點點點來來來來看看看看，，，，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確確確確要要要要追追追追本本本本溯源溯源溯源溯源，，，，紀紀紀紀念念念念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祖先祖先祖先祖先（（（（如以如以如以如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人人人人及及及及華人華人華人華人都都都都有有有有編製族譜編製族譜編製族譜編製族譜的傳統的傳統的傳統的傳統）。）。）。）。但但但但由由由由於人類的於人類的於人類的於人類的始始始始祖祖祖祖是神是神是神是神按照祂按照祂按照祂按照祂的的的的形象形象形象形象所所所所創造創造創造創造的的的的，，，，「「「「亞亞亞亞當是神的當是神的當是神的當是神的兒兒兒兒子子子子」（」（」（」（路三路三路三路三 5555）））），，，，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追追追追本本本本溯源溯源溯源溯源，，，，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的的的源源源源頭頭頭頭最最最最高點應高點應高點應高點應該該該該是是是是創造創造創造創造人類的神人類的神人類的神人類的神。。。。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的的的的最最最最終終終終目目目目的的的的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是是是是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                                        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可可可可以從十以從十以從十以從十誡誡誡誡（（（（摩西摩西摩西摩西帶領帶領帶領帶領以以以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人人人人出埃出埃出埃出埃及及及及時神時神時神時神頒給頒給頒給頒給以以以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人的十人的十人的十人的十條誡條誡條誡條誡命命命命，，，，參參參參見見見見出出出出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歸納歸納歸納歸納成為兩成為兩成為兩成為兩個個個個誡誡誡誡命命命命看看看看出出出出來來來來：：：：人要人要人要人要「「「「盡心盡心盡心盡心、、、、盡盡盡盡性性性性、、、、盡盡盡盡力力力力、、、、盡意盡意盡意盡意愛主愛主愛主愛主你你你你的神的神的神的神；；；；又又又又要愛要愛要愛要愛鄰舍鄰舍鄰舍鄰舍如同自如同自如同自如同自己己己己。」（。」（。」（。」（路路路路十十十十 22227777，，，，又又又又見太二二見太二二見太二二見太二二37373737----40404040或可或可或可或可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22229999----31313131））））也也也也可總結為可總結為可總結為可總結為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與愛人如神與愛人如神與愛人如神與愛人如己己己己（（（（或或或或榮榮榮榮神神神神益益益益人人人人）。）。）。）。                                        人生人生人生人生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目目目目的在於的在於的在於的在於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是基督教神是基督教神是基督教神是基督教最最最最基本的教基本的教基本的教基本的教義義義義之一之一之一之一。。。。威敏斯德威敏斯德威敏斯德威敏斯德大要大要大要大要理理理理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WeWeWeWestminststminststminststminster er er er LaLaLaLarrrrgggger er er er CatCatCatCateeeechism,chism,chism,chism,    1648)1648)1648)1648)    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問問問問題是題是題是題是：「：「：「：「人最主要人最主要人最主要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麼最崇高的目的是什麼最崇高的目的是什麼最崇高的目的是什麼    ((((WWWWhathathathat    isisisis    ththththe e e e chichichichieeeeffff    andandandand    highhighhighhigheeeestststst e e e endndndnd o o o offff    man)man)man)man)？？？？」」」」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是是是是：：：：「「「「榮耀神及永遠以祂為樂榮耀神及永遠以祂為樂榮耀神及永遠以祂為樂榮耀神及永遠以祂為樂。。。。」（」（」（」（或或或或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及享受及享受及享受及享受神神神神。）（。）（。）（。）（參兩參兩參兩參兩處處處處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林前林前林前林前十十十十 31313131，，，，「「「「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或或或或吃吃吃吃或或或或喝喝喝喝，，，，無無無無論論論論做做做做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都都都都要要要要為為為為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而而而而行行行行。」。」。」。」及詩及詩及詩及詩篇篇篇篇七三七三七三七三 25252525----22226666，，，，「「「「除除除除祢祢祢祢以外以外以外以外，，，，在在在在天天天天上我有上我有上我有上我有誰誰誰誰呢呢呢呢﹖﹖﹖﹖除除除除祢祢祢祢以外以外以外以外，，，，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也也也也沒沒沒沒有所愛慕的有所愛慕的有所愛慕的有所愛慕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肉體肉體肉體肉體和和和和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心腸衰心腸衰心腸衰心腸衰殘殘殘殘；；；；但神是我但神是我但神是我但神是我心裡心裡心裡心裡的的的的力力力力量量量量，，，，又又又又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福福福福分分分分，，，，直到直到直到直到永遠永遠永遠永遠。」）。」）。」）。」）當我們以當我們以當我們以當我們以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為為為為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目目目目的的的的，，，，隨隨隨隨之之之之而而而而來的自然是過來的自然是過來的自然是過來的自然是過討討討討神喜神喜神喜神喜悅悅悅悅的生的生的生的生活活活活，，，，「「「「無無無無論論論論做做做做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都都都都要從要從要從要從心裡做心裡做心裡做心裡做，，，，像是像是像是像是給給給給主主主主做做做做的的的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給給給給人人人人做做做做的的的的，，，，」（」（」（」（西西西西三三三三 22223333））））並且盡並且盡並且盡並且盡力幫助力幫助力幫助力幫助別別別別人人人人————「「「「各各各各人不要人不要人不要人不要單單單單顧顧顧顧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事的事的事的事，，，，也要也要也要也要顧別顧別顧別顧別人的事人的事人的事人的事，，，，」（」（」（」（腓腓腓腓二二二二 4444）））），，，，成為成為成為成為榮榮榮榮神神神神益益益益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天天天天國子國子國子國子民民民民。。。。        
光宗耀祖之根源在於榮耀神光宗耀祖之根源在於榮耀神光宗耀祖之根源在於榮耀神光宗耀祖之根源在於榮耀神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許多中國古許多中國古許多中國古許多中國古籍籍籍籍的的的的記載記載記載記載，，，，古代華人是古代華人是古代華人是古代華人是敬拜敬拜敬拜敬拜「「「「神神神神」」」」的的的的（（（（或或或或上帝上帝上帝上帝，，，，雖雖雖雖然對然對然對然對祂祂祂祂的屬的屬的屬的屬性性性性不不不不清清清清楚楚楚楚）；）；）；）；之之之之後後後後，，，，只只只只有有有有天天天天子子子子（（（（皇皇皇皇帝帝帝帝））））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祭祀祭祀祭祀祭祀天天天天地地地地（（（（上帝上帝上帝上帝）））），，，，諸侯諸侯諸侯諸侯祭祀祭祀祭祀祭祀社稷社稷社稷社稷（（（（地方地方地方地方之神之神之神之神）））），，，，庶庶庶庶民只民只民只民只能能能能祭祀祭祀祭祀祭祀祖先祖先祖先祖先（（（（註註註註 2222）。）。）。）。一一一一般般般般百姓百姓百姓百姓可可可可能能能能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將光宗耀祖將光宗耀祖將光宗耀祖將光宗耀祖作作作作為為為為人生人生人生人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但我們可可可可以以以以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的的的的根根根根源源源源其實是來自其實是來自其實是來自其實是來自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                                        按照按照按照按照聖經聖經聖經聖經，，，，神神神神造造造造人是人是人是人是按按按按著神的著神的著神的著神的形象造形象造形象造形象造的的的的，，，，祂希祂希祂希祂希望望望望人能人能人能人能按照按照按照按照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法法法法則則則則行事行事行事行事為為為為人人人人，，，，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目目目目的是能的是能的是能的是能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祂祂祂祂。。。。