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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号：瘟疫中的教会

步入二〇二〇年，我们却进入风雨飘摇的时节。

澳洲发生森林大火，菲律宾火山爆发，东非遭遇蝗
灾，美国流感侵袭……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新冠肺
炎仍在蔓延，走笔之际，马来西亚的确诊人数已达
117人，新加坡达160人。

想到新冠肺炎，就让我想起二〇〇三年的抗沙士英
雄——谢婉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医生。她在人人
自危的情况下主动请缨照顾病人，这位只有三十五岁
的年轻医生最终成为受感染去世的医务人员之一。

如今，只要在网络中搜寻谢婉雯，你就可以阅读到许
多她的佳美脚踪，感人事迹。

此外，我在网络中搜寻资料时，也看见一则感人见
证。

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六年，黑死病传到英国，伦敦死
了八万人。在英国中部相连南北交通必经之路，有个
村子叫“亚姆村”，一名从伦敦出发的商人，把瘟疫带
到亚姆村。

当村民准备逃离灾区时，牧师威廉把大家召集在教
堂，说：“如果我们往北撤离，肯定会把瘟疫带到英
国其他地方，如果我们留在村里，或许可以阻止瘟疫
传出去。”

村民最后决定不走，防止蔓延，自动隔离。四百天
后，瘟疫消失，全村344村民，只剩七十人活下去，
却成功防止瘟疫传播向北方。威廉牧师感染死去，他
在自己的墓碑上写着：“善良需要传递下去”。

另一方面，当新冠肺炎迅速蔓延时，马来西亚也迎来
一场政治风暴，国民联盟推翻二〇一八年的民选政
府——希望联盟。一星期的政治风暴中，我们看见
你欺我诈，搏斗厮杀，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的金钱利
益与权力博弈。

今天，倘若你在网络中搜寻这些政治人物，一样可以
阅读到他们所作过的，所说过的。

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一场瘟疫，我们看见为医者的
佳美脚踪；我们看见一颗立意留下善良的牧师与村
民；我们也看见一张张利欲熏心，面目可憎的脸。人
生转眼就过，当我们离开这世界时，我们留下什么？
以后的人在网络搜寻我们，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会是
什么资料？

“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
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作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
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十二
13-14）

人生很短，但愿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为主留下佳美脚
踪，留下善良！

新冠肺炎（COVID-19）在全球引爆，
马来西亚无法独善其身，
疫情甚至影响信徒生活，教会聚会。
六月号《天火》探讨瘟疫中的教会，
认识教会如何在疫情冲击中建基磐石，
荣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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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价值

会正。王端国牧师

大会文物馆的诞生,令我们深思神的作为和生命的价值。

时光流水般过去，在国家财经、政治、军事、国际局势，和人事
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里，我们一切的活动像过眼云烟，所有曾经存在
的，我们经手掌握拥有的，和无数发生过的事实，都化为荧光幕上的
画面影像，像飞掠夜空的流星一闪而过，霎那消失不见。

地表上，人类苦心经营也同步努力破坏的一切，伟大的思想传
承和理想实践，眼睛看到的丰功伟绩，不同族群奋斗争夺，弱肉强食
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还是落在生死边沿挣扎求存，面对不义的掳掠侮
辱，展开英勇抵挡抗争。

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为生存而建设劳累，我们面对愁烦伤
病苦害，我们持续谋求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和睦幸福，我们一面追
求人际之间互信互爱的珍贵友情，美丽爱情和温馨亲情，还得用心
面对负面的人际背叛出卖痛苦，然而，我们都在各样吃喝玩乐中寻
求温暖饱足。

这些真实出现又飞快消失的一切，真有价值有意义吗？对神儿女
来说，如果它真的在上帝计划中，它在时间空间里是永恒存在的吗？
如果它有永恒价值，它会在哪个时间点上停留片刻？或是我们都不变
的嵌刻在永恒里，上帝会审查和判断我们永恒存在中的一切？

