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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爲⼤ 
小麥子 

經⽂：「不要為⾃⼰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

上，天上沒有蟲⼦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也在那裏。」 

⾺太福⾳六：19-21 
 

我們說過，有時我們不斷⼯作，是因為我們總以為⾃⼰不⾜。好像我們以為要為兒女賺更多的財

富物質，或者要不斷給他們催⾕栽培，以為這樣才是好媽媽，才⼼安理得。但是只要聽⼀聽孩⼦的⼼

聲，便知道他們最感到滿⾜，最得⿎勵的，便是⽗⺟多些時間陪伴他們。陪伴同在比起豐富物質對孩⼦

的⼼志、情緒、智⼒有更佳的效能。 

是時候靜下來，在主裏⾯從新排列⾃⼰的⼯作次序，思想每⼀件⼯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重要是謙卑到主裏⾯求問，讓祂做我們的顧問、導師，徵詢祂的意⾒。看看哪些事在祂眼中是

重要的，哪些是我們⾃以爲重要的，放下⾃⼰，順服主的安排，來⾏事爲⼈做⼯作。 

德蘭修女聞名於世，據說她和她的仁愛修女，每天清晨都先擺上許多時間祈禱，才決定往哪裏服

侍。 

我不是偉⼤的德蘭修女，但是也有些微的經驗想跟你分享。每當我清早在神⾯前安靜祈禱、等

候，然後再來求問我每天當做的⼯作，總發覺省下許多不必要的奔波。除去許多⾃以為要做卻是⽩費功

夫的瑣事，⽽專注於每⼀件與神同⼯同⾏的⼯作，發覺竟然事半功倍，簡單⽽輕省。 

最簡單⼀個例⼦，就是每逢寫這些與你共享的靈修經驗，如果我挖空⼼思，不斷靠⾃⼰參考閱

讀，花許多時間努⼒思想要怎樣「寫」才更好，出來的效果反⽽不如我先⽤些時間靜⼼在主前祈禱、靈

修、靜思之後寫的流暢清晰⾃然。 

 

 

 

 
 

 

選自：靈修小廚；漢語聖經協會 

祈禱 

求主讓我在每天繁忙的⼯作裏抽空安⼼到主前，求智慧、聰明，分辨哪些是重要⽽該

辦的，哪些是不該辦的。求主使我不要浪費光陰在徒勞和徒⾒外表的⼯作活動上。求主憐憫

我，讓我懂得愛惜光陰，積財於天。 

 



 

 

 

周美德 

原本極相愛的愛侶、原應血濃於水的親子情，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爲什麼會由愛生恨？由熱絡

轉為冷漠呢？這其中的原因複雜，但必然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凍結了感恩之心。 

我們最容易忘記的是別人的恩惠；最難忘懷的卻是自己的付出。由於時時掂念自己為別人所做的

一切，片刻不忘自己的偉大與恩德，同時又不斷數算別人的不好，儘速忘卻別人對我們的好---想想

看，這樣我們當然時刻覺得別人虧欠了我們。使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憤恨不平，從而不住地怨天尤人。 

這裡提供一份恢復人際關係的萬靈丹，它是修補愛的特效劑。早點開始使用，可以防止關係破

裂；及時開始使用，可以使已經惡化的關係日益改善、恢復：拿出(至少)三個本子。 

一個本子記載上帝對你的恩典。 

一個本子記載配偶、親人對你的恩惠。 

一個本子記載朋友對你的恩惠 

每天作記錄，包括別人大大小小的善意，不論送我們的東西、爲我們代勞的服務、乃至於為我們

引荐的機會，和一、兩句鼓勵稱讚或提醒的話… …東要記下來，天天拿出來複習，對別人所給予我們的

恩惠，一定要朔及既往的記憶；同時要儘快地忘掉自己對別人的恩惠。 

許多「自以爲」最感恩圖報的人，不幸竟是最忘恩負義，而且忘得最快的人。因此，這帖特效

劑，人人需要，只要你開始這麼做，關係必定改善，保證你會變成一個更快樂、更可愛的人。 

 
選自：久愛；道聲出版社 

 
The Cliff Walk at Pourvill by Claude Monet (1840-1926) 



 

 

親⼦活動 

 

DIY Toad Abode 

Toad abodes are whimsical and practical projects and make charming additions to any garden. Toads are 

beneficial critters because they consume insect s and slugs considered pests to gardens.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stimates that a single adult toad can eat 10,000 insect pests over the course of an average 

summer.  

Where to put your toad abode 

Situate your toad home in a shady spot in the dampest part of your yard. Placing it under a bush, near a 

downspout or under an air conditioner drip would work great. Toads like garden soil amended with compost. 

How to make a toad abode with a clay pot 

1. The toad cave 

Half bury the clay pot on its side leaving a  

nice little cave underneath. 

 

 

 

 

2. The raised abode 

Put the clay pot upside-down on top of a circle of rocks, removing some rocks to make an entryway 

Decorating your toad abode 

Giving kids the opportunity to paint the home is a great activity and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m about 

amphibians, wild critters, and conservations. If you want to decorate your abode, make sure to use non-toxic, 

washable paint. Other paints could be harmful to your new friend. 

 

內容節選⾃ Houston Arboretum & Nature Center (https://houstonarboretum.org/2015/06/diy-toad-abode/) 



 

 

報告事項 
• 教會中⽂學校⽬前暫停課程。請繼續為中⽂學校前⾯·道路代禱。 

• 鑒於疫情因素，AWANA暫停所有活動，請為AWANA前⾯道路，同⼯和預備⼯作代禱。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chedule  (Zoom only) 
Children Worship 10:00am-11:00am；Class 11:30am-12:30pm 

3/7 
Title: Peter and Cornelius 
Story: The Gospel is for all people 
Bible passage: Acts 10 
3/14 
Title: Barnabas in Antioch 
Story: Barnabas went to Antioch to encourage believers 
Bible passage: Acts 11  
3/21 
Title: Jesus is Better 
Story: Jesus our great High Priest, brought a better covenant 
Bible passage: Hebrews 1-8 
3/28 
Title: The Hall of Faith 
 Story: God works mightily through people who have faith in Him 
Bible passage: Hebrews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