可可可可惜惜惜惜人類人類人類人類始始始始祖祖祖祖犯罪犯罪犯罪犯罪，，，，使使使使人類人類人類人類陷陷陷陷入入入入萬劫萬劫萬劫萬劫不不不不復復復復的的的的景況景況景況景況。。。。為為為為了了了了救贖救贖救贖救贖人類人類人類人類，，，，神神神神（（（（聖父聖父聖父聖父））））差差差差派派派派聖子道聖子道聖子道聖子道成成成成肉肉肉肉身身身身，，，，被被被被釘釘釘釘在十在十在十在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上上上上，，，，擔擔擔擔當世人的當世人的當世人的當世人的罪罪罪罪，，，，使使使使凡凡凡凡是是是是信信信信靠靠靠靠祂祂祂祂的的的的，，，，不不不不至至至至滅亡滅亡滅亡滅亡，，，，反反反反得得得得永永永永生生生生。（。（。（。（約約約約三三三三 16161616））））當人與神當人與神當人與神當人與神和好和好和好和好時時時時，，，，就就就就恢復恢復恢復恢復當當當當初初初初的身的身的身的身份份份份，，，，與與與與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的神的神的神的神聯聯聯聯結結結結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華人傳統認認認認定定定定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人的人的人的人都都都都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些些些些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就是功就是功就是功就是功成成成成名就名就名就名就或家或家或家或家財萬貫財萬貫財萬貫財萬貫（（（（榮榮榮榮華華華華富富富富貴貴貴貴）））），，，，但其上一定是這種人但其上一定是這種人但其上一定是這種人但其上一定是這種人品格品格品格品格正正正正直直直直，，，，樂善樂善樂善樂善好施好施好施好施，，，，為為為為親親親親族族族族及及及及鄉鄉鄉鄉里里里里所所所所稱稱稱稱道道道道，，，，也就是屬於也就是屬於也就是屬於也就是屬於「「「「益益益益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德德德德行行行行。。。。如如如如果家果家果家果家族族族族的人的人的人的人雖雖雖雖身身身身居居居居高高高高位或成為位或成為位或成為位或成為富富富富翁翁翁翁，，，，卻卻卻卻作作作作奸犯科奸犯科奸犯科奸犯科，，，，聲聲聲聲名名名名狼藉狼藉狼藉狼藉，，，，為為為為人所不人所不人所不人所不齒齒齒齒，，，，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淪淪淪淪為為為為階階階階下下下下囚囚囚囚，，，，就不能就不能就不能就不能算算算算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反而反而反而反而是是是是辱辱辱辱沒祖宗沒祖宗沒祖宗沒祖宗了了了了。。。。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即即即即使把家使把家使把家使把家門門門門高立高立高立高立，，，，也是自也是自也是自也是自取取取取敗壞敗壞敗壞敗壞。（。（。（。（箴箴箴箴十十十十七七七七 19191919））））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說光宗耀祖是有是有是有是有條條條條件件件件的的的的，，，，甚至達甚至達甚至達甚至達到到到到「「「「立德立德立德立德、、、、立立立立功功功功或或或或立立立立言言言言」」」」的的的的三三三三不不不不朽朽朽朽中中中中，，，，立德立德立德立德最為最為最為最為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所以能所以能所以能所以能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人的的人的的人的的人的品格品格品格品格也多也多也多也多少反少反少反少反映映映映出出出出神的本神的本神的本神的本質質質質————————行行行行公義公義公義公義、、、、好好好好憐憫憐憫憐憫憐憫、、、、多行多行多行多行善善善善事事事事、、、、照顧照顧照顧照顧親親親親族族族族、、、、扶扶扶扶助助助助貧窮貧窮貧窮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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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等等等等。。。。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的人更是神的人更是神的人更是神的人更是進進進進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是是是是跟隨跟隨跟隨跟隨主耶穌的主耶穌的主耶穌的主耶穌的腳步腳步腳步腳步而而而而行行行行，，，，接接接接受呼召受呼召受呼召受呼召，，，，為為為為主主主主而活而活而活而活，，，，榮榮榮榮神神神神益益益益人人人人。。。。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可可可可能能能能只只只只有世上的名有世上的名有世上的名有世上的名譽譽譽譽地地地地位和位和位和位和財財財財富富富富，，，，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不不不不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神神神神，，，，所有的事在所有的事在所有的事在所有的事在永恆永恆永恆永恆中中中中都沒都沒都沒都沒有有有有意義意義意義意義。。。。耶穌也教導耶穌也教導耶穌也教導耶穌也教導信信信信徒不要徒不要徒不要徒不要為為為為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積積積積攢財攢財攢財攢財寶在寶在寶在寶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而而而而要要要要積積積積攢財攢財攢財攢財寶在寶在寶在寶在天天天天上上上上，，，，才有才有才有才有永恆永恆永恆永恆的的的的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太太太太六六六六 19191919----22220000））））                                《《《《天路天路天路天路歷歷歷歷程程程程》》》》一書中的一書中的一書中的一書中的寓寓寓寓言言言言說說說說明明明明，，，，對有對有對有對有些些些些人來人來人來人來說說說說，，，，天天天天國國國國只只只只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幻幻幻幻想想想想或或或或神神神神話話話話，，，，只只只只有世上的有世上的有世上的有世上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才是才是才是才是可可可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世世世世俗俗俗俗的的的的成成成成就就就就已已已已經經經經佔佔佔佔據據據據這這這這些些些些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心眼心眼心眼心眼，，，，只會只會只會只會朝著朝著朝著朝著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看看看看，，，，而沒而沒而沒而沒有有有有往往往往上上上上觀望觀望觀望觀望，，，，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他們以他們以他們以他們以為為為為這這這這些些些些地地地地上的事才上的事才上的事才上的事才是寶貴的是寶貴的是寶貴的是寶貴的，，，，就如就如就如就如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重重重重視視視視的的的的仍仍仍仍是世上的是世上的是世上的是世上的榮榮榮榮華華華華富富富富貴貴貴貴，，，，而而而而非非非非天天天天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榮榮榮榮耀耀耀耀。。。。使使使使徒保徒保徒保徒保羅卻將羅卻將羅卻將羅卻將世事世事世事世事看為看為看為看為糞土糞土糞土糞土，，，，而而而而以以以以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為為為為至至至至寶寶寶寶。（。（。（。（腓腓腓腓三三三三 8888））））所以人不要本所以人不要本所以人不要本所以人不要本末末末末倒置倒置倒置倒置，，，，去去去去追追追追逐虛幻逐虛幻逐虛幻逐虛幻的世的世的世的世俗俗俗俗名名名名利利利利，，，，反而反而反而反而喪失喪失喪失喪失了了了了永永永永生生生生。。。。正正正正如耶穌如耶穌如耶穌如耶穌警警警警告大告大告大告大家家家家，，，，「「「「人若人若人若人若賺賺賺賺得得得得全全全全世世世世界界界界，，，，賠賠賠賠上自上自上自上自己己己己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有有有有什麼益什麼益什麼益什麼益處處處處呢呢呢呢﹖﹖﹖﹖人還能拿人還能拿人還能拿人還能拿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換換換換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呢呢呢呢﹖﹖﹖﹖」（」（」（」（太十太十太十太十六六六六 22226666，，，，又又又又見見見見可可可可八八八八 36363636及路九及路九及路九及路九 25252525 ；；；；這這這這裡裡裡裡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指指指指靈靈靈靈魂魂魂魂。）。）。）。）        