一般博物馆纪念人类历史，人类走过的路，不同时代不同区域者
的历史轨迹。长老大会文物馆的价值，在于见证上帝对人类永恒不变
的爱，祂拯救罪人的大能作为。文物馆里的证据，激励神儿女忠诚事
奉主，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中掌握时机，善用恩典和发挥恩赐，持续跟
随主的脚踪，也持续传承福音使命，引人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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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祂活”的人生，就看得见逐渐明确的人生
终极标杆，也有福分见到神的计划部份或完全
实现。

如果能在乱世乱局中坚守信徒本分，无时
无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地朝向标杆直跑；如
果能在任何处境中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
心与主同行，忠心执行主所交托的大诫命和大
使命；如果你我能一生爱神爱人爱己，这一生
何其美好？

人类的终极问题是：我是个怎样的人？

你我都要合神心意，活出“主替我死，我
为祂活” 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丢弃硬颈违背
的心，脱离傲慢和自我中心的生活常态。

无论你我有没有事迹物件可以摆在文物
馆，无论人看它的价值是什么，你我的所作所
为都留在上帝的永恒中，你我活在地上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一天，就是现在的每小时
每分每秒，都留在永恒中。那么，我在永恒中
有什么上帝认可的价值呢？

约 翰 福 音 十 五 1 - 5 节 说 ， “ 我 是 真 葡 萄
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
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
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
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
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
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
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
离了我，袮们就不能做什么。”

“主替我死，我为主活”，上帝喜悦我们
活在基督里多结果子。

据说，当年主耶稣钉十字架时，被彼拉
多释放的巴拉巴受感信主，他的余生忠心为主
作见证。巴拉巴作见证的脚踪遍及土耳其初期
教会的许多城市，包括以弗所教会在内的七个
城市。他本是穷凶恶极的强盗，没受过福音装
备训练，但他的见证非常真实与震撼，巴拉巴
只是简单地告诉人“祂替我死，我为祂活”。

一百三十五年前，信实的主差遣西方宣
教士英差会，来马来西亚展开福音工作。十五
年前，神感动新山圣光堂成立长老会文物史料
馆，如今她终於在吉隆坡长老大会办事处毗邻
的独立洋房呈现。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我
们见证历史文物陈列室开幕。

多年来，慈爱的主带领大会历史文物组
想方设法筹备营运，甚至走透全马搜集文物。
神赐福各处长老教会交出具历史意义的文物，
恩待文物组继续管理和经营文物馆，借文物
传承上帝爱世人，激励长老宗子弟实践福音使
命。这一切都是“祂替我死，我为祂活”的生
活记录。文物馆是神的作为，也是长老宗先辈
和长老宗子弟与神配搭的工作，深信这一切都
留在合神心意的永恒中。

我们的生活常态应该是“祂替我死，我
为祂活”。若期待从生活追求脱颖而出，若祂
真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主，一切都会不一样。

假如你我恒常保持与神的活泼关系，会
有什么结果？若终身持续谦卑，在生活中参与
各种管道的学习，将会如何？若我们的见证真
实地效法基督的样式，会不会经历属灵更新而
变化？如果基督徒在生命中活出真理，一定见
证神的信实，也告诉世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们一定期待自己酸甜苦辣的一生能留下有价
值的贡献，对吗？如果你我活出“祂替我死，



主题巡礼 5企划、整理。陈幼心传道

在千呼万唤下，历经十五年，基督教长老会文物馆终于开幕了！
虽然她不是无瑕疵的，但她是众人的心血结晶；
虽然她不是最齐全的，但她是神的恩典与大能；
虽然她不是最终极的，但她是我会新的旅程碑。
历经十五年，我们的双眼未曾见过上帝，
但借这些文物，我们的心眼看见神的作为。
虽然她已经诞生了，但她仍透过《天火》告诉我们：
她需要我们的陪伴参与，她需要我们的委身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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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十五年

报道。陈幼心传道

二〇二〇年，马来西亚国家领导层提出的先进国是
否达标见仁见智，长老大会推展的《无墙教会》十年计
划也许未能全然达标，但是有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是，
历经十五年筹备的历史文物馆开幕了，这标志着马来西
亚长老会进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里程碑。

