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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區浩章  弟兄

投桃報李

　　孫傳道 Irene 正在北歐度假，

追尋北極光去也，於是吩咐老編代

筆。難得有機會投桃報李，當然義

不容辭，欣然答應。

　　闊別這「編者話」多時，其實

自從吳安強傳道和孫靜敏傳道接手

作教會負責人，並把《福徑》納入

他們服事工作範圍之後，老編的負

擔終於稍為輕省了下來。今年開始

負責的 Irene，由於本身有着媒體

工作背景和經驗，加上作為牧者的

一份責任及領受心，她完全明白做

定期書刊的一切要求，要準時、要

主動，在屬靈層面上，更要合乎教

導、分享，讓讀者有得着，一齊在

主內成長。

　　Irene 會主動編排主題，安排

報告，也關心稿件的情況。內容方

面，多次親自主筆專訪、寫讀書報

告，還加上她在 SEN 的愛心服事

及推動，讓《福徑》接觸和推廣

的層面，更為廣闊，亦能藉着文字

和圖片，宣揚教會服事群眾的廣闊

面，令教會肢體互相通達了解，對

家的感受，更為觸動到。

手尋夢想

　　11 月中，收到余仕揚牧師太太

黃愛恩師母（Connie) 親筆送贈之

敬請留意：
每期《福徑》網
上版與雜誌版同
步推出，方便下
載及存檔。

網址: www.kongfok.org下載二維碼

著作《手尋夢想》，一下子便被書

本清雅脫俗、富有文青感的封面設

計，和好幾篇重量級的序深深的吸

引着；我急不及待只用了一晚時間，

一口氣便把洋洋二百多頁有生命、

有經歷的文章看完。可能大家對所

謂「三指鋼琴家」的故事略有認識；

故事的吸引，並非如偵探懸疑那種

迫使人一頁一頁、要找出誰是兇手

而往下停不了的看；引人入勝的，

是從一個小女孩的成長，在缺陷中

到成為鋼琴家，在人生奮鬥克服困

難、也克服自己的生命歷程。

　　Connie 用了十年的時間，寫

下她這一段不平凡人生的經歷，

由沮喪、失望、恐懼，到接受自

己，寫來坦然肺腑，真情流露；文

字沒有激情，卻是如行雲流水，溫

婉爾雅；而且不慍不火、文如其人；

內容發人深省，積極勵志，完全感

受她不一樣的生命，卻能夠堅毅面

對挑戰，刻苦克勤的奮鬥精神，以

生命影響生命！

　　 當中令我最深刻的

其 中

一段，

也許是

我 們 不

少 人 生

命中的寫

照：「 說

到 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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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個愛美的女生，原本我以為自

己的雙手和雙腳會嚇怕別人，但這

其實全部都只是我自己空想出來的

壞事！我慶幸自己終於都釋放了自

己，勇敢面對，不再把自己困在自

我抑壓的黑洞裏去。」

　　想像手指有缺陷的如何去試戴

結婚戒指？

　　想像手指有缺陷的如何去彈奏

連正常人都有困難，要跨八度如

巴哈的《幻想曲》（Fantasia in C 
Minor, BMV906)?

　　Connie 說：「不要做自己的敵

人！釋放自己，勇敢面對，不要再

把自己困在自我抑壓的黑洞裏去。

因為世事，往往並沒有你所想像中

的差勁！」

　　「當你以為所有門都已經給關

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有另

一扇門，正在等着你主動去敞開。

只要你肯伸出手去打開這扇門，你

所通往的，將是一個美妙的新世

界」。

　　

　　「沒有人完美，而且我更覺

得，有點點瑕疵的生命才叫美好，

這才讓人有動力不斷尋求進步。」

　　這種的生命態度，能不叫健全

的汗顏？

聚散浮萍

　　余師母 Connie 在執事們為歡

送余牧師的感謝晚宴中，分享了因

丈夫要離開港福的掙扎，也談到她

經歷神為她開的特別的路，明年會

有音樂劇的機會，也會參加醫學研

究，探討傷殘琴手與腦部可塑性的

關係。實在讚美主在每一個人身上

的預備，人所想不透的，卻總有祂

的美意和計劃在內。

　　余牧師亦臨別贈言，侃侃而

談，詳細交代了他心中的一個侍奉

心志，now or forever（請參看今期

之余牧師專頁「得人漁夫」）。在

此亦特別感謝余仕揚牧師在港福堂

過去八年的殷勤服事，由作傳道，

到按牧、結婚、更成為兩個孩子的

父親。相信在他往後事奉的人生路

上，必不會忘記在港福堂經歷的許

多刻骨銘心的片段。

　　要感謝的，當然還有 Sam 李

成傑傳道、林惠玲姊妹等 ......  