真正的光宗耀祖及其它人生目的真正的光宗耀祖及其它人生目的真正的光宗耀祖及其它人生目的真正的光宗耀祖及其它人生目的                                        由由由由上所上所上所上所述述述述，，，，人類人類人類人類追追追追本本本本溯源溯源溯源溯源是要是要是要是要先先先先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成為成為成為成為神的子神的子神的子神的子民兒民兒民兒民兒女女女女，，，，帶領家帶領家帶領家帶領家人親人親人親人親族族族族認識認識認識認識神神神神，，，，藉藉藉藉著主耶穌基督的著主耶穌基督的著主耶穌基督的著主耶穌基督的寶寶寶寶血血血血，，，，得到得到得到得到永永永永生生生生，，，，分分分分享享享享到神的到神的到神的到神的榮榮榮榮耀耀耀耀，，，，才是真的才是真的才是真的才是真的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如如如如詩詩詩詩八八八八 4444----5555 所所所所說說說說，，，，「「「「……………………人人人人算算算算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你你你你竟竟竟竟顧念顧念顧念顧念他他他他﹖﹖﹖﹖世世世世人人人人算算算算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你你你你竟眷竟眷竟眷竟眷顧顧顧顧他他他他﹖﹖﹖﹖你你你你叫叫叫叫他比他比他比他比天使天使天使天使微微微微小小小小一一一一點點點點，，，，並並並並賜賜賜賜他他他他榮榮榮榮耀耀耀耀尊尊尊尊貴貴貴貴為為為為冠冠冠冠冕冕冕冕。」。」。」。」羅羅羅羅八八八八 16161616----17171717也也也也說說說說，，，，「「「「聖靈與我們聖靈與我們聖靈與我們聖靈與我們的的的的心心心心同同同同證證證證我們是神的我們是神的我們是神的我們是神的兒兒兒兒女女女女；；；；既既既既是是是是兒兒兒兒女女女女，，，，便便便便是是是是後後後後嗣嗣嗣嗣，，，，就是神的就是神的就是神的就是神的後後後後嗣嗣嗣嗣，，，，和和和和基督同作基督同作基督同作基督同作後後後後嗣嗣嗣嗣。。。。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和和和和他一同他一同他一同他一同受受受受苦苦苦苦，，，，也必也必也必也必和和和和他一同得他一同得他一同得他一同得榮榮榮榮耀耀耀耀。」。」。」。」後後後後嗣嗣嗣嗣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後後後後代代代代，，，，人能人能人能人能成為成為成為成為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兒兒兒兒女女女女及後及後及後及後代代代代，，，，是何是何是何是何等等等等光光光光彩彩彩彩的事的事的事的事；；；；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榮榮榮榮耀祖宗耀祖宗耀祖宗耀祖宗之之之之外外外外，，，，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榮榮榮榮耀耀耀耀神神神神。。。。                                        其其其其次次次次，，，，承認承認承認承認神是人類神是人類神是人類神是人類及及及及萬萬萬萬物的物的物的物的創造創造創造創造主主主主，，，，是世是世是世是世界界界界的的的的開開開開始始始始，，，，比世上的比世上的比世上的比世上的開開開開國國國國元勳元勳元勳元勳及及及及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祖先祖先祖先祖先還偉大還偉大還偉大還偉大。。。。何何何何況況況況神神神神昨昨昨昨日日日日、、、、今日今日今日今日及及及及明日明日明日明日都都都都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樣樣樣樣，，，，值值值值得我們得我們得我們得我們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敬拜敬拜敬拜敬拜。。。。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可可可可以紀以紀以紀以紀念念念念祖先祖先祖先祖先之之之之豐豐豐豐功偉功偉功偉功偉業業業業，，，，但更但更但更但更應敬拜應敬拜應敬拜應敬拜神神神神，，，，而而而而非非非非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祖宗祖宗祖宗祖宗，，，，因因因因為祖宗為祖宗為祖宗為祖宗的的的的源源源源頭是神頭是神頭是神頭是神，，，，這這這這樣樣樣樣做做做做才是才是才是才是「「「「祖祖祖祖功功功功宗宗宗宗德德德德」」」」的的的的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光耀光耀光耀光耀門門門門楣楣楣楣也也也也使使使使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聯聯聯聯想想想想到以到以到以到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人人人人出埃出埃出埃出埃及及及及前前前前一一一一晚晚晚晚，，，，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家家家家家家家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在門在門在門在門框框框框上上上上塗塗塗塗上上上上羊羔羊羔羊羔羊羔的的的的血血血血，，，，以以以以便便便便天使天使天使天使過過過過境境境境時時時時認認認認出出出出來來來來，，，，避免滅掉避免滅掉避免滅掉避免滅掉長長長長子之子之子之子之禍禍禍禍。（。（。（。（出出出出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基督徒得基督徒得基督徒得基督徒得救救救救，，，，也也也也等等等等於主耶穌的寶於主耶穌的寶於主耶穌的寶於主耶穌的寶血撒血撒血撒血撒在我們身在我們身在我們身在我們身體體體體的門的門的門的門框框框框上上上上，，，，將將將將我我我我們從們從們從們從罪罪罪罪的的的的捆綁捆綁捆綁捆綁中中中中釋釋釋釋放放放放出出出出來來來來，，，，成為成為成為成為屬神的子屬神的子屬神的子屬神的子民民民民。。。。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因此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稱稱稱稱呼呼呼呼神神神神為為為為阿爸阿爸阿爸阿爸父父父父，，，，算算算算是是是是被被被被神神神神揀揀揀揀選選選選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群群群群，，，，且且且且是是是是有君有君有君有君尊尊尊尊的的的的祭祭祭祭司司司司（（（（即即即即列列列列在在在在王王王王家家家家的的的的祭祭祭祭司班司班司班司班中中中中）））），，，，列列列列在聖在聖在聖在聖潔潔潔潔的國的國的國的國度度度度中中中中，，，，比比比比光耀光耀光耀光耀門門門門楣楣楣楣更更更更加可加可加可加可貴貴貴貴。。。。((((參參參參彼彼彼彼前前前前二二二二 9)9)9)9)                                        至至至至於傳於傳於傳於傳宗宗宗宗接代接代接代接代，，，，有有有有兩兩兩兩方方方方面面面面：：：：一是有子女的一是有子女的一是有子女的一是有子女的，，，，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要要要要帶領帶領帶領帶領子女子女子女子女信信信信主主主主。。。。如上文所如上文所如上文所如上文所述述述述，，，，神神神神照照照照著自著自著自著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形象創造形象創造形象創造形象創造人類的人類的人類的人類的始始始始祖祖祖祖亞亞亞亞當當當當和和和和夏娃夏娃夏娃夏娃時就要人類生養時就要人類生養時就要人類生養時就要人類生養眾眾眾眾多多多多，，，，其其其其最最最最終終終終目目目目的是要的是要的是要的是要每每每每個個個個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傳傳傳傳承承承承下下下下去去去去，，，，教導自教導自教導自教導自己己己己的子女的子女的子女的子女遵守遵守遵守遵守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誡誡誡誡命命命命，，，，不不不不偏偏偏偏離正離正離正離正道道道道，，，，成為成為成為成為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好兒好兒好兒好兒女女女女，，，，也與耶穌基督同也與耶穌基督同也與耶穌基督同也與耶穌基督同為為為為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後後後後嗣嗣嗣嗣。（。（。（。（羅羅羅羅八八八八 16161616----17171717上上上上引引引引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及及及及箴箴箴箴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6666，，，，「「「「教養教養教養教養孩孩孩孩童童童童，，，，使使使使他他他他走走走走當行的道當行的道當行的道當行的道，，，，就是到就是到就是到就是到老老老老他也不他也不他也不他也不偏偏偏偏離離離離。」）。」）。」）。」）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與與與與家家家家人人人人成為成為成為成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主耶穌基督的門徒主耶穌基督的門徒主耶穌基督的門徒，，，，也要也要也要也要努努努努力參力參力參力參與大與大與大與大使使使使命命命命，，，，使使使使更多人更多人更多人更多人成為成為成為成為主的門徒主的門徒主的門徒主的門徒，，，，同同同同享享享享永永永永生生生生，，，，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才真才真才真才真正正正正是是是是「「「「益益益益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另另另另一一一一方方方方面面面面，，，，即即即即使使使使自自自自己沒己沒己沒己沒有子女有子女有子女有子女，，，，也一也一也一也一樣樣樣樣能能能能榮榮榮榮神神神神益益益益人人人人，，，，努努努努力去力去力去力去傳傳傳傳福音福音福音福音，，，，使使使使人得人得人得人得救救救救，，，，一一一一樣成為樣成為樣成為樣成為神的子女神的子女神的子女神的子女，，，，與與與與基督同基督同基督同基督同為後為後為後為後嗣嗣嗣嗣；；；；這這這這樣沒樣沒樣沒樣沒子女的基督徒在屬靈子女的基督徒在屬靈子女的基督徒在屬靈子女的基督徒在屬靈及及及及永永永永世世世世裡仍裡仍裡仍裡仍然有然有然有然有後後後後代代代代。。。。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宣宣宣宣教教教教士士士士單單單單身身身身去去去去國外國外國外國外宣宣宣宣教教教教，，，，終生終生終生終生未未未未婚婚婚婚，，，，為為為為主的事主的事主的事主的事掛慮掛慮掛慮掛慮（（（（林前林前林前林前七七七七 33332222----34343434）））），，，，他們所他們所他們所他們所結結結結的屬靈的屬靈的屬靈的屬靈果果果果子子子子，，，，綿綿綿綿綿綿綿綿不不不不絕絕絕絕，，，，也就是有也就是有也就是有也就是有千萬千萬千萬千萬屬靈子女屬靈子女屬靈子女屬靈子女，，，，多多多多麼蒙麼蒙麼蒙麼蒙神喜神喜神喜神喜悅悅悅悅！！！！所以不所以不所以不所以不管管管管有有有有沒沒沒沒有親生子女有親生子女有親生子女有親生子女，，，，這這這這些信仰些信仰些信仰些信仰的傳的傳的傳的傳承和承和承和承和努努努努力力力力才是真才是真才是真才是真正正正正的傳的傳的傳的傳宗宗宗宗接代接代接代接代，，，，如保如保如保如保羅羅羅羅所所所所勸勉勸勉勸勉勸勉的的的的，，，，「「「「你你你你在許多見在許多見在許多見在許多見證證證證人面人面人面人面前前前前聽聽聽聽見我所教見我所教見我所教見我所教訓訓訓訓的的的的，，，，也要也要也要也要交交交交託那託那託那託那忠忠忠忠心心心心能教導能教導能教導能教導別別別別人的人人的人人的人人的人。」（。」（。」（。」（提提提提後後後後二二二二 2222））））◇◇◇◇    



