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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斋节期的背景

	 大斋节是基督教会年历节期之一，英文是
Lent, Lent源自央格鲁撒克逊古语Lencten，是春
天的意思。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把大斋节定
为四十天，从“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开始直到复活节前一天“圣周六(Holy Satur-
day)”终止。(期间六个主日不计算在内)教会一般
在圣灰星期三开始以象征忏悔、警醒及禁戒等意
义的紫色作为圣堂的布置，提醒信徒留意节期的
意义。圣灰日崇拜的抹灰仪式(将灰涂抹在额头)，
代表披麻蒙灰，可见这节期中忏悔之象征意义是
极其明显。(注：2020年大斋节期从26/2至11/4)

	 有说大斋节期是早期教会的慕道/洗礼课程
之衍生；那时的教会在复活节施行洗礼之前，很
谨慎看待慕道者的信仰，凡接受洗礼的慕道者都
得参与洗礼课程，进行斋戒、恳切祈祷、学习教
义、接受考核和洁净礼。而后来定为四十天是配
合纪念耶稣基督在旷野四十昼夜面对魔鬼试探的
事迹，这使大斋节有了圣经的根据。耶稣基督独
自在旷野禁食祷告四十昼夜，祂以上帝的话语粉
碎魔鬼试探的经历，这成为基督徒在灵性生活上
操练自己的榜样。

大斋节期的召唤~捡回起初的爱心

	 繁忙的生活步伐大大地影响基督徒灵修生
活；它使信徒没有时间作信仰状态的反省，疲累
的身心使信徒错过与上帝独处的约会，不断地削
弱信徒在信仰上作自我省察的能力。然而大斋节
期给予我们一个召唤---朋友慢下来，我们需要一
个春天给自己的信仰状态作一次反省；省察自己
的信仰热忱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减退。比如，我

们如常出席主日崇拜
会、祈祷会、小组聚
会，这些聚集是否成
为“活动、节目”，
活动结束一切都静止
了，在灵性上是没有
成长的；与主耶稣基
督的关系是凝固停滞
不前的，“起初的爱
心”也偏离了。 黄幼莲牧师

	 马丁路德有句话提醒我们，「专注细察耶稣
基督的伤痕，然后反过来省察我们对祂的爱，付
出的回应是怎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
要大斋节期的召唤，帮助我们去发现心灵上的破
口，让我们在此节期向上帝忏悔。在40天的过程
中，专注思想、感受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捡回
「起初的爱心」。

大斋节期~成圣恩典

	 大斋节期是信徒以克己(静默、反省、忏悔和
施舍)预备复活节到来的成圣途径，上帝施恩的渠
道。“克己”并不是为赚得救恩，我们不能通过
自己虔诚努力的克己(斋戒、善行)而赚取上帝的恩
典，恩典是上帝以祂的爱白白赐给我们的。基督
徒应该有这种高度警惕。“克己”是将救赎的意
义内化到自己身心灵之中。

	 生活忙碌的现代人，往往遗忘了我们内在的
需要，淡忘了我们存在原本的目的。大斋节期的
召唤正好弥补这些缺口，基督徒需要大斋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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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的祷告

大卫王与所罗门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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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经文清楚显示我们属上帝的子女如何应对
末世中的挑战，每每面对乱世中不公不义、谬言论
语的错乱价值中，我们应该如何处置，以及上帝为
坚持真理的子女们给予的上好福分以及应许。

	 然而，说就容易，实际行动则一点都不简单。
当我们还真的遇到这等挑战时，我们大可以坚持活
出真道，不过紧接下来所要承受的苦难，并非你我
可以轻而易举的承担的。那我们在面对这等苦难的
时候，该当如何呢？

	 圣经中几位妇女的作法，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
些亮光：

1.	 夏甲
你或许可以说她喧宾夺主与主人同房的举动不
蒙上帝喜悦，然而她在遭遇讥讽、取笑、甚至
被撇弃的时候，她却选择上帝听到她绝望中的
哭泣(见创世记21:9-20)。故事告诉我们，在祷
告中向上帝倾诉是最真实的挣扎，上帝不会离
弃。