　　聚散浮萍，曾經共事，也是難

得的緣份。你們在港福留下的點點

足跡，往日的辛勞貢獻，總不會是

徒然。如今各自上路，各有理想，

走著人生的下一步，願神親自祝福

保守你們。

編者話 編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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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重溫

余仕揚牧師

主日崇拜證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錄寫：鄧偉霖、林惠玲

聖俗與習俗 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神。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

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

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

主。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

站在神的臺前。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向我承認。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

之物。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獨人以為不

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

道理行。基督已經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不可叫你的善

被人毀謗；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

樂。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所以，我

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毀壞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潔淨，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無論是吃肉，

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當

在神面前守著。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就有福了。若有疑

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

罪。」

　　我們先一同禱告。主耶穌請讓我們透過聖靈，知道今日神已經因著

對我們的愛，透過福音，我們能夠相信神祢已經悅納我們。讓我們所擺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來賓，早晨！讓我們在神的說話上一同學習，

一同成長。請看羅馬書第十四章第一至二十三節，大家可以翻開座位前

已擺放的聖經，或看屏幕。請一起讀出來 :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

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

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

他站住。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裡要

意見堅定。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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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上的敬拜、事奉及一切的奉獻，主祢都甘心悅納。奉耶穌基督之名字祈

求。阿們！

　　弟兄姊妹，今日回到教會，見到隔鄰的弟兄姊妹，有沒有彼此問安

歡迎呢？有！非常好。但是，大家又是否知道，原來有教會並不太歡迎

坐在自己身邊的敬拜者啊！這間教會就是我們剛才所讀到的經文羅馬

書，所描述當時第一世紀羅馬教會的情況。

　　第一節已經講到「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意見不同的，不要爭

論。」「接納」這個詞，其實有些翻譯為英文的 welcome，我們要彼此

歡迎。保羅這樣的教導，那即表示他們都不太歡迎對方。為何這樣呢？

原來在當時的第一世紀，羅馬教會主要由兩個群體組成，一個是猶太背

景的基督徒，一個是外邦人或者叫希臘背景的基督徒，他們兩班人的習

俗都不太一樣。猶太人因著舊約聖經的教導，他們習慣了遵守一些飲食

條例，所以他們就按照著摩西五經所講到的，甚麼食物為潔淨，甚麼食

物為之不潔淨。於是虔誠的猶太教徒，或者根本他們從少就已經受了教

導，有些東西他們一定不會吃的，尤其是我們都了解的就是豬肉。另外

還要在一些節期間要遵守的律法，例如每星期的安息日。每年有幾個大

節期，包括我們很多人都聽過的逾越節等。但是當他們信了耶穌之後，

就和這班外邦人一起敬拜。這一班外邦人便知道，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是

潔淨的，每一樣東西其實都可以用作敬拜神，那有甚麼所謂呢？於是他

們就標籤了這一班保守的基督徒，說他們是信心軟弱，信不過神已經接

納了他們，還要守著律法，以為這樣神就會喜歡，但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然後這一班保守的猶太基督徒，對著這一班自認為是自由派的希臘外邦

人基督徒，就認為他們不堪。聖經已明明說這些不可以吃，這些節期很

重要，為甚麼你們全部都不理會，根本是不尊重神。他們就彼此批評，

彼此論斷。然後回到教會就彼此不瞅睬，互不相干。總之彼此分開坐沒

有相干，彼此不歡迎。

　　因此，講到這一章的時候，保羅一開始就說，請你們那些信心軟弱

的人要去接納。當然保羅並不是認同他們，卻是一種諷刺的語氣。就是

向他們表示，你認為他人信心軟弱，那有怎樣呢？如果你剛強那就要接

納他人的不同意見。保羅並不是在說一些絕對的誡命叫他不要爭論，原

來表面上，保羅在說他們因著飲食、因著節期有很多爭論導致很多不和，

看似是一些種族之間的問題。當保羅去處理這些問題，並不是只是單說

甚麼是潔淨、甚麼是不潔淨這麼簡單，也不是在說甚麼日期重要、甚麼

日期不重要。但卻是更深層次地講到甚麼是信念，甚至是一個神學的問

題，是一個聖、俗的問題。所以今日的題目叫做「聖俗與習俗」。



12 13 

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聖俗是甚麼意思？我們講的「聖」就是聖潔或神聖 HOLY。那甚麼