                                首首首首先要感謝天路小組團契的姐妹給我提供了一個接觸神先要感謝天路小組團契的姐妹給我提供了一個接觸神先要感謝天路小組團契的姐妹給我提供了一個接觸神先要感謝天路小組團契的姐妹給我提供了一個接觸神﹑﹑﹑﹑認識神認識神認識神認識神﹑﹑﹑﹑了解神了解神了解神了解神﹑﹑﹑﹑追隨神的機會追隨神的機會追隨神的機會追隨神的機會。。。。在團在團在團在團

契共同學習契共同學習契共同學習契共同學習《《《《How People ChangeHow People ChangeHow People ChangeHow People Change》》》》這本書過程中這本書過程中這本書過程中這本書過程中，，，，我經歷了從對神一無所知到對神信心十足的轉變我經歷了從對神一無所知到對神信心十足的轉變我經歷了從對神一無所知到對神信心十足的轉變我經歷了從對神一無所知到對神信心十足的轉變，，，，在家在家在家在家

庭生活中庭生活中庭生活中庭生活中，，，，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適應過程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適應過程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適應過程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適應過程。。。。    

    

                                記得第一次上課記得第一次上課記得第一次上課記得第一次上課，，，，師母講到接受神的善果就是我們剛硬的心會變成柔軟的心師母講到接受神的善果就是我們剛硬的心會變成柔軟的心師母講到接受神的善果就是我們剛硬的心會變成柔軟的心師母講到接受神的善果就是我們剛硬的心會變成柔軟的心。。。。由於生活工作向來都很由於生活工作向來都很由於生活工作向來都很由於生活工作向來都很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我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我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我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我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對物質甚至是有些麻木對物質甚至是有些麻木對物質甚至是有些麻木對物質甚至是有些麻木。。。。雖然不知道柔軟的心會是什雖然不知道柔軟的心會是什雖然不知道柔軟的心會是什雖然不知道柔軟的心會是什麽麽麽麽樣的狀態樣的狀態樣的狀態樣的狀態，，，，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

知道自己非常需要知道自己非常需要知道自己非常需要知道自己非常需要，，，，所以十分嚮往所以十分嚮往所以十分嚮往所以十分嚮往。。。。我很快地就把書裏的方法運用起來我很快地就把書裏的方法運用起來我很快地就把書裏的方法運用起來我很快地就把書裏的方法運用起來。。。。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認識到自己是有罪的認識到自己是有罪的認識到自己是有罪的認識到自己是有罪的，，，，而內心的罪控制我們做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而內心的罪控制我們做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而內心的罪控制我們做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而內心的罪控制我們做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我們要面對所施暴的對我們要面對所施暴的對我們要面對所施暴的對我們要面對所施暴的對

象認罪悔改來改變自己象認罪悔改來改變自己象認罪悔改來改變自己象認罪悔改來改變自己。。。。這對我來說確實是很有挑戰的事情這對我來說確實是很有挑戰的事情這對我來說確實是很有挑戰的事情這對我來說確實是很有挑戰的事情，，，，首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好人首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好人首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好人首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好人，，，，做任何事做任何事做任何事做任何事

都是我的行為方式而已都是我的行為方式而已都是我的行為方式而已都是我的行為方式而已；；；；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在我的意識裏在我的意識裏在我的意識裏在我的意識裏，，，，女孩子是要被寵愛的女孩子是要被寵愛的女孩子是要被寵愛的女孩子是要被寵愛的，，，，所以我跟先生一直有個約定所以我跟先生一直有個約定所以我跟先生一直有個約定所以我跟先生一直有個約定，，，，只要只要只要只要

我們吵架我們吵架我們吵架我們吵架，，，，他一定先來找我認錯他一定先來找我認錯他一定先來找我認錯他一定先來找我認錯。。。。所以我幾乎沒有向他承認過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幾乎沒有向他承認過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幾乎沒有向他承認過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幾乎沒有向他承認過自己的問題。。。。    

    

                                由於我們剛好在前一天因為我的疏忽由於我們剛好在前一天因為我的疏忽由於我們剛好在前一天因為我的疏忽由於我們剛好在前一天因為我的疏忽，，，，並且不能接受他善意地提醒並且不能接受他善意地提醒並且不能接受他善意地提醒並且不能接受他善意地提醒，，，，就跟他大發脾氣就跟他大發脾氣就跟他大發脾氣就跟他大發脾氣，，，，讓他覺得很受讓他覺得很受讓他覺得很受讓他覺得很受

傷傷傷傷。。。。回家我跟他講今天的內容是學習認錯回家我跟他講今天的內容是學習認錯回家我跟他講今天的內容是學習認錯回家我跟他講今天的內容是學習認錯，，，，也跟他保證也跟他保證也跟他保證也跟他保證，，，，以後再有生氣的情境以後再有生氣的情境以後再有生氣的情境以後再有生氣的情境，，，，我會主動承擔自己錯誤的我會主動承擔自己錯誤的我會主動承擔自己錯誤的我會主動承擔自己錯誤的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向他道歉向他道歉向他道歉向他道歉。。。。他表示他不相信我能夠改變他表示他不相信我能夠改變他表示他不相信我能夠改變他表示他不相信我能夠改變，，，，因為我們在一起六年了因為我們在一起六年了因為我們在一起六年了因為我們在一起六年了，，，，我從來都是我從來都是我從來都是我從來都是那那那那個只會接受道歉的個只會接受道歉的個只會接受道歉的個只會接受道歉的

人人人人。。。。接接接接下下下下來我來我來我來我真真真真的的的的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學習認學習認學習認學習認真真真真地跟他道歉地跟他道歉地跟他道歉地跟他道歉，，，，但是他認為我不會改變的但是他認為我不會改變的但是他認為我不會改變的但是他認為我不會改變的觀念根深蒂固觀念根深蒂固觀念根深蒂固觀念根深蒂固，，，，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時候時候時候時候，，，，他他他他

會會會會將將將將我表我表我表我表達達達達的歉意的歉意的歉意的歉意當當當當作是對他作是對他作是對他作是對他詆毀詆毀詆毀詆毀的的的的新新新新方法方法方法方法。。。。直到我做到直到我做到直到我做到直到我做到深刻深刻深刻深刻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剖析剖析剖析剖析後再認錯後再認錯後再認錯後再認錯，，，，他他他他才逐漸才逐漸才逐漸才逐漸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我我我我剖析剖析剖析剖析的自己的的自己的的自己的的自己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能夠感受到能夠感受到能夠感受到能夠感受到，，，，我的內心是有愛我的內心是有愛我的內心是有愛我的內心是有愛

的的的的，，，，但是這愛是被罪但是這愛是被罪但是這愛是被罪但是這愛是被罪包裹著包裹著包裹著包裹著。。。。當當當當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我們承認自己的罪竟竟竟竟然會然會然會然會

帶帶帶帶給別人給別人給別人給別人困擾困擾困擾困擾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罪就隨罪就隨罪就隨罪就隨著著著著自己的分自己的分自己的分自己的分辨和辨和辨和辨和別人的別人的別人的別人的饒恕饒恕饒恕饒恕

而而而而消融消融消融消融了了了了。。。。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是認識神是一是認識神是一是認識神是一是認識神是一位怎位怎位怎位怎樣的神樣的神樣的神樣的神。。。。他信實他信實他信實他信實公義公義公義公義，，，，對對對對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充滿充滿充滿充滿愛愛愛愛，，，，一心一心一心一心想想想想要要要要救贖救贖救贖救贖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他要在我們心裏動工他要在我們心裏動工他要在我們心裏動工他要在我們心裏動工，，，，

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換換換換心心心心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其實在了解神的過程中其實在了解神的過程中其實在了解神的過程中其實在了解神的過程中，，，，我的內心也有我的內心也有我的內心也有我的內心也有掙掙掙掙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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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扎扎。。。。在在在在國國國國內內內內，，，，大家都在講大家都在講大家都在講大家都在講效率效率效率效率，，，，談創業談創業談創業談創業，，，，講講講講投資投資投資投資回回回回報率報率報率報率，，，，講實用主講實用主講實用主講實用主義義義義。。。。而我學習關愛他人而我學習關愛他人而我學習關愛他人而我學習關愛他人，，，，學習愛神學習愛神學習愛神學習愛神，，，，到到到到

