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沐浴室   余东海

现今的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无

现金交易的时代，一切都以支付

宝、信用卡，提款卡等来付账或

转账。从一份杂志中阅读到这样

的新闻，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和妈

妈上百货公司，看到他喜欢爱的

玩具，就不停地吵着要妈妈买给

他，妈妈被他吵得受不了，很不耐

烦地说：“没有钱，怎样买？”孩

子理直气壮地：“把卡片插进机器

里，钱就出来了呀！”。这孩子的

回答或许不会令人啼笑皆非，却

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现今的孩

子缺乏金钱得之不易的观念。

	 我们发现，现在五岁的孩子，

玩的不是iPad，就是手机。而在这个

多变的金融界，商业界，孩子在电视

上常被灌输“无需现金”“刷卡”“转

账”“先买后付”的付费观念。这无

形中慢慢促成孩子长大后就习惯用

卡“先享受，后付费”的便利，养成

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许多的“月光

族”、“卡奴族”、“负翁”和“负婆”

就此产生；他们不是没有钱，是对

钱没有正确观念，所以花钱无度。

	 在同一份杂志也阅读到这则

报告，在美国父母心中具有权威地

位的小儿科学会（AAP）出版了一

本书《关于孩子，About	 Children》，

作者群以敏锐的观察，探讨了46

个将在21世纪影响美国孩子生命

的关键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童

年富裕病Child	 Affluenza”。这是

指那些由于父母供给孩太多，而造

成孩子过度沉溺于物质享受，生

活缺乏目标的现象。

	 其实，我们华人也有这种类似

的观念，就是“富留子孙”。将一

生辛苦积存的财富留给下一代，好

让下一代不愁吃，不愁穿，富富贵

贵过一生。在民风淳朴的年代，父

母常耳提面命地教导说：“金钱不

是长在树上，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今

的孩子也许已没有这样的想法，因

为父母在有意无意中实践了“富留

子孙”的观念，会留下产业、公积

金和银行存款等给儿女们。

	 身为新世纪的父母要给于孩子

正确教导，从小教导孩子对金钱有正

确的观念和学习正确的理财方法。

当带孩子上街买东西时，藉机会告诉

孩子买东西为什么要付钱？这个玩

具多少钱？若许可让他学习付钱，让

他有实际的金钱交易经验。要告诉

孩子金钱的来源，是工作所得到的

酬劳，是“付出与收获”的成果。有

机会的话，不妨带孩子去参观你的

工作地点与环境，让他实际体会到你

的辛苦与喜乐。这样做，可以向孩

子说明父母辛苦工作，赚钱不易，

孩子才不会天真地以为钱是从提

款机里吐出来或刷刷卡就可以了。

	 基督徒的父母更应该教导

孩子父母给的零用钱是“自己的

钱”，要将零用钱的十分之一作奉

献。当孩子在“小时候的钱”学会

奉献，将来在“长大后的钱”上也

会乐意奉献。同时也要教导孩子

珍惜“自己的钱”，不要随便乱花

钱。把钱用在	 神的圣工上，是最

大的投资；正如箴言22:6所教导

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青 草 地 、 溪 水 旁 ， 上 帝 的 牧 养 使 我 不 至 缺 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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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客家大埔客的我，是一名家