是 Holy ？甚麼是 Holiness ？在舊約聖經裏面，神視為可以接納、是潔

淨的，並不是指衛生方面的潔淨，而是講到是否被神悅納，可以用作敬

拜獻給神的東西，那些就是所講的神聖或者聖潔。分別出來不再在世俗

裡，或者是 common 的東西。於是在聖經裡，由舊約時期已經出現了很

多「聖」的東西。大家可能沒有留意，最早聖經講到第一樣最神聖的東

西是甚麼呢？不是說人也不是說物，卻是說一個時間，就是安息日。創

世記講到神定立每星期有安息日，聖經也提到神視安息日是分別為聖的

聖日，就是讓人能夠每星期最少有一天去敬拜神，這一天就是 delegate
指定給神專用的。有甚麼約會也不會去，飲茶不去、行山不去。總之，

那天早上就是先到聖殿敬拜神，這才為之是「分別為聖」的日子。

　　而且神在萬民裏面揀了以色列人作為聖民，就是將以色列人從眾萬

民萬族裡揀選出來，專屬於神，並特別要悅納他們的敬拜。然後在他們

裏面又再抽選一班人，去接近並且事奉這班利未人，於是就有祭司，被

視為特別神聖的。然後慢慢又有一些特別神聖的地方，尤其是耶路撒冷

被稱為聖地。而在耶路撒冷裏面，最神聖的地方就是聖殿，聖殿裏面最

神聖的地方就是至聖所，約櫃的所在。原來在舊約裏面，要提到聖潔或

者神聖，神是有時間、有地點、有規矩等種種限定，讓人親近這位至高

至大的神的時候，就要知道這是一位聖潔的神。於是，神為了要提醒以

色列人，去到一個地步，讓每個生活細節都提醒他們自己是聖民，就算

連飲食也是這樣，所以那並不是因為飲食的問題。

　　從傳統角度去了解這些飲食條例，是因為神愛以色列人，所以提醒

他們甚麼是最健康，為甚麼不要食豬，因為豬骯髒，所以要吃牛吃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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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大件事了 ! 我們中國人信了主又怎麼樣？是否要戒豬肉呢？那不就

要吃牛肉了，就算不是價錢貴的問題，卻是吃多了要流鼻血的。我們中

國人說牛是「毒」的，所以那根本就不是衛生問題。若果是這樣，怎麼

去到新約時期，講到的每一樣事物都是潔淨的，耶穌死後復活了，突然

間豬肉就聖潔了，不再生蟲，並不是這樣的。那為甚麼在新約聖經的時

期，突然間這些事會改變了呢？原來因為在舊約時期，耶穌基督的福音

未成就，聖靈未降臨，上帝要透過這種種的規條提醒人，要親近這位聖

潔的神你就要將自己分別為聖。於是在教會裏面講到，若果有些人吃了

一些律法內規定不能吃的東西，或者觸摸了人或動物的屍體，他們就要

沖洗，還要相隔一段日子才能去敬拜神。但在新約裡，耶穌基督的死而

復活成就了這個福音，今日我們透過福音，在神的眼中已經被視為聖潔。

　　保羅是這樣說，原來在三一真神裏面，各樣位格都讓我們知道，我

們已經被歡迎去敬拜神。請大家再讀第三節的經文 :「吃的人不可輕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這裡講

到原來神已經接納他，歡迎他了。你是誰呢？若果你去到一個朋友的家

裏，當時有其他的客人，是主人已經歡迎他進入家裏，一起飲茶傾談。

當你去到朋友家，你卻說 :「你是誰？你為甚麼在這裏？你走吧！」你

又是誰呢？你在朋友家裏卻叫其他人離開。此外，主耶穌又怎麼說呢？

聚會重溫

我們再看第四節的經文，請大家讀出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

他站住。」然後我們再讀第八節的經文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

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這裏講到，

不單單神已經歡迎悅納了這個人加入神的家，我們不可以隨便不歡迎人

就叫人離開，就是主耶穌基督，也讓我們知道，因著祂為我們死而復活，

到了今日，我們或活或死，我們都是主耶穌基督的僕人，祂是我們的主。

　　又可以這般說，你去到別人家裏，有位傭人在工作，你都不能夠當

作是自己家裡的傭人，就隨便吩咐他做事。怎麼是炸的，水煮才好呀！

傭人不是你的你就不可隨便指使，也不是你去評斷他做得對與不對或好

與不好，因為那是別人的僕人。所以聖經讓我們知道，我們是主耶穌從

死裡復活去拯救，所以今日我們整個人的生命由生到死，都祇屬於主耶

穌基督，別人也屬主耶穌基督，我們每個人都在服侍同一位主，都是主

的僕人，將來神自然會審判我們在神面前做得好或不好。所以我們能不

能夠站穩是主的責任，不是我們隨便去批評去判斷的。更加不單止主耶

穌基督歡迎我們，甚至聖靈已經讓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成聖，在神面前

我們已經被聖化。

聚會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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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讀第 17 節經文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聖靈中的公