底底底底有什有什有什有什麽麽麽麽用用用用呢呢呢呢？？？？書中第六書中第六書中第六書中第六章章章章的大的大的大的大圖圖圖圖解解解解，，，，給了我給了我給了我給了我明明明明確的回確的回確的回確的回答答答答。。。。耶穌耶穌耶穌耶穌以以以以““““太初太初太初太初””””到到到到““““世界世界世界世界的的的的末末末末了了了了””””的的的的眼光眼光眼光眼光來來來來看看看看

每每每每一一一一件件件件事事事事，，，，並並並並親親親親自自自自引導引導引導引導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達達達達我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需要去去去去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當當當當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迷失迷失迷失迷失在生活在生活在生活在生活瑣瑣瑣瑣事中事中事中事中時時時時，，，，如如如如何用神的何用神的何用神的何用神的眼光眼光眼光眼光來來來來看看看看問問問問

題變得非常題變得非常題變得非常題變得非常重重重重要要要要。。。。    

    

                                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觀點觀點觀點觀點也在一也在一也在一也在一篇談篇談篇談篇談““““無法無法無法無法衡量衡量衡量衡量其其其其價值價值價值價值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的的的的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裏得到了裏得到了裏得到了裏得到了印印印印證證證證。。。。這樣的說法很能夠這樣的說法很能夠這樣的說法很能夠這樣的說法很能夠打打打打動對動對動對動對聖聖聖聖

經經經經詞彙詞彙詞彙詞彙不不不不太太太太敏感的我敏感的我敏感的我敏感的我，，，，讓我感受到讓我感受到讓我感受到讓我感受到宗教宗教宗教宗教信信信信仰仰仰仰就就就就正正正正是這無法是這無法是這無法是這無法衡量價值衡量價值衡量價值衡量價值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容我容我容我容我摘抄如下摘抄如下摘抄如下摘抄如下：：：：““““現現現現實實實實世界世界世界世界是是是是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跳出現跳出現跳出現跳出現實實實實之外之外之外之外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見見見見識識識識，，，，見見見見識識識識比比比比常識常識常識常識更重更重更重更重要要要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時候時候時候時候，，，，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看看看看到到到到更高更高更高更高的的的的維度維度維度維度，，，，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降維打擊(?)降維打擊(?)降維打擊(?)降維打擊(?)，，，，

才才才才能有能有能有能有效和獲取決勝效和獲取決勝效和獲取決勝效和獲取決勝。。。。這這這這種勝種勝種勝種勝利不是利不是利不是利不是勝勝勝勝過別人過別人過別人過別人，，，，更更更更多多多多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是是是是勝勝勝勝過自己過自己過自己過自己。。。。有有有有時談時談時談時談到到到到如如如如何面對何面對何面對何面對現現現現實實實實壓力壓力壓力壓力，，，，我往我往我往我往

往往往往避避避避實就實就實就實就虛虛虛虛地說地說地說地說，，，，最最最最好能找到一好能找到一好能找到一好能找到一種種種種好好好好高騖遠超越世高騖遠超越世高騖遠超越世高騖遠超越世事的事的事的事的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在心裏在心裏在心裏在心裏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起起起起比比比比一一一一份份份份好好好好職業更強職業更強職業更強職業更強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力力力力

量量量量，，，，有了這樣的有了這樣的有了這樣的有了這樣的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就能就能就能就能屏蔽掉那屏蔽掉那屏蔽掉那屏蔽掉那些些些些暫時暫時暫時暫時、、、、輕浮喧鬧輕浮喧鬧輕浮喧鬧輕浮喧鬧的的的的干擾干擾干擾干擾，，，，找到自己的定找到自己的定找到自己的定找到自己的定星盤星盤星盤星盤，，，，避免避免避免避免一個軟一個軟一個軟一個軟弱弱弱弱無無無無力力力力，，，，

過分過分過分過分瑣碎瑣碎瑣碎瑣碎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通通通通向一個向一個向一個向一個更堅強更堅強更堅強更堅強、、、、更遼闊更遼闊更遼闊更遼闊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而這而這而這而這種價值觀種價值觀種價值觀種價值觀，，，，就多就多就多就多半半半半來自來自來自來自那那那那些無法些無法些無法些無法衡量衡量衡量衡量其其其其價值價值價值價值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物物物物。。。。””””    

    

                                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認識自己的生認識自己的生認識自己的生認識自己的生命命命命從從從從荊棘荊棘荊棘荊棘轉變到果轉變到果轉變到果轉變到果樹樹樹樹，，，，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倚靠倚靠倚靠倚靠神神神神。。。。學習到這部分的學習到這部分的學習到這部分的學習到這部分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是我剛是我剛是我剛是我剛拿拿拿拿到到到到駕照開駕照開駕照開駕照開

車車車車上路的上路的上路的上路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有次我有次我有次我有次我開車開車開車開車到到到到教教教教會來會來會來會來參加敬拜參加敬拜參加敬拜參加敬拜，，，，我先生為我我先生為我我先生為我我先生為我導航導航導航導航。。。。因為我對路因為我對路因為我對路因為我對路況況況況不不不不熟悉熟悉熟悉熟悉，，，，高速公高速公高速公高速公路上路上路上路上車車車車多多多多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快快快快，，，，壓力太壓力太壓力太壓力太大大大大，，，，就在就在就在就在差點差點差點差點要錯過要錯過要錯過要錯過出口出口出口出口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我我我我終終終終於於於於忍忍忍忍不不不不住爆住爆住爆住爆發了發了發了發了。。。。在到在到在到在到達目達目達目達目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時時時時，，，，我意識到自己我意識到自己我意識到自己我意識到自己

對於別人善意的對於別人善意的對於別人善意的對於別人善意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都是有都是有都是有都是有如荊棘般如荊棘般如荊棘般如荊棘般的回應狀態的回應狀態的回應狀態的回應狀態，，，，實在是實在是實在是實在是羞愧難當羞愧難當羞愧難當羞愧難當。。。。而而而而幫幫幫幫我們認知並我們認知並我們認知並我們認知並鏟除鏟除鏟除鏟除內心內心內心內心荊棘荊棘荊棘荊棘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而是神的大能而是神的大能而是神的大能而是神的大能。。。。    

    

        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第四步，，，，變成果變成果變成果變成果樹樹樹樹人生人生人生人生，，，，讓神做主讓神做主讓神做主讓神做主，，，，脫離脫離脫離脫離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經過經過經過經過 3333    個月的個月的個月的個月的沉浸沉浸沉浸沉浸式的學習式的學習式的學習式的學習，，，，我感受到神所我感受到神所我感受到神所我感受到神所賜下賜下賜下賜下內心內心內心內心

的的的的平安喜樂平安喜樂平安喜樂平安喜樂；；；；在在在在平安平安平安平安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能夠能夠能夠能夠脫離脫離脫離脫離罪的罪的罪的罪的束縛束縛束縛束縛；；；；在在在在遇遇遇遇到到到到炎熱難當炎熱難當炎熱難當炎熱難當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也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也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也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也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我我我我和和和和

我先生很順利的接受了主我先生很順利的接受了主我先生很順利的接受了主我先生很順利的接受了主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做我們個人的做我們個人的做我們個人的做我們個人的救救救救主主主主。。。。因為一直很順利因為一直很順利因為一直很順利因為一直很順利，，，，我從我從我從我從未未未未向神向神向神向神開口開口開口開口為自己為自己為自己為自己求求求求過任何事過任何事過任何事過任何事，，，，

日日日日子子子子照舊照舊照舊照舊，，，，偶爾偶爾偶爾偶爾吵架吵架吵架吵架。。。。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因為一因為一因為一因為一件比較重件比較重件比較重件比較重要的事情要的事情要的事情要的事情，，，，又又又又跟我先生跟我先生跟我先生跟我先生爆爆爆爆發了戰發了戰發了戰發了戰爭爭爭爭。。。。竟竟竟竟然然然然鬧鬧鬧鬧到我讓他到我讓他到我讓他到我讓他