2.	 拿俄米
失去丈夫、儿子，被降格为寡妇的心情，并非
常人能理解，还需要面对媳妇相继离开的复杂

情绪，无人可以知晓。然而相信上帝垂听她的
祷告，顾念她继续依靠上帝的信心，拿俄米在
摩押地听闻上帝如何祝福自己的百姓，选择投
靠她。上帝让路得的心也转向家婆，如此一步
一步的，上帝继续祝福寡妇的故事，传承到今
天(见路得记1:14)。故事告诉我们，在祷告中不
要放弃，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

3.	 以斯帖
面对族人被逼迫、无礼对待，她却决定发挥王
后的地位和影响力，继而鼓励族人为她禁食祷
告，让她在最关键时候拯救族人，成就上帝的
心意(见以斯帖记9:26-32)。故事告诉我们，
唯有诚恳的祷告呼求，上帝必定使万事互相效
力，化危为安！

	 故此，祷告确实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器皿，把
不可能变为可能，成就许多神迹。你是否相信祷告
的力量？

	 我们许多时候很想坚持我们相信的真理，然而
遇到试验的时候，我们却取向于软弱，忽略了我们
随时都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走了许多冤枉路！上
帝的应许是真实的。纵然在末世中，我们处于动荡
不安的时代，切莫忘记，祷告确实是我们自古以来
可以达到上帝跟前的万能药。不要因为遇到苦难或
挫折而气馁退缩，齐来祷告吧！

武吉班让堂：郑汉华

天恩堂：吴育英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利、摆手不受贿
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
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原
文是赐给)；他的水必不断绝。(以赛亚书33:15-16)

大卫王
1.	 是耶西的小儿子，带着小竖琴，在旷野外放养。后来更经历逃亡生涯的

艰辛。
2.	 上帝所立的王(撒下7:8-16)，由撒母耳去膏立。王位藉着耶稣存到永远(撒

下7:27)。
3.	 大卫成为争战之君，积极勇往率军胜敌，甚至他本人也能率军胜敌。
4.	 大卫持守对上帝活泼的信心，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徒13:22)。
5.	 大卫起意建造上帝的圣殿，为建殿预备材料。
6.	 当大卫与與拔示巴同房，谋殺烏利亞，他真心悔改(撒下12:13; 24:10)向

上帝认罪与上帝和好(诗37:11; 119:165)。
7.	 为显荣自己而数点百姓。为刑罚大卫，上帝用瘟疫杀死百姓7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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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罗门王
1.	 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2.	 藉大卫立为王，以色列最显赫的一位君王。梦中祈求智慧治理王国
3.	 所罗门只知宫中安逸舒适、豪华奢侈的生活。所罗门则成为和平之君，乐于留守家园，并满足于持守他

父亲所夺得的土地。
4.	 所罗门开始时虽有属灵的虔诚，却未能在神面前维持这种基本的关系，因而陷入罪途，最后受神的谴责。
5.	 所罗门建造圣殿
6.	 他容纳异教。他的妃嫔诱惑他敬拜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实顺服耶和华上帝。
7.	 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们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邱坛。他与娶来的妃嫔向那些

神烧香献祭。

	 这两位王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很虔诚，听从上帝的话和敬畏上帝。上帝也藉着他们成就了伟大的事情，
例如：巩固以色列国的版图，建造了上帝的圣殿。

	 但是，当他们到了事业的顶峰的时候，他们跟随了外邦的神，心却远离了上帝。这真是伤透了上帝的
心。他们直到后期没有忠于上帝的旨意与方法。因此，以色列辉煌的潜力不能完全实现；反而在所罗门的晚
年，以色列的国际地位渐趋下降。

反思：
	 我们一生不论在何阶段、何处境、何时间，都要听从上帝的旨意，从一而终、永不偏离、至死不渝，忠
心到底。

	 约翰告诉我们：当耶稣对门徒说祂即将要离开（即将要受难）的事时，
门徒感到满心忧愁。耶稣安慰门徒说，祂的离去对门徒是有益的，因为祂离去
后，圣灵保惠师就会临到。而圣灵来的目的是要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要叫人知罪，可是门徒却不明白。因此，耶稣就对门徒说：“
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意思就是，现在门徒无
法领会许多道理，但圣灵降临后，就会帮助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并活出荣耀耶
稣基督的生命。	