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我們其實可以這樣理解這段聖經，因為

聖經說神的國不在乎飲食，祇在乎於聖靈中的公義、和平及喜樂。原來

在神面前我們是否蒙神悅納？是否在神面前被視為聖？不是在乎我們飲

飲食食，食物是否合口味，而是在乎神已經透過聖靈住在我們裏面，讓

我們知道，我們因著相信耶穌得稱為義的這個公義 the righteousness，
那就是我們因信稱義的意思。神已經視我們為無罪，已經歡迎我們進入

祂的家，跟我們的關係已經和好。第二、這個和平應該讀為平安較為恰

當，就是 Peace，是神賜給我們的平安，乃從天而來，聖靈住在我們裏

面，知道我們不再被控訴。所以今日在神面前能夠平安去度日，不再在

惶恐裏面，這樣更加帶出我們的喜樂。這裏講到新國不是在乎我們飲食，

是在乎我們在聖靈裏面的公義、平安和喜樂。

　　第八章第九節，保羅一早已經講「如果神的靈是住在我們裏面，你

們就不再屬肉體，而是屬聖靈了。」即是神已經悅納我們，聖靈在我們

裏面是一個聖潔的標記，神已經視我們為聖潔。最少在身份上，神已經

接納歡迎我們進入神的家。所以，我做小小總結，在舊約的時期，我們

人尤其是罪人，活在一個世俗裏面，要去到一個神聖的地方，去到神面

前跟祂交往。在舊約的經文裏面，讓我們知道猶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要

透過這些律法提醒我們，要親近神就要遵守律法。因此，猶太人是很熟

悉律法的，都知道甚麼要遵守。新約時期則去到一個極端，那就是法利

賽人的出現。但按照新約，我們並不是透過律法叫我們能夠親近神，在

神面前成為聖，卻是透過福音。當我們因著相信福音，我們罪得赦免，

神已經歡迎我們進入祂的家，耶穌已經成為我們的主，而且聖靈已經住

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聖潔的標記。神已經視我們為神聖，並不因為飲

食的問題，並不因為守那日的問題。因此我們教會有星期六的崇拜，甚

至有些教會在平日早上或晚上舉行崇拜。因為隨時隨地有聖靈，我們就

可以敬拜事奉神，不一定要選擇安息日或甚麼節期。

　　今日，我們憑甚麼去成聖呢？不是剛才說的「因信稱義」就可成聖

嗎？不是整卷羅馬書都在講，我們相信耶穌就被視為聖嗎？不因為我們

知道因信稱義就受洗並在這裏敬拜神，就能成聖嗎？不錯，這些都是對

的。但是，我發覺始終不單止在種族民族裏面，有各式各樣的習俗影響

我們，並影響到信耶穌之後對信仰的看法，甚至在不同教會、不同社會

都在文化上影響著我們跟神的關係。不是神對我們的影響 而是這些文化

影響我們的看法。

　　就是今日猶太人的飲食習慣也都是這樣，比如一個非常正統的猶太

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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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飲食上必須是標註著「Kosher」這個標記的食物他們才敢吃；他

們每星期也會守安息日，一年裏面有逾越節等各樣節期，他們都會很嚴

格遵守。想想穆斯林或伊斯蘭教徒，他們有否飲食條例呢？有的。他們

食物上的標註是「Halal」，見到這個標誌的食物他們才敢吃，因為他們

懼怕食錯了就會得罪他們的上帝。他們很嚴謹地守著最具體的節期，就

是每年一次的齋戒月，就是有半天不吃東西，到了黃昏後的夜晚才吃，

甚至食到過量。

　　中國人有沒有這些飲食上的習俗？當然有。就在農曆新年便有很有

事也不能做。如洗頭、拖地、掃地等，而且在初一是要吃齋的。無論你

是否喜歡，信不信耶穌，可能為著我們都是中國人，由小到大都是這樣

去實行，就成了傳統習慣。不能洗頭就等多一天才洗，不能掃地就過多

兩天才掃。這些都是習俗，不會影響我們是否得救。其實每一個群體都

有這樣的情況，甚至今日我做了牧師這麼久，也發覺有些基督徒信耶穌

很長日子了，也會有這類的問題。

　　有部分基督會問 :「牧師！我信了耶穌這麼久，怎麼感覺上自己跟

上帝的關係都這般疏遠！總覺得神不太喜歡我。」然後我就會問為甚麼，

通常我都會去了解一下他的背景，發覺原來很多人信耶穌後也帶著這種

觀念，特別當我到港福堂服侍這些年，不知是否因為港島區有較多天主

教學校，港福堂的信眾有很多仍然相信要親近神就要守很多禮儀，如去

教堂守彌撒、要領聖體、要懺悔，並且要做很多德行，教會講的或做的

事就要去支持，所以就帶著這份天主教某程度上因著禮儀行為稱義的情

況進來。就算受了洗，知是因信稱義，但始終他們腦袋中仍保持這些觀

念，在實踐信徒行為上仍總覺得有些不對勁，心裏面仍然覺得自己有很

多不對的事情，懷疑自己是否要去懺悔，是否要跟牧師談論呢？

　　我便會告訴他們，其實耶穌已經接納了你，你再不需要去叫耶穌接

納，因為神已經歡迎你進來，無需在感覺上如以往一般。羅馬教會的爭

論，除了在民族上的習俗問題，又或者神學上我們怎樣看神是否悅納我

們，視我們為聖的問題之外，第三個問題就是靈性的問題，就是人有時

會有一種優越的感覺。民族有民族的優越感，群體有群體的優越感，個

人亦有個人的優越感。慢慢因為我們要表達出自己比另一個群體、民

族優越，就會追求這一種優越的表現。慢慢地，我不再稱這種情況為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稱義，漸漸人們的表現就變成 justification by 
performance，因表現而稱義。

　　我們視自己的的信仰生活為一種宗教的表現。於是很多時就嘗試展

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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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予人知道，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怎樣對神是好，神怎樣喜歡自己。我