长老会历史文物馆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二〇〇五年，
当时，马来西亚长老会正进行庆贺设教125周年计划，
因此积极成立小组，期盼成立长老大会文物史料馆，展
列宣教士和先贤设教所留下来的文物和历史资料，藉此
让众本宗教会和友宗教会参观，并且教育下一代传承长
老宗传福音的热忱和使命。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中午十二时半，

马来西亚长老会又迎来了
另一件历史盛事——

长老会文物馆开幕了！开花结果

促成文物馆在今年开幕的文物组成员。

马来西亚长老会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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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五年来，大会历史文物组全马走透
透，到各地长老教会探访，搜寻具历史价值的
文物，所到之地遍及北部的吉兰丹、登嘉楼、
甘马挽、关丹；西部遍及槟城、大山脚、怡
保；南部则踏足马六甲、麻坡、笨珍、峇株巴
辖、新山等等，可以说，宝贵的历史文物得来
费功夫。

然而，文物组付出的辛劳并不白费，在
他们努力搜寻下，如今文物馆中有多件极具
历史价值的珍藏，当中包括：英差会宣教士安
礼逊牧师（Rev. Alan Anderson，1876-1959）的
手搅缝纫机，宣教师亨约翰牧师（Rev. John 
Henderson，1922-2011）的遗物：旧座钟和
笔，以及多件将近百年历史的教会文物。

文物馆中有不少具历史价值的文物及资料。

陈列室中有不少历史文献。

一张张的照片诉说着长老会的历史及先辈的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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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英差会宣教士留下的遗物，这十
五年来，文物组也致力搜寻具悠久历史的教会
文物，以及大会的历史照片及文档等，使文物
馆内有不少具价值的文物及档案，当中包括：
刻有教会名称的小铲、盖印、木板画、古老诗
歌本、圣餐托、陶制圣餐杯、奉献盘、打字
机、风琴，历史悠久的照片及文献。

努力浇灌耕耘十五年，如今文物馆开花结
果，长老会全体兴奋莫名，特别是在当中经历
甜酸苦辣者。文物馆得以开幕，除了要感谢带
领长老会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上帝，历届在
文物组中默默付出的组长（已故张恩民牧师，
蔡华平牧师，林华亮长老）及历届文物组组
员，更不可忘的是捐赠文物者，他们是：杨俊
良牧师、彭秉民传道、吉兰丹长老会、登嘉楼

长老会，关丹荣恩堂、怡保圣安德烈长老会、
新山圣光堂、古来圣安德烈堂、笨珍乐恩堂、
峇株巴辖救恩堂、新山皇后圣光堂、麻坡三一
堂、马六甲长老会等。

哥林多前书三6-9说：我栽种了，亚波罗

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

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

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

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

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

房屋。

没有人撒种、灌溉、耕耘，再好的种子
也无法开花结果，长老大会历史文物馆终于开
幕，终于开花结果，我们愿将一切感谢归给付
出的人，也将一切荣耀归给真神！

文物馆中的《天火》及周年纪念特刊。

以前唱诗布道的工具，如今难得一见的风琴。

陈列室内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已经出版超过一百期的《天火》也成为文物
馆的重要展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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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开幕礼于长老大会毗邻的文物馆举
行，主席是文物馆馆长郭志良弟兄（大会总
干事助理）。会上，他以申命记二十六8-9宣
告神的作为说，“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
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
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
蜜之地赐给我们。”透过这经文，众人看见
文物馆乃是神的恩赐，是神带领文物馆进入
这流奶与蜜之地，因此，文物馆的设立乃是
神的作为。

整个开幕礼的礼仪包括：宣召、唱诗、
祷告、致辞、剪彩、奉献礼祷告、述史及祝
祷。当中，文物组特邀长老大会会正王端国
牧师在开幕礼中剪彩及致辞。

大会会正王端国牧师在致辞时指出，万
物的价值都源于神，文物馆中的历史文物是
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文物与神有关，它见证
了神在长老会中的作为，参观者看见这些文
物，就是看见了神的作为。同时，会正也勉
励众人要爱惜光阴，当晓得怎样数算自己的
日子（诗篇九十12），为神所用。最后，他
也道出心中的祈愿，就是期盼这些文物能激
励参观者的心志，更爱主，并跟随耶稣的脚
踪行。