	 什么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呢？“进入”在原文要表达的不只是“明白真
理”而已，它要表达的意思是除了“明白”真理以外，还必须要加上“实践”
真理。就像约翰三书4节说到：“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
比这个更大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圣灵不单是要帮助我们“明白”真

**文接上页

理，乃是要在明白真理过后，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实践”真理，也就是有行动地去活出真理。那么，我们才能
经历到在真理里面的自由。神喜悦我们实践祂的话，祂要我们在祂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

	 那作为主门徒的我们应当要如何与圣灵配合，使祂能顺畅无阻地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呢？我
想，我们至少要有以下三种的态度。

1. 渴慕 ~ 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更是开启恩典之门的钥匙。这也是爱的一种反应和行动，因为爱神，我渴
慕更亲近祂，渴慕更认识祂。

2. 谦卑 ~ 当我们越是亲近神，就越知道自己的本性败坏，不敢自以为是，不敢自以为知，不敢自以为能。
而是甘愿谦卑自己，让圣灵来引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3. 认真 ~ 认真研读圣经，让圣灵可以藉着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引导我们先明白一切的真理，并藉着身
体力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弟兄姐妹，愿我们都愿意与圣灵配合，让祂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因着认识和实
践真理而得着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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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茂桥堂：陈莹洁 

大巴窑堂：刘淑君

亚洲年轻妇女领袖特会 AYWLD (所有照片由Wesley Zaidan Foundation提供)

大会开幕时合照

欢迎宴会前合照

参加特会的来宾、会督及会长们

箴言19:21 ~ 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今年的亚洲妇女领袖特会在新加坡顺利举行。这次的特会是由Wesley Foundation以及三一年议会	
妇女服务会合办，共有来自九个亚洲国家的三十五名年轻人参加为期五天的特会。对许多的参加者来
说，是首次参加一个专为姐妹举办的特会，而且还有来自海外的代表参加，是个别具意义的特会。尽管
面对冠状疫情的问题，委员会在祷告后，决定继续凭信心勇敢地去进行，同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他们同
心合一的服事，成为参加者们美好的榜样。

	 特会的主题取自箴言19:21“你的使命是什么？What is your purpose?”来帮助参加者借着敬
拜、灵修、工作坊、晨祷、小组讨论、参观事工等，认识上帝如何在不同群体的福音工作，以及寻求上
帝对各人的带领。以下是三位来自华人年议会的姐妹参加特会后的感言:	

	 在这次的特会，让我领悟到上帝给祂造的每
一个人，都有祂的旨意和美意。第一次探访新加坡
自闭症资源中心，看见患有自闭症的年轻人，我不
禁想到，上帝赐给他们生命，而却有这个“缺陷”
，为何如此？再反思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或多或
少也有一些“缺陷”，也有明显和不明显的身体上
的“障碍”。要认识上帝创造的目的和真理，得从
上帝的角度去看。在自闭症资源中心接受职业培训
的年轻人，经过督促和训练后，他们的“缺陷”成
为了他们的优势，因为看似简单和重复性质的工
作，要求精准、细心、和可持续性，是一般正常人
是无法适应的工作，可他们却能轻易胜任，做到尽
善尽美。

	 其次，虽然圣经对女人的记载很少，但她们
的贡献却有一定的影响力。就如我们在这特会里查
考出埃及记第一和二章，有关摩西出生的故事，其
中记载了四位女人，她们是收生婆，摩西的母亲，
摩西的姐姐和法老王的女儿，这些妇女在上帝的旨
意和计划中，造就了摩西。当看到别人的恩赐比自
己多时，很容易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在上帝的眼
中，我们是独特美丽，赋予给不同的恩赐。我们都
是大拼图里的一小片，都有独特的计划，都很重
要，少了谁，拼图就无法完成。要作为一个属灵领
袖，需要敬虔爱主，与主建立美好而亲密的关系，
顺服祂的旨意。祈求上帝帮助我用祢所赐的恩赐去
祝福他人，也荣耀神。	