當晚睡當晚睡當晚睡當晚睡在在在在客廳客廳客廳客廳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反省反省反省反省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步步步步。。。。在在在在那那那那天天天天晚晚晚晚上我為我們上我為我們上我為我們上我為我們倆倆倆倆不不不不停爆停爆停爆停爆發而發而發而發而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傷害的事傷害的事傷害的事傷害的事件件件件做了做了做了做了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請求聖靈幫請求聖靈幫請求聖靈幫請求聖靈幫

助助助助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因為我們都是罪人，，，，靠靠靠靠自己無法做到愛對方自己無法做到愛對方自己無法做到愛對方自己無法做到愛對方勝勝勝勝過愛自己過愛自己過愛自己過愛自己。。。。        
                                當晚當當晚當當晚當當晚當我跟他解我跟他解我跟他解我跟他解釋釋釋釋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理理理理狀狀狀狀況況況況，，，，並且承認錯誤的並且承認錯誤的並且承認錯誤的並且承認錯誤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第一次能夠第一次能夠第一次能夠第一次能夠完全跳脫出完全跳脫出完全跳脫出完全跳脫出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立場立場立場立場，，，，完全完全完全完全

的的的的體體體體會他會他會他會他當下當下當下當下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的心情，，，，也也也也深刻深刻深刻深刻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給他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給他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給他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給他造造造造成的成的成的成的巨巨巨巨大傷害大傷害大傷害大傷害。。。。        
                                我以為我以為我以為我以為故故故故事就這樣事就這樣事就這樣事就這樣結束結束結束結束了了了了，，，，以後我以後我以後我以後我更加注更加注更加注更加注意自己的意自己的意自己的意自己的言言言言行就好了行就好了行就好了行就好了。。。。可可可可是是是是聖靈聖靈聖靈聖靈的工作沒有的工作沒有的工作沒有的工作沒有結束結束結束結束，，，，祂祂祂祂感動我感動我感動我感動我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讓我先生學會讓我先生學會讓我先生學會讓我先生學會尊尊尊尊重重重重我我我我，，，，信任我信任我信任我信任我。。。。他幾乎是一他幾乎是一他幾乎是一他幾乎是一夜夜夜夜之之之之間長間長間長間長大大大大，，，，徹徹徹徹底換底換底換底換了一了一了一了一種新種新種新種新的方式來愛我的方式來愛我的方式來愛我的方式來愛我，，，，更加更加更加更加成成成成

熟熟熟熟，，，，更加更加更加更加穩穩穩穩重重重重，，，，更加堅更加堅更加堅更加堅定定定定。。。。他也同樣是需要改變的人他也同樣是需要改變的人他也同樣是需要改變的人他也同樣是需要改變的人。。。。從我們都轉變從我們都轉變從我們都轉變從我們都轉變之之之之後後後後，，，，我們已經不會再為任何事我們已經不會再為任何事我們已經不會再為任何事我們已經不會再為任何事爭爭爭爭吵吵吵吵

了了了了。。。。對方對方對方對方若若若若有情有情有情有情緒緒緒緒的的的的波波波波動動動動，，，，我們很快我們很快我們很快我們很快可可可可以以以以體體體體會到會到會到會到，，，，調整調整調整調整自己說自己說自己說自己說話話話話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或者或者或者或者直接跟對方道歉直接跟對方道歉直接跟對方道歉直接跟對方道歉，，，，安安安安慰慰慰慰對對對對

方方方方。。。。我們的心已經變成了柔軟的心我們的心已經變成了柔軟的心我們的心已經變成了柔軟的心我們的心已經變成了柔軟的心、、、、能能能能體體體體諒諒諒諒人人人人又又又又對神敏對神敏對神敏對神敏銳銳銳銳，，，，主耶穌在我們身上的主耶穌在我們身上的主耶穌在我們身上的主耶穌在我們身上的工工工工作不知不作不知不作不知不作不知不覺覺覺覺就就就就前前前前進進進進了一大了一大了一大了一大步步步步。。。。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和和和和一一一一切環繞切環繞切環繞切環繞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周圍周圍周圍周圍的天的天的天的天使使使使，，，，而我也而我也而我也而我也將將將將把我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把我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把我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把我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智慧傳播智慧傳播智慧傳播智慧傳播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改變改變改變改變更更更更多多多多身邊身邊身邊身邊

的的的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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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好的分享 -- 