致辞以后，会正与文物组组长林华亮
长老一同剪彩，随后由大会副会正李政福牧
师为奉献礼祷告，文物组主席林华亮长老述
史。

开幕礼
二〇二〇年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趁马来西亚长老会召开

第四十四届常委会议之便，
文物组于下午十二时半
举行意义深重的长老会

文物馆开幕礼。

见证主恩
报道。陈幼心传道

会正王端国牧师及文物组主席林华亮长老一同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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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华 亮 长 老 在 述 史 时 ， 略 略 讲 解 大 会
成立文物馆的来龙去脉，并感谢捐献文物者
及教会。他指出，文物组过去几年到不同的
长老教会征求文物时，都获得捐献者及教会
的热情款待，并献出具历史价值的文物。林
华亮长老指出，捐献者的爱心激励了文物组
的事奉心志，使这些文物得以呈献在众人眼
前。因此，他在开幕礼中特别对捐献者致万
二分谢意。

在林华亮长老述史及唱诗祝祷之后，大
会会正王端国牧师以钥匙开启文物馆大门，
象征文物馆正式启用，随后，众参加者也鱼
贯进入文物馆参观，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一饱眼福之后，众人才步出馆外，享用文物
组预备的自助午餐。

大会副会正李政福牧师为奉
献礼祷告。

文物组成员在开幕礼之前细心安排
每个环节。

会正王端国牧师开启文物馆的大门。

出席者同心为文物馆祷告。

出席者一同颂赞建立文物馆的上帝。

出席开幕礼的常委们。

林双来牧师为众人祝福。

馆长郭志良弟兄担任开幕
礼主席。

组长林华亮长老述史。 会正王端国牧师致辞。 已经退休，但仍然关心长
老会的莫子亮长老为文物
馆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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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的开幕礼中，参加
者仿如进入了长老会的历史之旅。透过一件件
历史文物，我们看见了先贤的足迹；透过一张
张照片，我们看见了一颗颗委身的心；透过开
幕礼的进行，我们看见了神用祂大能的手和膀
臂，带领文物馆进入这流奶与蜜之地。

在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中，我们看见神
行了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也看见神带领众人
出埃及的恩典作为。因此，深信这文物馆必能
如会正所言，激励参观者的心志，使我们更爱
主，更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坐落在长老大会毗邻洋房的文物
馆入口处。

出席者被文物馆中的历史照片
吸引。

会正王端国牧师投入的观赏历史照片。

文物组成员与主礼团。

他们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大会财政李异鸣长老在签名
册上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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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搜搜

搜整理。陈幼心传道
资料来源。《天火》，长老会年议会手册，大会历史文物组

2005年10月11日，

长老大会第三十一届常委会议决委派张恩
民牧师（组长），会正蔡华平牧师，执行
干事萧晋强长老，常委代表江志海牧师，
与圣光堂牧者长执会面，协商建立历史文
物馆。此目的乃配合长老大会设教125周
年，将历史悠久的牧师楼设为长老大会文
物史料馆，以展列宣教士和先贤设教所留
下来的文物和历史资料，让本宗和友宗教
会参观，教育下一代传承长老宗传福音的
热忱和使命。

2005年11月24日（3时至5时）

常委代表和圣光堂教牧长执达成以上共同意愿，同
时进入讨论事项，建议保留牧师楼的原貌，并装修
成可使用的文物史料馆。

今已被拆除，具有百年历史的新山圣光堂牧师楼。

长老大会常委会代表与圣光堂教牧长执会面，达成建立文物史料馆的共同意愿，并于圣光
堂牧师楼前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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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