	 “参加这个特会，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是，
使命的中心不是事工本身，而是主耶稣。身为上帝
的儿女，主的门徒，我们首要的使命是爱神。只
要我愿意因着爱神而顺服祂的带领，我就是在活出
上帝在我生命的使命，能与圣灵同工，成就祂的心
意。不管是早期的女宣教士还是现今的牧师及教会
领袖，她们都是上帝美好的见证人，她们都是因为
爱神的缘故，愿意勇敢的踏入新的领域，去服事人
群，去影响生命来归向神。而他们不是孤军作战，
是有一群默默支持她们的家人、妇女服务会的成
员、督导、小组等的幕后的帮助和参与，一起来完
成上帝的计划。当我们彼此看守、彼此服事、彼此
代祷、我们是在帮助彼此去活出神对我们各人生命
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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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窑堂：孙韵慧亚洲年轻妇女领袖特会 AYWLD (所有照片由Wesley Zaidan Foundation提供)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专心的做作业 我们的手工

中间为陈莹洁

来自日本的姐妹

	 以往在读圣经时，会发现有关妇女和他们信
心的作为的记录非常的少。比较显著的就有耶稣的
母亲玛利亚、路得或是以斯帖的记载。这次在特会
中，我们就特别花时间来查考有关妇女的经文，甚
至有些的名字是没有被记录到的，让我们从新的角
度来看圣经人物所经历的，以及上帝是如何让不同
的妇女参与了祂的计划，成就了上帝在他们每一位
生命的使命，也因此荣耀上帝的名。这些妇女也可
能当下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事实
上是出于信心和敬畏上帝的心。

	 从圣经年代来到近代，上帝仍在使用回应祂呼
召的妇女。其中的一个工作坊，每个国家的代表要
去发掘有哪些女宣教士来到他们的本国宣教。听了
每一个代表的分享，体会每一位女宣教士都是带着
满怀福音的热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决意离开家
乡，飘洋过海，去到异乡宣教。因着他们的勇气、
信心、决心，他们开始的宣教的事工带给社区极大
的祝福，不单是在新加坡，甚至在许多亚洲的国
家。有些不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国家，他们也被差派
到不同的国家，仍然持续宣教的使命，借着传道、
教育、培训、建设医院和教会等，让当时候的妇女
能够有机会受到教育、学习新技能，因而成为国
家、社区及家庭的祝福。我也看到传承的重要性。

许多开始的宣教工作，后续还有其他的宣教士来延
续，和扩展，再一次体现出我们都是基督身子的一
部分，我们的生命是因上帝而联系在一起，去影响
更多的人来归向上帝。

	 上帝不只使用来自海外的宣教士来祝福新加
坡，祂也在本地兴起宣教士来关心本国妇女的需
要。其中就有来自新加坡青年使命团的女宣教士，
他们负责的事工名为”Tamar Vil lage(“他玛事
工”)，帮助陷入困境的妇女以及他们的家庭。我为
这群献身服事的宣教士们感恩，他们依靠上帝供应
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智慧及策略来帮助有需要的群
体。上帝也赐给他们勇气和力量来面对及应付每一
个不同的挑战，帮助收益的妇女走出黑暗的困境，
进入上帝的光明国度。这些女宣教士正是一群站在
活人与死人中央的人，是黑暗中明亮的灯塔，引人
到耶稣的面前得到医治、得到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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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参加三音联合感恩会的姐妹

感谢赞美神，藉着弟兄姐妹的到来，带给那里的居民欢乐和听到福音的好消息

直落亚逸堂的姐妹们到伯大疗养院为居民
庆祝生日，送给他们新年礼物，是一对老
鼠及一个杯子盛两粒柑加上用香兰叶做成
的一束花。

三音联合感恩会

年会/堂会社会关怀和外展活动

日期：04/01/20

时间：上午9时至12时

地点：卫理蕭街淡米尔堂

19/12/19为圣约翰老人院庆祝圣诞

20/12/19恩典堂为伯大尼疗养院庆祝圣诞

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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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梅姐妹在给大家讲解“爱心香皂”的制作过程。