豐富的預備 
~ 記暑期聖經學校  家長專題講座 ~ 

鄭茵鄭茵鄭茵鄭茵                                    去去去去年年年年 2222016016016016年年年年暑假暑假暑假暑假我我我我原原原原本本本本打打打打算回算回算回算回國國國國，，，，到到到到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一一一一刻刻刻刻才才才才給給給給女女女女兒兒兒兒註註註註冊冊冊冊暑期聖經學校 (暑期聖經學校 (暑期聖經學校 (暑期聖經學校 (VBSVBSVBSVBS ：：：： Vacation bible school)Vacation bible school)Vacation bible school)Vacation bible school)。。。。感謝感謝感謝感謝主主主主讓讓讓讓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機機機機會會會會送送送送孩孩孩孩子來子來子來子來 VBSVBSVBSVBS，，，，親親親親眼眼眼眼看看看看到主的到主的到主的到主的殿殿殿殿中一下子中一下子中一下子中一下子被孩被孩被孩被孩子們子們子們子們充滿充滿充滿充滿的的的的場場場場面面面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動感動感動感動。。。。信信信信了主的了主的了主的了主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因著因著因著因著 VBSVBSVBSVBS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得得得得堅固堅固堅固堅固，，，，沒沒沒沒有有有有信信信信主的主的主的主的孩孩孩孩子也因著子也因著子也因著子也因著 VBSVBSVBSVBS 聽聽聽聽到到到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謝感謝感謝感謝做做做做自自自自願願願願者者者者的的的的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姐妹姐妹姐妹姐妹的的的的付付付付出出出出，，，，沒沒沒沒有他們的有他們的有他們的有他們的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孩孩孩孩子們子們子們子們怎怎怎怎麽麽麽麽會會會會有這有這有這有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敬拜敬拜敬拜敬拜神神神神並並並並有有有有那那那那麽麽麽麽多的喜多的喜多的喜多的喜樂樂樂樂！！！！我是一個我是一個我是一個我是一個受益受益受益受益者者者者，，，，別別別別的的的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照顧照顧照顧照顧、、、、帶帶帶帶領領領領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所以我才有所以我才有所以我才有所以我才有機機機機會參加會參加會參加會參加李貝李貝李貝李貝文傳道文傳道文傳道文傳道另另另另外外外外給給給給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們們們們準備準備準備準備的的的的專專專專題題題題講座講座講座講座。。。。五五五五天天天天有有有有五五五五個不同的個不同的個不同的個不同的專專專專題題題題，，，，讓讓讓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做做做做父母的也父母的也父母的也父母的也滿滿滿滿滿滿滿滿得得得得著著著著。。。。我我我我寫寫寫寫下來下來下來下來,,,,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心心心心裏裏裏裏有有有有感動感動感動感動。。。。知道很多父母知道很多父母知道很多父母知道很多父母工工工工作作作作繁忙繁忙繁忙繁忙，，，，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機機機機會參加會參加會參加會參加這這這這些些些些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從中從中從中從中受益受益受益受益。。。。                                        星期一的星期一的星期一的星期一的專專專專題題題題講座講座講座講座是是是是””””帶領孩帶領孩帶領孩帶領孩子子子子歸歸歸歸主主主主””””。。。。李貝李貝李貝李貝文傳道文傳道文傳道文傳道讓讓讓讓我們知道父母我們知道父母我們知道父母我們知道父母和家和家和家和家庭庭庭庭對對對對堅堅堅堅定定定定孩孩孩孩子的子的子的子的信仰信仰信仰信仰有多重要有多重要有多重要有多重要。。。。我們很我們很我們很我們很感恩感恩感恩感恩中華聖經教中華聖經教中華聖經教中華聖經教會會會會有這有這有這有這麽麽麽麽好好好好的的的的，，，，生生生生機勃勃機勃勃機勃勃機勃勃的的的的孩孩孩孩童與童與童與童與青少青少青少青少年年年年 pppprorororoggggrrrram,am,am,am,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光把孩光把孩光把孩光把孩子子子子交交交交給給給給教教教教會會會會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夠夠夠夠的的的的。。。。如如如如果果果果父母自父母自父母自父母自己己己己不不不不成長成長成長成長，，，，就有就有就有就有可可可可能能能能成為孩成為孩成為孩成為孩子子子子信仰信仰信仰信仰的的的的障障障障礙礙礙礙。。。。李貝李貝李貝李貝文傳道的一文傳道的一文傳道的一文傳道的一句句句句話話話話也也也也深深打深深打深深打深深打動動動動了我了我了我了我：：：：做做做做父母的要教父母的要教父母的要教父母的要教孩孩孩孩子子子子耐耐耐耐心心心心和和和和等等等等待待待待，，，，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剝奪剝奪剝奪剝奪了了了了孩孩孩孩子經子經子經子經歷歷歷歷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星期一的星期一的星期一的星期一的晚晚晚晚上上上上，，，，10101010歲歲歲歲的女的女的女的女兒兒兒兒想想想想用用用用她她她她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錢買錢買錢買錢買一一一一樣她樣她樣她樣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想想想要要要要，，，，馬上就要的馬上就要的馬上就要的馬上就要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我我我我讓讓讓讓她她她她禱禱禱禱告告告告幾幾幾幾天天天天。。。。她她她她非常生非常生非常生非常生氣氣氣氣，，，，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吵鬧吵鬧吵鬧吵鬧。。。。我我我我沒沒沒沒有有有有鬆鬆鬆鬆口口口口。。。。晚晚晚晚上上上上臨睡臨睡臨睡臨睡前前前前，，，，她她她她心平心平心平心平氣氣氣氣和開和開和開和開始始始始禱禱禱禱告告告告。。。。在在在在禱禱禱禱告告告告裏裏裏裏，，，，她開她開她開她開始始始始謙卑謙卑謙卑謙卑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請請請請求上帝的求上帝的求上帝的求上帝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和和和和見見見見解解解解。。。。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禱禱禱禱告了四告了四告了四告了四天天天天，，，，這是多這是多這是多這是多讓讓讓讓人人人人欣欣欣欣喜的喜的喜的喜的進進進進步步步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天天天天的的的的講座講座講座講座是是是是呂呂呂呂立立立立信信信信醫醫醫醫生生生生講"健康講"健康講"健康講"健康不分不分不分不分老老老老幼"幼"幼"幼"。。。。大大大大家家家家不不不不光問光問光問光問了很多關了很多關了很多關了很多關心心心心的的的的問問問問題題題題，，，，學學學學到很多到很多到很多到很多醫醫醫醫學學學學知知知知識識識識，，，，更更更更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明明明明白白白白了生命了生命了生命了生命掌握掌握掌握掌握在神上在神上在神上在神上手手手手中中中中，，，，要要要要學會仰望學會仰望學會仰望學會仰望他他他他！！！！在接女在接女在接女在接女兒兒兒兒回回回回家家家家的的的的路路路路上上上上，，，，我我我我順便順便順便順便給給給給女女女女兒兒兒兒科普科普科普科普我我我我學學學學到到到到的的的的。。。。雖雖雖雖然我還是然我還是然我還是然我還是答答答答應應應應她去她去她去她去了了了了 BuBuBuBurrrrgggger er er er KKKKing,ing,ing,ing,    但但但但至至至至少她認少她認少她認少她認真真真真地地地地聽聽聽聽了我對了我對了我對了我對她她她她講講講講的的的的話話話話。。。。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的主題是的主題是的主題是的主題是陳孫玉芬陳孫玉芬陳孫玉芬陳孫玉芬女女女女士講"士講"士講"士講"從從從從亞裔亞裔亞裔亞裔的的的的觀觀觀觀點點點點了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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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解解解美美美美國國國國””””。。。。早早早早晨晨晨晨我我我我照照照照樣匆匆樣匆匆樣匆匆樣匆匆忙忙拉忙忙拉忙忙拉忙忙拉著女著女著女著女兒和兒和兒和兒和另另另另外外外外兩兩兩兩個個個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去去去去 VBSVBSVBSVBS。。。。一一一一路路路路上上上上聽聽聽聽著著著著孩孩孩孩子們子們子們子們抱怨抱怨抱怨抱怨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亞亞亞亞洲洲洲洲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總總總總是是是是催促催促催促催促，，，，緊緊緊緊張張張張，，，，很很很很少少少少顯顯顯顯示示示示溫柔溫柔溫柔溫柔！！！！快快快快起起起起床床床床！！！！快快快快刷牙刷牙刷牙刷牙！！！！快快快快吃早吃早吃早吃早歺歺歺歺，，，，來不來不來不來不及及及及了了了了！！！！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孩孩孩孩子子子子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模仿模仿模仿模仿想想想想像中像中像中像中溫柔溫柔溫柔溫柔母親母親母親母親應應應應該該該該對對對對孩孩孩孩子子子子說說說說的的的的話話話話。。。。我以我以我以我以前前前前忙忙忙忙，，，，從來從來從來從來沒沒沒沒有時間多有時間多有時間多有時間多聽聽聽聽孩孩孩孩子訴子訴子訴子訴說說說說，，，，現在現在現在現在坐坐坐坐在在在在車裏車裏車裏車裏，，，，上帝上帝上帝上帝讓讓讓讓我我我我聽聽聽聽到到到到，，，，原原原原來來來來孩孩孩孩子們也有這子們也有這子們也有這子們也有這麽麽麽麽多多多多話話話話想想想想告訴大人告訴大人告訴大人告訴大人。。。。陳孫玉芬陳孫玉芬陳孫玉芬陳孫玉芬女女女女士士士士跟跟跟跟我我我我們分們分們分們分享享享享了很多了很多了很多了很多她她她她來來來來美美美美國接國接國接國接受受受受新文新文新文新文化和化和化和化和養養養養育育育育孩孩孩孩子的經子的經子的經子的經驗驗驗驗，，，，讓讓讓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做做做做父母的明父母的明父母的明父母的明白怎白怎白怎白怎樣去樣去樣去樣去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在在在在美美美美國國國國長長長長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天天天天早早早早餐餐餐餐時時時時，，，，我告訴女我告訴女我告訴女我告訴女兒兒兒兒，，，，星期四的主題是星期四的主題是星期四的主題是星期四的主題是黃鼎洲黃鼎洲黃鼎洲黃鼎洲先先先先生生生生講互聯網講互聯網講互聯網講互聯網的的的的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女女女女兒說她兒說她兒說她兒說她想做想做想做想做““““駭駭駭駭客客客客””””（（（（hachachachackkkkerererer））））,,,,    不過是要不過是要不過是要不過是要做做做做好好好好的的的的黑黑黑黑客客客客，，，，能能能能夠夠夠夠破破破破解解解解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秘密秘密秘密秘密。。。。來來來來聽講座聽講座聽講座聽講座的父的父的父的父母不母不母不母不少少少少，，，，大大大大家都家都家都家都很關很關很關很關心心心心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怎怎怎怎麽麽麽麽幫助幫助幫助幫助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孩孩孩孩子不上子不上子不上子不上癮癮癮癮，，，，不不不不受受受受害害害害。。。。黃黃黃黃先先先先生生生生提提提提供供供供了很多有用的了很多有用的了很多有用的了很多有用的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對我對我對我對我最最最最有有有有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的是的是的是的是黃黃黃黃先先先先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提提提提醒醒醒醒，，，，當我們的當我們的當我們的當我們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做做做做了不了不了不了不該該該該做做做做的事情時的事情時的事情時的事情時，，，，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反反反反應應應應過過過過激激激激。。。。要要要要讓讓讓讓孩孩孩孩子有一個他子有一個他子有一個他子有一個他們們們們可可可可以以以以信信信信賴賴賴賴的人的人的人的人，，，，這這這這樣樣樣樣不不不不管管管管在在在在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樣樣樣樣的的的的狀狀狀狀況況況況，，，，孩孩孩孩子子子子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尋尋尋尋求求求求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是是是是溫溫溫溫英英英英幹博幹博幹博幹博士講"士講"士講"士講"同同同同心理心理心理心理財財財財，，，，婚姻婚姻婚姻婚姻蒙蒙蒙蒙福福福福””””。。。。溫溫溫溫教教教教授授授授以他以他以他以他深深深深入入入入淺淺淺淺出出出出，，，，風趣幽默風趣幽默風趣幽默風趣幽默的的的的風風風風格格格格，，，，帶帶帶帶大大大大家家家家討討討討論論論論了了了了千千千千古不變的古不變的古不變的古不變的話話話話題題題題““““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和和和和眾眾眾眾說說說說紛紜紛紜紛紜紛紜的的的的話話話話題題題題““““錢財錢財錢財錢財””””。。。。婚姻是上帝婚姻是上帝婚姻是上帝婚姻是上帝為為為為人類人類人類人類設設設設立立立立的的的的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約的約的約的約。。。。夫夫夫夫妻妻妻妻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同同同同德德德德，，，，合合合合二二二二為為為為一一一一。。。。夫夫夫夫妻妻妻妻關關關關系系系系在所有在所有在所有在所有家家家家庭庭庭庭關關關關系系系系裏裏裏裏是是是是最最最最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但但但但卻最容卻最容卻最容卻最容易易易易被被被被忽略忽略忽略忽略。。。。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錢財錢財錢財錢財，，，，基督徒要養基督徒要養基督徒要養基督徒要養成成成成管管管管家家家家的的的的心心心心態態態態，，，，要知道我們所有的要知道我們所有的要知道我們所有的要知道我們所有的都都都都來自上帝來自上帝來自上帝來自上帝，，，，也屬於上帝也屬於上帝也屬於上帝也屬於上帝。。。。                                        五五五五天天天天就這就這就這就這樣樣樣樣飛飛飛飛快快快快地地地地過過過過去去去去了了了了。。。。感謝感謝感謝感謝主主主主通通通通過過過過五五五五個個個個講講講講員員員員讓讓讓讓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每每每每一一一一天都看天都看天都看天都看見見見見，，，，聽聽聽聽到到到到和和和和經經經經歷歷歷歷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也也也也謝謝謝謝謝謝謝謝教教教教會會會會和和和和李貝李貝李貝李貝文傳道文傳道文傳道文傳道為為為為著有著有著有著有需需需需要的父母要的父母要的父母要的父母做做做做了這了這了這了這樣豐樣豐樣豐樣豐富富富富的的的的預預預預備備備備。。。。李貝李貝李貝李貝文傳道還文傳道還文傳道還文傳道還為為為為大大大大家準備家準備家準備家準備了了了了各各各各種種種種禱禱禱禱告的告的告的告的冊冊冊冊子子子子，，，，為為為為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禱禱禱禱告告告告，，，，為為為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父母禱禱禱禱告告告告，，，，為為為為我們常常我們常常我們常常我們常常忽略忽略忽略忽略了的了的了的了的配偶配偶配偶配偶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希希希希望望望望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也能也能也能也能享受享受享受享受到這到這到這到這些豐些豐些豐些豐富富富富的的的的預預預預備備備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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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上圖(上圖(上圖))))    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訊息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訊息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訊息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訊息。。。。 