常委会议决购买长老大会毗邻的独立式房屋。

2007年1月

新山圣光堂居于具百年历史的牧师楼为危楼，
议决拆除牧师楼并重建新楼，作为教会培训、
主日学及团契等用途，成为大会历史文物馆一
事就此作罢。大会另觅他处作为历史文物馆。

2007年7月

常委会议决将历史文物馆设在新购买的毗邻独
立洋房楼下，由林华亮长老作室内设计，产业
干事魏南泉负责工程。

2007年10月

彭秉民传道将英差会宣教士安礼逊牧师（Rev.
Alan Anderson，1876-1959）赠送给他父母的
结婚礼物，一台约具104年历史，尚可使用的
手搅缝纫机（Singer胜家牌）转赠给文物馆，
由会正黄方洋牧师接领，张恩民牧师见证。同
时，历史文物馆开始收集属下有收藏价值，具
有五十至六十年历史老教会的文物。

2008年1月

居于组长张恩民牧师安息主怀，长老大会第三
十三届常委会委派蔡华平牧师接任历史文物馆
负责人。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随之成立，组长
为蔡华平牧师，组员为林华亮长老，郑亨平牧
师，彭秉民传道。

来自宣教士安礼逊牧师，具百余年历史的手搅缝纫机。

彭秉民传道（中）捐献传家之宝予
长老大会，左为黄方洋牧师，右为
已故张恩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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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与大会产业组配合，正式规划大会毗邻独立式
洋房其中一间楼下30尺x10.5尺，大约315平方
尺的房间作为大会历史文物展览室。同时呼吁
众教会大力支助与响应，把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存放在大会历史文物展览室。

  

2010年

拟定应置放在文物室的文物如下：

1. 伦敦差会所留下的资料；
2. 长老大会大事迹；
3. 历届会正表；
4. 教会分布图表及大会组织表；
5. 追溯寻道者之脚踪；
6. 长老大会、区会、堂会特刊；
7. 古老圣经。

2011年

收集星马长老会历届年议会手册（1938-1974
年），马来西亚长老会年议会历届年议会手
册（1975-2010年），长老大会纪念刊，教会
纪念刊，长老大会出版物，与长老大会有关
的书籍。

2011年

林华亮长老接棒文物组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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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0-21日

探访怡保圣安德烈长老会，
征得七样宝贵的历史文物。

1

3

4

2

5

6

7

获得怡保长老会圣安德烈堂刘华天牧师（左二），
郑显铭长老（右一）及长执的热情款待。

1.	 一九二九年，雕刻着教会名称的小铲。

2.	 画上圣殿图案的木板画。

3.	 铜制的奉献盤。

4.	 雕刻成大堂圣殿的盖印。

5.	 历史悠久的诗歌本。

6.	 Olivetti	Linea	98的打字机。

7.	 含四个托的圣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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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4日

前往北部区会展开第二站的“征文物之旅”，
探访吉兰丹长老会，登嘉楼长老会，甘马挽长
老会。获杨俊良牧师及登嘉楼长老赠送宝贵的
历史文物。

2012年

文物陈列室装修竣工，进行室内设计以符合陈
列室需要。

2012年

向长老会属下教会征求文物。同时列明管理及
使用规则，以妥善管理文物。

2013年12月11-13日

探访槟城圣安德烈堂及大
山脚圣安德烈堂，考察英
差会宣教士坟墓，商讨宣
教士历史文物的保护，来
槟城的英差会宣教士墓园
的保养及修茸。

杨俊良牧师捐赠英差会宣教
士亨约翰牧师曾经使用过的
打字机。

杨俊良牧师（左二）热情接待文物组代表。

获得槟城长老会圣安德烈堂领袖接待。 参观槟城古迹及探索长老会最早期的遗址及产业。

在吴振鸿长老（右一）带领下，考察英差会宣教士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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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3日

文物组与文字事工组联办“教会
历史，文物研究，保存史料与管
理”讲座会，地点：麻坡三一
堂，讲员：谢大立牧师。讲座会
后（24-25/9）参观实兆远卫理公
会文物馆，了解他们如何管理及
推动教会及当地居民捐出文物。