以上是完成的“爱心香皂”，造型精美、气味芬芳。

	 圣诞节快到了，大家
有没有为了要预备圣诞礼
物而绞尽脑汁？值得高兴
的是恩约堂妇女会想到了
好办法。就在2019年11月
10日，我们开办了一个制
造“爱心香皂”的课程。

	 当天共有学员 1 9位
（一位提早离开）每位参
与者可以做两个香皂，一
个是放了多个小爱心与星
星。形状很像甜甜圈似的
香皂，看了很想吃的感

恩约堂：黄佩霞

以下是我们过去所开展过的课程：

1) 香薰焟片。导师：淑梅姐妹。
学员们在课后做成母亲节礼物，送给了教
会的姐妹们。

2) 月饼制作。导师：玉清姐妹。
学习时，一起为中秋布道会晚会预备了月
饼。

3) 香皂制作。导师：淑梅姐妹。
可做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4) 花式果冻课程。导师：佩霞姐妹

	 如其他堂会要开班可以私自联系佩霞姐
妹！让我们在主爱里一起学习，一起蒙福。

觉；另一个是用丝瓜布做成的香皂，有去角
质、磨砂的作用，非常实际好用。这两款包装
之后都很适合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教导我们的老师是陈淑梅姐妹，她是花菲
卫理学校家长团的成员之一，是一位很有才能
的姐妹。她不仅会各种手工制作，更是一位烘
培高手。感恩上帝预备了这么好的姐妹在我们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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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妇女服务会总主题：行在公义真理中 以弗所书5:8-10    

2017 活在义中  雅各书1:22-27   

2018 以真理处世  以弗所书4:17-25   

2019 受真理与公义护佑  以弗所书6:14   

2020 上帝的应许与标准为我们处世原则  以赛亚书33:15-16 

材料：
牛油45克
糖1汤匙
蜜糖1汤匙
Corn flakes玉米片
125克(3/4盒)

做法：
1) 将烘炉热至摄氏180度。
2)	 放置纸杯在烘盘上待用。
3)	 将牛油熔化，加入糖和蜜糖，混合成均匀的糊
物。

4)	 将玉米片corn flakes	 加入以上(3)里的糊状物搅拌
使玉米片均匀的	粘上糊状物。

5)	 将4倒入纸杯，烘8至10分钟。取出放置凉了(约15
分钟后)，装入可密封的容器里慢慢享用。

材料A：
300g糯米，400ml清水
材料B：
6粒香菇泡软切粒
200g瘦肉切粒，加盐半茶匙，糖半茶匙，黑酱油，
胡椒粉少许腌均，40g虾米，一条腊肠切粒
材料C：
3汤匙炸过的脆葱头，3汤匙青葱粒，1汤匙辣椒
粒，3汤匙炸过的脆虾皮
材料D：
一小罐的五香花生
调味A：
盐半茶匙，麻油2茶匙，黑酱油1个半茶匙，胡椒粉
少许

做法：
1) 糯米洗净，浸泡1个小时或更久
2) 加入调味A,	 搅拌均匀，置入锅里炒片刻，再置
入开水已经煮开的蒸锅里去蒸45分钟

3) 加3汤匙油放入炒锅里，加入虾米和腊肠丁炒
香，再加入香菇和瘦肉炒均匀

4) 将3）和材料D加入蒸好的糯米饭搅拌均匀再蒸5
分钟

5) 加入材料C点缀即可上桌

预告
(一) 执行委员会(六)
日期:	 27/06/20	(星期六)
时间:	 下午1时至5时
地点:	 卫理中心会议室

新加坡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135周年
家庭嘉年华会

日期：30/05/20	(星期六)
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4时

地点：芽笼美以美中学

(二)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庆祝生日
地点:	 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时间:	 下午2时30分
 日期  负责妇女会

 24/04/20 (星期五)	 感恩堂
 02/05/20 (星期六)	 福灵堂
	 06/06/20 (星期六)	 恩约堂/樟宜堂

年议会妇女服务会

蜜糖玉米片

糯米饭
恩约堂：黄佩霞

恩典堂：吕丽贞

目前暂停，

视2019冠状病毒

疾病的级别，

才决定是否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