們並不認為這樣就變了異端，因此不能得救，但雖然心底裏面仍然相信

因信稱義，知道會上天堂，不過今天在地上仍然希望有些實際及具體的

把握在手中，才能相信神很喜歡自己、很愛自己，我又很愛神，所有的

這些都要讓人看見，所以這些情況很多時候都是來自社會的風氣。我們

要有一種 self-esteem，自尊、自信。從小我們就要常常知道，我們要做

得好，你才能夠升班，有糖吃，爸爸媽媽才會讚賞你，老師才會覺得你

是一個好學生，社會才能讓你進入好學校，找到好的工作，才有好的異

性被你吸引，才有開心滿足的生活。我們將這些也帶到了教會，以為神

也這樣看我們，要看我們的表現，要看我們的表現究竟是否夠好。

　　有時我們回到教會就左望右望，看看隔籬的人是怎樣呢？他住哪裏

呢？有沒有樓呢？就算有樓又住哪裏呢？我有架車，但祇是 Toyota 而不

是別人駕的 Tesla。我仍然是單身，莫非神不愛我？是否我做得不夠好，

神就不予我一個配偶呢？又或者我的子女總是不及別人的好，是我還有

不足欠缺甚麼呢？甚至會去比較一些靈性上的事，是否事奉不夠好呢？

靈修是否差一點？是否應該在教會參與一些事奉崗位呢？要將奉獻放出

來讓人看見，知道我為神擺上奉獻嗎？是否在我 facebook 要 post 一些

東西出來，如果神喜歡我就會有幾百個 like ？於是我們有很多比較，不

斷去展現做出來讓人看，都只為了滿足自己的疑問―我做得足夠嗎？表

面上說是為神而作，希望神喜歡自己，作了這麼多「公德」，所以也希

望神回報自己，讓人覺得神多麼愛自己，也能在人前昂首。但其實某程

度上是做給別人看，因為社會風氣是這樣，成長風氣就是這樣，滿足其

他人，於是就唯有 perform 給其他人看。但其實心底裏面，事實上不是

神不歡迎不接納我們，甚至都不是別人不接納不歡迎我們，是哪一位不

接納不歡迎我們呢？卻是我們自己。於是我們這一種 self-esteem 的問題

與自卑，就嘗試從宗教角度取得滿足，嘗試在教會內參與多項事工，希

望能賺得神的喜悅。但是唯一能夠叫神喜歡我們、歡迎我們的，卻是因

為我們的信心。

　　請大家讀第二十二及二十三節 :「你有信心，就當在神面前守著。

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

有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保羅在第

二十二節的意思就是說，你吃或不吃、那一天去崇拜、穿甚麼衣服、駕

甚麼麼車、家庭婚姻狀態怎樣，總之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為主的緣故，

你能堅定，神就悅納。第二十三節更加從反面去說，若有人疑惑所吃的

就被定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吃也是罪

真會很大件事，剛才不是說吃東西不會有罪嗎？原來不是食物令神不喜



　　

22 23 

悅我們，卻是因為我們不帶著信心，相信神已經接納我們而吃。如果你

去別人家裏，都已經將食物擺上，你還是去懷疑人家是否歡迎你，你不

敢去吃，或者你是好勉強地去吃，原來這就是罪。為何不是出於信心的

就是罪呢？剛才我們提到，我們今日得到神的悅納和稱義是因為信心，

若果我們貶低了神的這份信心，並且認為不單止這樣，原來還要做很多

事，要 perform 等完美，神才會悅納，那即是說神原來是有附加條件的，

即是信耶穌後也要做好，否則神就不喜歡，不歡迎你了。將神的慷慨與

慈愛貶低，將神變成了吝嗇，如果不做得好看就不獲喜愛。原來我們不

是憑著信心去做每一件事去獻給神的時候，就是將神的位格、將神的信

實慈愛屬性貶低。我們常常在神面前做表現，於是有很多人去照鏡的時

候都不覺得會喜歡自己，覺得別人不喜歡自己，連神也不喜歡。

　　我認識有些基督徒非常熱心，教會有甚麼事他都出來幫手，甚至很

多聚會也去參加。有時想去看齣戲，但想想又覺得太世俗，也不知道神

會否喜歡。突然間教會有報告在某地方有一個聚會，講神學、講事奉態

度、講關顧別人、講福音門訓的聚會，神應該喜歡自己多些去這些聚會，

於是不去看戲了，那樣太世俗。怪不得有些會眾，無論我到那裡都見到

他們出席，無論是周間或周日都出現，我真有點懷疑他們還要回家嗎？

感覺他們一定要跟基督徒一起，其他人太世俗了，還是不要走在一塊好。

不一定的。雖然我明白有些人很有追求的心，但若祇不過出於因為自己

認為神喜愛我們做這些，只在基督教圈子裏活動，其他事情不參與，這

樣可能就有偏差了。

　　就如今天我們尋找工作，大家一定認為能夠有一份 permanent 的工

作就好極了。如果是合約工，就要約滿檢討，工作還需要你嗎？你是否

仍適合呢？ 於是我們信了耶穌受洗後，也懷著這樣的心態，所以經常處

於一個很緊張的心態，患得患失地不安。究竟是否要做好一點呢？神會

喜歡嗎？經常要在神面前表現，又或者如我們住在家裏，成長後出外工

作賺錢，因著孝順去分擔家用。相信今天大多數家庭都不欠缺而需要這

份家用了，但如果心態上是因為一份孝心而去俾家用，相信家人都會欣

然接受。但如果你的心態卻是覺得住家裏當然要也是 no free lunch 的心

態，每個月就按時交租交飯錢，你認為爸爸媽媽會多謝你嗎？或者另一

個極端，覺得爸爸媽媽養大自己沒甚麼大不了，不都是錢吧！我有，未

夠再給你。你認為爸爸媽媽會開心、高興你賺到錢嗎？同樣一個「俾錢」

父母的動作，但不同的心態就影響了整件事。接受嘅人是否接受，不是

因為你有沒有錢，是因為你跟對方有沒有一個愛的關係，是因為你是否

信得過父母已經愛你，所以很喜歡你能繼續住在家裡，給的錢多與少也

不要緊，是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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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隨便送禮物給人，所以在座中應該不是有很多人收過我的禮