庭主妇。在我3岁时，妈妈就去

世，跟着我就被送给一户人家当

孙女。那对老人家也有领养其它

的孩子，我记得“祖母”是一位脾

气暴躁，好赌的妇人，每次赌输

钱我就成了她出气的对象。我就

在被打打骂骂的环境中长大，在

我15-16岁他们甚至要把我卖去

当妓女，感谢主！因爷爷极力反对

就不成事，但是在我17岁那年，就

被“祖母”给嫁出去。

	 我的丈夫是位珠宝设计和修

饰员，他沉默寡言，工资也不多，

家中成员却不少。我一直在婆家

住，有一天家里来了一班人探访我

的家婆；他们唱歌，闭上眼睛念念

有词。当时我不知道那是基督教

的祷告，后来我才知道家婆偶尔

有去礼拜堂，那天是教会牧者和

会友的家访。过后我也受邀并带

着孩子去了一间客家教会，那是我

生命的转捩点。在教会的日子我

享受被爱，知道“神爱世人”，懂

得“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是我最

快乐的日子。

	 在这其间我被家人诬赖我

偷汉子，好冤枉啊！我哭着，哭

着……《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突

然涌上心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

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

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

报应”。接着我想起《腓立比书》

第4章第6-7节的记载：“应当一无

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神

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些

经文成为我的帮助，使我心中有平

安，再加上当时丈夫也没有追问，

事件就告一段落，而我也照常的

生活。过后我的家翁和家婆先后

病倒，照顾他们的责任就落在我

的身上；那时我家的经济入不敷

出，丈夫的其他兄弟姐妹不但没

有支持还诸多挑剔。秉着客家人

吃苦耐劳的精神，再加上主赐下

的力量，我终于挨到两位老人家

相继去世。

	 有一天我尝试邀请丈夫去教

会，感恩第二天他一早就换好衣

服等我们。聚会后他告诉我当天

的信息他不明白，原来因为工作

的关系，他的广东话比客家话强，

於是我求主预备适合他的教会。	

1994年的一个复活节主日，就在

怀恩堂，他告诉我和孩子们他要

接受主，哈利路亚！那是何等美的

事。接受主后，我看到他脸上多

了笑容，也变得和蔼可亲。在他去

世后，我辗转从他的友人口中得

知，原来在他眼中我是一位为人

媳、为人妻、为人母非常称职的好

女人，所以他要认识改变我的上

帝。听后我泪盈满眶，心怀感恩祷

告：“主啊，我何德何能，被你使

用。我不知要说什么，但我愿意在

有生的年日做一个蒙你喜悦的孩

子，来荣耀你！阿们。”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4章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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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是《圣经》中“智慧书

群”中的第一本，它描写了约伯这

个人经历的苦难。我们首先读到

耶和华称赞约伯是完全正直，敬

畏	 	神的人。但是他在一日之间几

乎失去了他所拥有和心爱的一切，

包括了牲畜和十个儿女；甚至自己

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痛苦至拿

瓦片刮身体。这种痛苦是我们无

法想象的，却完全是		神许可的。

	 约伯说过令我印象深刻的3句

话，相信也影响了许多的基督徒：

•“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

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

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

当称颂的”（约1:21）

	 这是在约伯失去一切牲畜和

十个儿女后说的话。能够在

经历大难后仍然敬畏	 	神，顺

服	 	 神在他生命中享有的主

权，令人敬佩！

•“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未

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

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

得见 神”（约19:25-26）

	 这是约伯在极痛苦时说的。

他提到了	 	神的救恩，提醒我

们要相信	 	神，相信在肉体之

外必然得见		神。

•“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

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

闻有祢，现在亲眼见你。”

	 这是约伯在听完耶和华的话

后的回应。约伯的谦卑和受

教的心，令他“守得云开见月

明”。我们的	 	 神随时垂听我

们、守护我们。只要我们谦卑

和受教，必能坦然无惧地来

到		神的施恩宝座前。

陈重毅 五饼  二鱼

	 约伯与他的3位朋友以利法、

比勒达和琐法，和后来加入的青

年以利户对话，各自对苦难做了诠

释。这些朋友们指控约伯犯了罪，

承受的是“恶人遭报应”的因果。

在约伯痛苦难受时，这些话伤透人

心。约伯的回答让我们基督徒（与

领袖）们可以学习在极度痛苦中，

在		神还未作出回应时，不困惑，也

不必怀疑		神的公义的属性。

	 耶和华在他们一番激辩之后

从旋风中回答约伯（38-41章）。

在《圣经》中，上帝通常是通过先

知或使徒的口，很少直接的对人

说话。因此约伯记38-41章极奇珍

贵。耶和华问：“我创造世界的时

候，你在哪里呢？”创造的奥秘，我

们又知多少？人太渺小了，我们千

万不要自大、自欺，当学约伯说：“

我是卑贱的”（约40:3-4）。

	 我们也从《约伯记》看见	 神

的大能。 是可让人从无变有的

上帝。从之前的7千只羊、3千只骆

驼、5百对牛、5百只母驴， 赐福

给约伯双倍的，比先前更多一倍。

约伯也再生7个儿子，3个女儿，得

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总而言之，《约伯记》把	神与

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

间的关系详细说明。我们当向约伯

学习，他是一位成熟的领袖，坚守

立场，乐于受教，完全正直，敬畏		

神，远离恶事，不论得时不得时，

都是一样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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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日，云彩轩小组一行