    
(上圖左(上圖左(上圖左(上圖左))))    大會主要講員張路加大會主要講員張路加大會主要講員張路加大會主要講員張路加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當晚整場約有近四百人在當晚整場約有近四百人在當晚整場約有近四百人在當晚整場約有近四百人在
聚集聚集聚集聚集。。。。    
    
(上圖右(上圖右(上圖右(上圖右））））程德鵬主任牧師講程德鵬主任牧師講程德鵬主任牧師講程德鵬主任牧師講
道道道道﹐﹐﹐﹐鄭會淦牧師翻譯鄭會淦牧師翻譯鄭會淦牧師翻譯鄭會淦牧師翻譯。。。。 

(圖左(圖左(圖左(圖左))))    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全體會眾一起聆聽神的
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教會二零一七年退修會雜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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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青青春春春春美美美美好好好好啊啊啊啊﹐﹐﹐﹐莫莫莫莫忘忘忘忘今今今今朝朝朝朝。。。。全全全全體體體體青青青青少少少少年年年年在在在在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大大大大草草草草地地地地上上上上合合合合影影影影留留留留念念念念。。。。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    在兒童活動中在兒童活動中在兒童活動中在兒童活動中﹐﹐﹐﹐有愛心的老師指導有愛心的老師指導有愛心的老師指導有愛心的老師指導。。。。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少年人也有不同的有趣課題少年人也有不同的有趣課題少年人也有不同的有趣課題少年人也有不同的有趣課題。。。。 

((((下圖)哇下圖)哇下圖)哇下圖)哇！！！！    

這麼多食物這麼多食物這麼多食物這麼多食物﹐﹐﹐﹐    

我要怎麼選啊我要怎麼選啊我要怎麼選啊我要怎麼選啊﹗。﹗。﹗。﹗。    

((((下圖)下圖)下圖)下圖)：：：：    

膳食很好膳食很好膳食很好膳食很好﹐﹐﹐﹐一日三餐一日三餐一日三餐一日三餐﹐﹐﹐﹐大伙都大伙都大伙都大伙都

很享受很享受很享受很享受﹐﹐﹐﹐吃得很開心吃得很開心吃得很開心吃得很開心。。。。    



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繁繁繁////簡簡簡簡    => => => => 資源寶庫資源寶庫資源寶庫資源寶庫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MARYLAND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磐石通訊同工磐石通訊同工磐石通訊同工磐石通訊同工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程德鵬牧師程德鵬牧師程德鵬牧師程德鵬牧師        任濤長老任濤長老任濤長老任濤長老    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陳昌國陳昌國陳昌國陳昌國        校對校對校對校對：：：：        馬良馬良馬良馬良    翻譯翻譯翻譯翻譯：          ：          ：          ：          黃江甯黃江甯黃江甯黃江甯    華春明 華春明 華春明 華春明                                                                                         李維綱李維綱李維綱李維綱    打字打字打字打字：          ：          ：          ：          陳蕙心陳蕙心陳蕙心陳蕙心    美工設計美工設計美工設計美工設計：：：：    張維綱張維綱張維綱張維綱    印製印製印製印製：：：：            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    聯絡：  rock@cb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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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上圖(上圖(上圖))))    退修會週六晚退修會週六晚退修會週六晚退修會週六晚﹐﹐﹐﹐詩班弟兄姐妹由仙杜拉鋼琴伴奏詩班弟兄姐妹由仙杜拉鋼琴伴奏詩班弟兄姐妹由仙杜拉鋼琴伴奏詩班弟兄姐妹由仙杜拉鋼琴伴奏﹐﹐﹐﹐用悠揚甜美詩歌以饗會眾用悠揚甜美詩歌以饗會眾用悠揚甜美詩歌以饗會眾用悠揚甜美詩歌以饗會眾。。。。                        本本本本刊刊刊刊在在在在此此此此特特特特別別別別感感感感謝謝謝謝江江江江明明明明億億億億等等等等弟弟弟弟兄兄兄兄提提提提供供供供照照照照片片片片。。。。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    程牧師程牧師程牧師程牧師﹑﹑﹑﹑沈仙杜拉沈仙杜拉沈仙杜拉沈仙杜拉﹑﹑﹑﹑沈沈沈沈惕倫惕倫惕倫惕倫﹑﹑﹑﹑張牧師張牧師張牧師張牧師﹐﹐﹐﹐在台上回答會眾在台上回答會眾在台上回答會眾在台上回答會眾                        各類與信仰生活有關的問題各類與信仰生活有關的問題各類與信仰生活有關的問題各類與信仰生活有關的問題。。。。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    神秘神秘神秘神秘﹗﹗﹗﹗我們玩的就是神秘我們玩的就是神秘我們玩的就是神秘我們玩的就是神秘﹗﹗﹗﹗其實我們最後其實我們最後其實我們最後其實我們最後                            連自己也鬧不清誰是誰了連自己也鬧不清誰是誰了連自己也鬧不清誰是誰了連自己也鬧不清誰是誰了。 。 。 。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    跳舞跳舞跳舞跳舞？？？？體操體操體操體操？？？？有誰知道他有誰知道他有誰知道他有誰知道他（（（（她她她她））））們在們在們在們在                            做啥做啥做啥做啥﹖﹖﹖﹖    

     音樂鋼琴家仙杜拉音樂鋼琴家仙杜拉音樂鋼琴家仙杜拉音樂鋼琴家仙杜拉．．．．沈姐妹沈姐妹沈姐妹沈姐妹        作個人服事感恩見證作個人服事感恩見證作個人服事感恩見證作個人服事感恩見證。。。。    

休閒時刻休閒時刻休閒時刻休閒時刻﹐﹐﹐﹐熱心的貢雲華弟兄教打乒乓球熱心的貢雲華弟兄教打乒乓球熱心的貢雲華弟兄教打乒乓球熱心的貢雲華弟兄教打乒乓球。。。。        廣東堂弟兄姐妹非常有默契廣東堂弟兄姐妹非常有默契廣東堂弟兄姐妹非常有默契廣東堂弟兄姐妹非常有默契﹐﹐﹐﹐晚間也自行聚會晚間也自行聚會晚間也自行聚會晚間也自行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