物，印象中卻好像未送過。同樣，我又不會很隨便地去接受人家昂貴的

禮物，但間中我都有送一些名貴的禮物給我太太的，有時候是甘心自發，

有時候是 by request。但是我買禮物給我太太，是因為我知道她愛我，

我相信她會接受。所以無論我買份禮物要用多少錢，我都會很放心，因

為我知道我不會浪費這筆錢，因為是我送給她的，她就會欣然接受。但

是你嘗試完了崇拜就去商場買一隻漂亮的鑽石戒指送給我太太，看看她

是否接受。如果她接受，那真的大件事了。一個人要去接受別人送給他

的禮物，大多不是禮物本身的價值，而是因為你與對方是否建立了一個

愛的關係。隨便送禮物給女士，她也不一定要的吧！如果這個女孩子甚

麼人送她禮物都收，你也可別再要這個女孩了。

　　神又怎樣去接納我們對祂的敬奉？並不是因為我們要乞求祂的憐

憫，哪有得乞求呢？我們是罪人而祂卻是至聖的神。卻是因為神已經愛

我們，因為我們相信神透過主耶穌基督成就的福音，接納我們進入神的

家，我們今天是屬於主耶穌基督， 聖靈住在我們裏面，神已經接納我

們。我們作為成聖的標記，不要隨便以為稍後傳奉獻袋，自己投的支票

銀碼寫得大些，神就一定喜歡我多一些。神並不稀罕我們給予這些。全

個宇宙萬物都是祂的，你能給祂甚麼？能給多少？因為神已經悅納我

們、愛我們，所以我們奉獻上的或多或少，神因著愛我們，接納我們、

歡迎我們一切的獻上。老實說，我們所獻上的東西很多都有瑕疵，但

神已經接納了我們。我兒子畫了一幅畫帶回家，他說這是一條魚，我卻

對他講似大象多些。難道我會對他說 :「阿仔！畫得那麼難看也送給我

嗎？」Who cares ？我愛他，他知道我愛他，信得過我愛他，送東西給我，

我會欣然接受。所以讓我們知道，今日因著福音，三一神已經接受了我

們、歡迎我們，我們做的、獻上的一切，不要想著這樣才能逗得神要繼

續跟我們保持關係，乃是神已經愛我們才接納我們對祂的敬拜奉獻。願

主幫助，讓我們一同禱告。

　　主耶穌幫助我們，讓我們今日能夠知道因著福音，這位至聖的神已

經悅納我們這班罪人，能夠與神建立這一份美好關係。以致我們靠著聖

靈，在聖靈裡面，在神面前有公義、有平安、有喜樂。感謝你！我們獻

上的一切，不是要表現給神祢看，不是給人看，更加不是為提高我們自

我尊嚴的感覺，乃是因為我們信得過，只有對祢這份信，祢就會悅納歡

迎我們。感謝祢！奉主耶穌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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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天國的人

民，大家主內平安！

　　很感恩我們又在主日的時候，

平安相聚在主的殿中，彼此互問平

安，而且今天我要和大家宣講的還

正是關於「平安」的信息。

　　其實，不單是我們基督徒在

講平安，在社會上很多人都在思

考平安，都在追求平安。但在他

們追求「平安」的時候，卻是要

透過「買」或「求」。比如去買

一個「平安符」就自以為已經擁

有平安了；或者是透過「燒香」、

「磕頭」就感覺好像是已經得到平

安的庇護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些自以為已有平安的市民、朋友

又會感歎：「哎……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從而又把目光漸漸聚

焦到基督徒群體，為甚麼同樣大家

都經歷著社會的變遷，都在面對人

生的起起跌跌，這個群體的人卻可

以不一樣？為甚麼這群人的生命

當中可以彰顯出來那種滿有從容

和喜樂的平安生命呢？那麼今天，

「天國人民」的

　　平安秘訣

普通話主日崇拜證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唐然傳道

聚會重溫

我也希望透過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

6 章 25 至 34 節中的教導，來思考

和總結一下我們基督徒群體——

這群天國人民們的平安秘訣。

　　我現在邀請各位弟兄姊妹們

低頭閉目，我們同心合一的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愛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因著祢的恩典，我們得以聚

在祢的殿中，滿有平安的思考和領

受祢的話語。主啊！當我們的生命

漸漸體現出那種平安的樣式的時

候，也求主讓我們去反思，為甚麼

我們的生命中會有這種平安的表

現呢？主啊！也盼望我們將心中

的這種平安可以活出來，更可以

把生命中的平安傳遞給身邊的人，

讓我們每一個朋友、家人都能夠蒙

福。主啊！我們也要把我們接下來

領受祢話語的時間都恭敬、完全

地交託在祢手中，盼望主祢親自

的帶領和賜福。願我口中的言語，

眾弟兄姊妹的心懷意念都得蒙祢

的悅納。我們禱告乃是奉靠我主耶

穌基督得勝的名而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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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一：心態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段經文，