17人，经过了6个月的筹备，终于

出发到缅甸仰光进行为期5天的

短宣。他们探访了在仰光两个儿童

中心——“恩生”恩慈之家和“胶

旦”恩慈之家。以下每一个组员心

中的感言。

秀兰：

团队中年幼的处在陌生的环境中仍

然愿意积极的参与事奉，跨越了信

心，体会了	 神的爱能改变他们的生

命。他们的父母亲是核心组员，让

每个队员无论老少都有机会服事，

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队中的长者

则带给当地同工他们的爱护和关

心，也劳心劳力为150名的儿童烹煮

食物。完成任务时看到孩子们把食

物送进嘴里，大家倍觉欣慰；更是

忘了劳累。短宣是让我们在探索的

过程中，对宣教作出长远的委身。

财荣：

我从这些孩子身上，明白了感恩和

单纯依靠的意义。他们活在单纯

的信靠里，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吃

的、喝的。我理解了主说在天国的

就是这些小孩子，也明白了主的轭

是轻省的， 的心是柔和与谦卑

的。我求主原谅自己长久以来让自

己的儿女依靠他们的努力多于依

靠	神的灵，顺着世界定义的成功多

于仰望	 	 神的心意。但愿上帝借着

短宣让我的一家顺服圣灵的带领，

经历 的信实。我也祈求短宣队的

每一个成员听到圣灵的声音，并大

胆地按着圣灵去行出来；在 的国

度里，得着	神满满的祝福。

淑姿：

我深深地在这次的短宣里体验到

《罗马书》12章第4-6节的意义。

上帝给每个队员不同的恩赐，并使

用各人的恩赐与我们同工。这次

能见到我们一家“领养”的儿子蒙

安。蒙安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

离开家。爸爸无法抚养他，就把他

送到恩生恩慈之家。去年有一次他

因为吃了陌生人给他的饼而失去

知觉，被拐带了。隔天精神恍惚在

街上溜达，感谢主邻居在街上找到

了他。这些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恩慈

之家的事工，不只是提供这些孩子

的生活需要，更是场属灵的争战。

求主保护蒙安，保护着整个中心。

予欣：

我从缅甸的小孩子们的身上看

到了圣灵的工作。敬拜赞美的时

候，他子们大声地唱，衷心地赞美		

神。虽然不懂得中文，他们却依然

投入地跟着我们唱中文歌，跟着

我们做动作。他们缺乏父母的爱，

但是他们有		神的爱，他们天天开

心，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从这次的

短宣中，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在遇

到困难时，上帝必与我们同在。

予丰：

这个短宣里孩子们的脸孔在我的

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一想到他

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困难算不了什

么。虽然我们的服事，只能带给他

们短暂的欢乐，解决不了他们生活

长远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我们给他们带来的关爱能够永

远的留在他们的心里。因此，我要

感谢主耶稣给我这个机会，能够经

历圣灵的工作和看到 的果子。

全华：

很感恩能和太太、两个儿子，与云

彩轩的弟兄姐妹一起去缅甸短宣。

看到了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

踏上短宣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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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尽心尽力尽性地事奉主，把主