2016年

完成陈列室设计蓝图。

讲座会全体照。

文物组组员参观实兆运卫理公会文物馆。

实兆运卫理公会文物馆内的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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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

到东海岸征求文物，探访关丹长老会，吉兰丹长老会，
登嘉楼长老会。杨俊良牧师赠送亨约翰牧师（Rev. John 
Henderson，1922-2011）的遗物：旧座钟、笔及早期陶器。

北部区会同工热情款待文物组组员。

杨俊良牧师（右）曾经与亨约翰牧师
一同配搭事奉。

登嘉楼长老会领袖与文物组组员一同鉴定文物的价值。

登嘉楼长老会赠送第一位从台湾来马的宣教士的文物及照片、刊物及早期圣经。

关丹荣恩堂青少年团契徽章。

关丹长老会捐献南部区会第卅一届年议会手册及
具四十多年历史的主日崇拜记录本。

文物组代表与关丹荣恩堂领袖。

亨约翰牧师的遗物：旧座钟。

亨约翰牧师的遗物：笔。



主题巡礼 19

2017年

陈列室竣工。
发函呼吁大会属下各教会献出文物。

 

2018年7月

前往峇株巴辖救恩堂长老会
征求文物。

2018年10月2日

前往笨珍乐恩堂征求文物，
该堂奉献陶瓷圣餐杯，
一座古钟，历史刊物。

峇株巴辖救恩堂奉献圣餐盘
及历史文献。

圣餐盘。

文物组代表与乐恩堂领袖摄于具有70
年历史的教会。

笨珍乐恩堂捐赠的历史文物。

印有“此乃我血	为
众流者”的陶制圣
餐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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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6-27日

文物组于长老大会第四十五届年议会赠送纪念品予捐赠文物的教会，
由会正杨节制牧师表达衷心感谢，组长林华亮长老及组员共同见证。

     

谢谢彭秉民传道（右二）。

谢谢登嘉楼长老会，由陈奕成牧师（右一）代
表接领。

谢谢古来圣安德烈堂，由陈国安长老（右三）
代表接领。

谢谢怡保圣安德烈堂，由朱顺安长老（左
二）代表接领。

谢谢笨珍乐恩堂，由廖靖伟牧师（右三）代表
接领。

谢谢救恩堂，由谢全福牧师（右三）代表接领。

谢谢吉兰丹长老会，由林克坚牧师（右一）
代表接领。

谢谢皇后圣光堂，由江仁健传道（右三）代
表接领。

谢谢关丹荣恩堂，由王振美牧师（右三）代
表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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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恩赐
作文物好管家

报道。陈幼心传道

这些年，马来西亚长老大会
召开年议会时，

因有众多的事工报告
及严肃的议事讨论，

议员们在冗长的脑力激荡下，
往往变得精疲力尽。

这时候，历史文物组的报告
往往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震。
原本沉闷的讨论，会突然活泼起来；
原本紧张的精神，也变得轻松许多。

多年以来，林华亮长老的影音呈献往往让文物组
的报告脱颖而出，让原本昏昏欲睡的人活了起来。

因此，这些年来，提到大会历史文物组，不少人
就会想到林华亮长老；提到林华亮长老，不少人就会
想到大会历史文物组。林华亮长老与历史文物组几乎
已经连成一体。

二〇〇五年，长老大会代表与圣光堂牧者长执会
面，协商建立历史文物馆，那时，身为圣光堂长老的
林华亮长老就已经是其中一员。

二〇〇八年，大会成立历史文物组，林华亮长老
是文物组组员。

二〇一一年，林华亮长老成为历史文物组主席，
至今已经担任主席九年。

从文物馆开始觅地而居，到担任历史文物组主席
九年，林华亮长老参与文物事工已经十五年。从寻觅
田地，收集种子，灌溉耕耘，直到今年文物馆开花结
果，林华亮长老没有错失任何一个过程，可以说，他
是建立文物馆的主要农夫，有他的呵护，文物馆才有
开花结果的一天。