馬 太 福 音 6 章 25 至 34 節， 它 的

標題就直接闡明了「不要憂慮」。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地發現「天國人

民」平安秘訣的第一條，那就是

因為我們基督徒「心態好」。外

在就有這種不憂慮的表現，當很

多人都在愁煩的時候，基督徒卻

可以表現出「淡定」、「從容」，

甚至是喜樂！我們看今天的經文

就可以發現到，經文在第 25 節裡

面記載的「憂慮」，它在原文中

是「μεριμνάω」，它的含義其實

比我們中文所指的「憂慮」更加嚴

重，甚至是「焦慮」，指一種「無

故的擔憂」。也就是說我們再這

麼去想、擔憂、焦慮都解決不了，

但卻還在那裡愁煩。愁煩沒有用，

還會成為生命中無故的負擔。所

以耶穌基督在 27 節裡面就說了：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

加一刻呢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

壽數多加不了，再怎麼憂慮也沒有

用。但有些人卻陷在這種漩渦裡無

法自拔，表現出「憂傷的靈」，結

果就導致了「使骨枯乾」的生命。

在我們的經歷當中遇到憂傷中的

親人或朋友，都會去勸勉說：「不

要這樣想，不要憂傷嘛」。但對方

也會回答你：「我知道，但我控

制不住。你越讓我不在這方面想，

我就越會從這方面去想」。這時

候我們就會發現，只有「心態好」

的第一個秘訣是不足夠的，還要有

上帝在生命裡面的動工，還需要其

它的秘訣，我們等會還會繼續去思

考和領受。

　　神在這裡的教導和安慰又提

到了兩個互相對照的引喻。首先用

了天上的飛鳥，引證了這些飛鳥也

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

天父尚且養活牠。它們沒有甚麼需

要去愁煩的事情。野地的百合花，

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照樣有天

父上帝從創造時就設計好的美麗

樣式，照樣被上帝養活，那何況是

我們這些有天父上帝形象的人了，

豈不比這些飛鳥和百合花更加的

貴重嗎？但是我們呢，卻在做一些

徒勞無功的憂慮。所以透過這兩個

引證，耶穌基督也就再次教導和安

慰我們就更不需要憂慮了。一切的

道路，都掌管在天父上帝的手中，

我們再想其它的都是多想，都是白

白的憂慮。那麼這也是提醒我們，

是不是我們有些時候的想法，以及

我們向上帝的祈求，已經超出了我

們生命的承載，超出了上帝要施加

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賜福呢？

　　耶穌基督在主禱文中教導我

們去禱告的，我們日用的飲食，

求主賜給我們。今天我們的生命當

中，我們日用的飲食天父上帝早

都已經滿足給了我們，但是我們

卻還不滿足。有了日用飲食之後，

還想吃得再好一點。吃得好一點以

後，還想過得再好一點……完全沒

有止境。在這樣完全無止境的追求

當中，你自然就會感覺到憂慮和愁

煩。所以耶穌基督在這裡的勸勉就

說，也是讓我們把那些不實際的念

頭都打消，所有的賞賜都是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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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手中，不是靠我們憂慮就可以

得到的。

　　當耶穌基督講到百合花的時

候，祂還引用了一個人作對比。

這個人也是上帝所喜悅的一位君

王——所羅門。經文中也記載到，

就算是極榮華時候的所羅門王，他

身上所穿戴的還不如那野地裡的

百合花。人靠自己去賺、去愁、去

想卻還不如天父上帝所賜予的那

般美好。其實所羅門王看得更加通

透，他在《聖經》傳道書中就說到：

「虛空、虛空，完全都是虛空」。

當所羅門王走到了權力的頂端，

擁有了世界的財富之時，他卻看

透了人生，發現這些都是虛無縹

緲的東西，這些都是虛空的物質。

人生唯一可指向的，只是那位創造

天地萬有的上帝，上帝才是永恆。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呢？達不到這

樣權力頂端的時候，還在這些虛空

的事情上拚命追求，所以愁煩也就

會越來越多。透過今天馬太福音經

文的對比，也是讓我們看透人生，

看到永恆。聖經經文中也說，人若

賺得全世界，卻喪失自己，或賠上

自己，有甚麼益處呢？有的時候拚

命的追求，卻忽略了最終的本質，

那就真的得不償失。

秘訣二：常警醒
　　

　　這也就引至我們「天國人民」

平安的第二個秘訣，這是一個內在

的原因，那就是我們「常警醒」。

我們的「心態好」不是強顏歡笑，

而是有內在推動力。我們每做一件

事情的時候都可以認真思想：我們

的這個選擇是不是走在上帝的義

路上呢？上帝是否喜悅我做這樣

的一個決定呢？如果是耶穌基督，

祂又會怎麼樣做呢？時時的警醒

自己。其實在這裡我也是很誠懇

的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都做到

了每時每刻的警醒，常常透過神

來鑒察自己生命的話，那麼你以

後八成至九成的憂慮都會自動消

失。很多時候，我們眼前的那些

愁煩都是源於自己之前做那些不

明智的決定。有的時候，人會覺

得「好像有利可圖哦」，「好像

神不知鬼不覺哦」。但一旦做了

之後就會變成人生當中的泥沼或

災難，你又會發現後悔莫及且無

路可退。但若我們可以事事、時

時鑒察自己的生命，八成至九成

的憂慮都會不復存在。

　　這裡也關係到我們今天所查

考這段聖經的核心教導，在 34
節中這樣記載，「所以，不要為

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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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首先這節經文的前半句經