耶稣的爱传给缅甸的孤儿，让他们

感受到	 	 神与他们同在。在缅甸时

觉得和	 	 神的关系特别亲近，希望

回国后也可以一直都贴近	 	 神的心

意，明白 对我的旨意，也希望明

年女儿也可以一起参与这圣工。

雅洁：

在物质缺乏、恶劣环境中，看到宣

教士们的坚持和付出，看到缅甸孩

子对	 神的渴慕，我非常的感动和

惭愧。我更加明白差传的重要，也

更加珍惜作为	 神儿女的福份和职

责。每天早上的灵修和分享，工作

上的配搭、都使我们对组员们更加

地了解。谢谢	上帝让我在这次的短

宣经历 的大能，看到 的作为。

淳善：

我以为文化、背景和语言的不同，会

令我们与缅甸孩子很难沟通；但原

来他们很容易相处，大家很快就熟

络起来，并一起踢球玩耍。他们比新

加坡的孩子成熟，这也许与他们成长

的环境有关。中心有100多个孩子，

吃饭时要等每个人都拿到食物，祷告

谢饭后才一起吃。这一等就至少15

分钟，他们的耐性是我所钦佩的。

咏善：

我在这次短宣中有许多的体验，学

习如何用火炭和木材起火煮饭；在

停电时以手电筒照亮厨房，让别人

可以继续煮饭。我也第一次帮忙削

马铃薯皮，让同工们煮给100多个孩

子吃。我明白了缅甸孩子的生活情

况，我希望可以再回来缅甸短宣。

庆福：

感恩有这机会与小组一同前往缅

甸。Thein牧师、师母和胶旦牧者事

奉的经历与精神，令我感触良多，令

我敬佩。他们的肩膀有着“千斤”似

的重担，然而在他们身上，我真正

感受到什么叫着“把一切交托给上

帝”“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生命

忧虑”。求	 神常赐给我们智慧，让我

们学习更多 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婷辉：

非常感恩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参加这

一次的小组短宣团。亲身体验带来

的影响，远比听说的来得有效。认识

圣灵的工作，关心宣教工场的需要，

肢体互相配搭的事奉，弟兄姐妹共

同生活的喜乐和美善；在这次缅甸

之行中我们一家都有很好的学习，

也希望这些学习会影响我们日后对

生活的态度。常常感恩，为主而活。

恩萱

我感受到了缅甸孩子们的单纯、喜

乐、热情、积极和温馨。虽然他们拥

有的东西很少，但学习的精神却比

我们积极。他们脸上总挂着笑容，

好像什么都不缺。我们这代的年轻

人动不动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而

缅甸的孩子们连明天喝什么吃什么

都要去想。我非常感恩有这次的机

会体验他们的生活，希望和我的家

人能够常常去这样的短宣。

恩芊：

看到那些天真单纯的孩子们那么

渴望认识耶稣，我发现了自己的困

难实在不能相比，为自己每当遇到

困难就自怜的态度感到羞愧。他们

拥有的东西不多，但满足的笑容却

不比我们少，让我学习知足感恩。

看到十七、八岁的青年大声朗读

《圣经》，积极赞美主，我也要像

他们一样，永远保留着一颗纯真的

心，不被周围的世界受到影响。

贤龙：

第二次重返缅甸，经历了	神的同在，

也让我与小组们在爱中成长。从孩子

们的身上，我领悟到了信心是我们信

徒生活的见证和成长的表现。在物资

短缺乏下，当地的牧者和同工们凭信

心，热心地服事主。我常被孩子们真

诚的献诗深受感动，甚至流泪。“我

要向高山举目……”孩子们的唱诗，

如今历历在目。期盼明年重返他们当

中！

彩恬：

当我看到缅甸的孩子对神话语的

渴慕（甚至在停电时也还认真的读

圣经）、努力不懈的学习、认真的

态度，让我感动也愧疚……曾几何

时，我处在在舒适的生活环境，电

子版的《圣经》内，伸手就可读可

看，但是我有用时间读一读、看一

看《圣经》，留心听	 神的话语吗？

我读《圣经》的态度是如何？

赐娥：

那几天我们在主里一起为主事奉，

各尽其职。前方的弟兄姐妹带领

信息和诗歌，把	 	神的话语喂养当

地的小朋友们。云彩轩的下一代也

很自然的融入学生当中，让爱心和

友谊渗透在他们当中。希望这一切

都能在他们心里扎根成长！后方的

事奉也得到当地学生和前方弟兄

姐妹的帮助。请远方的祷告勇士一

直在祷告中记念这圣工。

雪鸿：

在恩生，我看到师母用家庭式的

方式来养育孩子们，孩子们流露

出喜乐满满。在胶旦，传道人以很

大爱心来抚养160位孩子，实在不

容易。我看到咏善和纯善和这些

小孩玩，一起欢乐，很感恩。能和

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配合，带给

这些小孩子们喜乐，很开心，很感

激大家的照顾。希望我们能继续

的为这些孩子带来更多的帮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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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杰牧师，我在Singburi可以敬拜上帝，但我的家