用十五年经营一棵植物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身
为一个农夫，当中有何甜酸苦辣？这位农夫如何以汗
水和微笑深耕这一片田？且听这位大会文物馆的农
夫——林华亮长老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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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请分享设立文物馆的挑战，如何克服。

答 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是：一切从零开始，我
们不知道如何进行，唯有求主赐智慧。此
外，我们参观私人界和政府的文物馆，从
中取得设计三百平方尺文物馆的点子。

 第二个挑战是：整个工程预算案有限，我
们必须以设计适当，价格合理的原则进
行。第一次招标室内工程时，价格虽然低
于预算案，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再下价，因
此修改设计，在不影响水准原则下再重新
招标，最终才达到预期的价格。

 第三个挑战是：现有文物不多，但文物陈
列橱柜完成后，有助鼓励教会献上文物。
每年的大会年议会中，我们都以视频介
绍历史文物组的活动。二〇一九年，我们
在大会年议会赠送纪念品给捐献文物的教
会，表示我们真诚的感谢，盼望借此激励
更多教会奉献文物。

 第四个挑战是：历史文物组定下二〇二〇
年一月十四日为开幕日，但当时文物不
多，历史陈述壁图也未开始作稿，一切只
有概念而己。更令我感到惧怕和惊惶的
是，我在二〇一九年五月动手术，手术后
休息了三个月，距开幕日只剩四个月时
间。我原以为使命难达，但神的大能使我
仍能完成文物馆的第一阶段工程。

约书亚记一9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

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问  陈幼心传道      答  林华亮长老

问 请分享你参与设立大会历史文物馆的缘
起。

答 二〇〇八年，我第一次被安排在大会历史
文物组事奉，当时的组长是蔡华平牧师。
居于工作关系，我负责文物馆裝修及文物
设计工程，我就这样开始与古董一起成
长。

彼得前书四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賜

的好管家。

问 请分享设立文物馆最大的喜乐。

答 我们为了搜寻文物访问教会，当地教会牧
师领袖们都热情接待，无条件奉献他们的
文物或文献，这使我们充满喜乐。这帮助
我们进一步了解该教会的过去，现在及未
来计划，我自己也受益良多。此外，每当
我看到教会逐渐改善文物，愿意奉献给大
会文物馆，我心中就充满感恩。

罗马书十二12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

切。



24 2020年3月

问 请分享你这些多年来设立文物馆的主要心得。

答 首先，我觉得必须有清楚的使命及事奉观。这
十五年来，神赐我有热诚及设计概念，只要有
恒心及耐心，主必赐完成任务的力量。此外，
我万分感谢蔡华平牧师，莫子亮长老，林双来
牧师及师母，叶志康牧师，冯安赐长老，郭志
良馆长及蔡频频传道的付出及参与，他们是与
我一同奋战，建立大会文物事工的好同工。

 此外，我也要感谢奉献文物者，他们是：杨俊
良牧师、彭秉民传道、吉兰丹长老会、登嘉楼
长老会，关丹荣恩堂、怡保圣安德烈长老会、
新山圣光堂、古来圣安德烈堂、笨珍乐恩堂、
峇株巴辖救恩堂、新山皇后圣光堂、麻坡三一
堂、马六甲长老会等。

 当然，我也要谢谢大会常委多年来对文物组的
信任及支持，亦要感谢在开幕日参与事工者和
所有出席者，愿主大大赐福大家。

以赛亚书四十29

疲倦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问 请分享历史文物组的未来展望。

答 现 在 的 文 物 馆 陈 列 室 属 于 第 一 阶
段，即介绍长老会一八八六至二〇
〇六年的历史。接下来，第二阶段
是介绍二〇〇七至二〇二〇年的历
史，我们会继续访问教会，争取更
多文物，也期待教会弟兄姐妹奉献
文 物 。 同 时 ， 我 们 也 会 办 文 物 讲
座会，帮助教会认识及保存历史记
录 。 此 外 ， 现 有 的 文 物 馆 空 间 太
小，到了第三阶段介绍二〇二一至
二〇三〇年的大会历史时，就必须
有新的空间了。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8节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

们所定的意图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