乡Sawaeng	 Ha完全没有教会，你可以和我一同回

到那里传福音，设立教会吗？”对一位立志为主在泰

中植堂传福音的宣教士，会友这般邀请实在值得感

恩。感谢	神让我们在此行的终站，去到Ban	Phet教

会带领主日崇拜的儿童节目，见证了Sunan姐妹8年

前心中的愿望逐渐萌芽成长。

令我更感动的是，崇拜的会众当中有好一些是来

自Singburi及Tachang的会友。他们每个主日早晨

出席了自身教会的崇拜后，就来到Ban	 Phet参与

第二次的午间崇拜，以行动来鼓励目前为数不多的

会友，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Ban	

Phet教会的会友将继续增长，成为自立自养的教

会。英杰牧师告诉我们Sunan姐妹把这片土地奉

献给教会建堂，但因为经费有限，教堂建筑的顶部

预留了柱子供将来扩建之用。

我们对Tha	 Chang教会弟兄姐妹对祷告所凸显的

信心与盼望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午餐后便集

合在一起分享彼此的需要，再相互一一祷告。这些

	
泰
中
家
庭
访
宣
之
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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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的会友大多都顽疾缠身，有些甚至曾有自杀倾

向，及剪不断理还乱的家事。他们的分享与代祷需

要，让我们看见英杰牧师与当地传道们所结的果子

和传承的信念。

参与这次的访宣，我们从英杰牧师与当地牧者身上

所学习到的功课，远远过于我们能带给他们的。英

杰牧师对植堂的信念、策略与远见，让我们看见一

位无私的宣教士，时时将	 神国度的扩张摆在自己

之上。他刻意培养当地人策划、参与并逐步接手教

会的事务，在适当的时候将教会事工完全交托给他

们，毫不眷恋自己已成就的事，进而转向开发新的

事工地点。不但如此，他也将自己的宣教DNA注入

当地的同工团队，引导他们积极地向外传福音，到

其它地区去设立新的福音据点，建立	神的教会。

至于英杰牧师身后的贤妻Anong师母，则让我们

看到何谓柔和谦卑与顺服。我们在探访的过程中

看见她以轻声细语带给当地姐妹们安慰与鼓励。

她的谈吐举止让我们想起箴言书中价值远胜过珍

珠的才德妇人。她虽然身体不适，仍坚持随我们 2017年12月10日于Singburi红日初升的早晨

到当地同工牧者家探访，时时在背后默默地辅助

英杰牧师，与他一同喂养那些有各样需要的会友

与慕道者。他们的小女儿Sue也与父母在事奉上默

契地配搭。无论是祷告会或儿童节目，我们都可以

看见Sue与当地的孩子玩游戏；在探访时，Sue与

Saiyan传道自然和谐地配搭，负责看顾那些年幼

的孩子们，仿佛是一个合作多年的事工团队，无间

地配搭。

我深信透过这次的访宣，每个团员都将有不同程

度的学习与看见。愿当地人的信心、对神的信靠能

挑战激励我们，将自己交托给	神，在生活中更信靠

神的带领，也更坚定持守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将

福音传到地极。

美好的时光，如白驹过隙飞逝而去，愿我们能记得

并珍惜我们在Singburi府所走过的足迹。也愿我

们能牢牢记得他们的“信”、效法他们爱失丧灵魂

的“心”。	

踏上短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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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无意中听到这首歌曲，就

想要向大家分享它。

	 歌词中没有明显的说明“

你”指的是谁，但从“孩子”一词

中我们不难猜测那是父、母、或

是祖父、母的长辈。

	 身为家中唯一的基督徒，我一

直以来很羡慕那些三代、甚至四代

的基督徒家庭。能够从小就被主

的话语教导，那是何等的福气！为

了妈妈祷告多年，她仍然没有接受

耶稣，如今她神志不清，要信耶稣

是何等的困难！虽然知道一切不能

回转，我却依旧祈盼奇迹会出现，

让她至少能被耶稣接走。

	 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一位，请

你珍惜，今天就告诉你的父母：“

谢谢你的爱！”

词曲：Esther	Kuo

谢谢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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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无助的时候 你牵着我的手

告诉我 孩子不要难过

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是你安慰我

告诉我 上帝是多么爱我

为我祷告不歇息 使我信心得坚定

教导我给我勇气 使我能继续前进

谢谢你的爱 让我遇见神的爱

谢谢你的陪伴 让我明白我不孤单

谢谢你陪我走 人生道路的艰难

你的爱让我看见神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