文講到的，是我們基督徒平安的

一個外在表現：我們不憂慮，我

們喜樂。但我感到遺憾的是，有

時候我們基督徒只記得前半節不

要為明天憂慮的金句。甚至有一

些精品的擺枱紀念品、金句筆等

等禮物，也只是把前半節經文摘

錄下來——不要為明天憂慮。單看

這半節金句確實感覺挺好，不憂

慮嘛，也是一個好的提醒。但卻

容易忽略了我們還要「每一天的

難處都還要我們每一天去承擔」。

這裡的經文既告訴我們了一種活

在當下的智慧，同時也是在告誡，

我們要對我們自己每一天的決定

和舉動向上帝、別人和自己負責。

所以我們在做每一個決定的時候，

也就要常常的警醒。透過禱告和

靈修去和神交流，去問神我應該

怎麼樣做才行？怎麼樣行才好？

當我們的人生在不同境況當中時，

我們也會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做。

面對引誘和試探時

　　有時，我們會面對引誘和試

探。當我們遇到這些引誘和試探

時候，我們可以透過禱告很快的發

現，這是魔鬼的工作，這會引誘

我犯罪或敗壞。哪怕是被包裝成

精美禮物的「糖衣砲彈」來到時，

我們也能看清楚其中的本質。就如

同耶穌基督遇到試探的時候，不管

自己的身體有多疲乏，不理面對的

誘惑有多吸引，都還是能堅定的用

上帝的話語來抵擋。以至於我們遇

到試探的時候，透過禱告和警醒，

讓我們不至跌倒，反而經過試探來

建立我們的靈命，生命得到改變，

和上帝的關係也更加親密。

面對成功和喜悅時

　　當我們遇到成功和喜悅的時

候呢？很多在社會上的人遇到成

功的時候，就只會沉浸在這種喜

悅的自滿當中。但對基督徒而言，

面對成功和喜悅時，我們就會自然

地認識到，這些成就不是靠著我們

自己的能力所達成的。一步一步乃

是上帝的幫助和帶領，才讓我們得

到的成功，進而把榮耀歸給上帝。

所以不論勝敗，在基督裡，我們就

可以做到「勝不驕」——勝利的時

候不驕傲，「敗不餒」——失敗

的時候不氣餒，以至於可以振作，

繼續奮勇向前。

面對未知的處境時

　　當我們基督徒面對未知的處

境時，我們也可以像耶穌基督「十

個童女」的比喻中那樣，效法其中

那五個聰明的童女，知道新郎一定

會來，那之前就要做好充足的預

備。我們基督徒明白，耶穌基督還

會再來，那麼我們也就會做足充分

的預備，為永恆的生命做準備。到

時就不至於手足無措、慌亂失神。

甚至也就類似於我們處於安全環

境中的時候，就比如今天的崇拜結

束之後，我們會有一年一度的「走

火警」，有的朋友可能會想，我們

每年都走，但也不見哪年真的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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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但信仰擺在我們心裡的時候，

就讓我們有居安思危的生命態度。

讓我們就算在平穩的時候，也要

去警覺萬一可能出現的突發狀況，

讓我們知道怎樣去應對。那麼我們

就會發現在人生起起跌跌的不同

階段之時，其他人失魂落魄，基督

徒卻可以從容去面對。為甚麼啊？

就是因為我們有預備，因為我們已

經有居安思危的生命態度，我們可

以臨危不亂。

秘訣三：有盼望
  
　　剛才和大家講了那麼多，提到

了兩條我們「天國人民」的平安

秘訣。它們分別是外在的表現——

心態好。這條秘訣是單靠外在模仿

是無法真正做到的，而是需要有內

在的原因來觸發。內在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常警醒」，我們可以常

常透過禱告與上帝溝通來警醒我

們的生命。那麼還有第三條原因就

會講到一個根本的緣由，也是我們

最終的秘訣，就是我們基督徒「有

盼望」。當我們遇到困苦的時候，

難免真是會感受到灰心喪志，還

會問為甚麼我們受到這些苦難。

這些痛苦不單是其他的朋友會受，

我們基督徒也同樣會遇到。就例如

上個星期，我一不小心就生病了。

這次生病就伴隨著感冒、發燒，而

讓我最覺得大的一個挑戰，就是劇

烈的喉嚨發炎和腫痛，讓我非常的

難受，也是我遇到過最嚴重的一次

喉嚨病。我疼到連喝水都會覺得

很困難，喝粥的時候可以明顯的感

覺到吞下去的哪一顆米飯是白米，

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哪一顆是糙米。大家可能沒有辦法

去想像，吃一個柔軟的紙包蛋糕，

我卻需要花費一個小時。我口裡一

直咀嚼那一口小小的蛋糕，但到最

後卻吞嚥不下去，真是毫無辦法，

非常難受。

　　在我病痛當中，很感恩有我

們弟兄姊妹的代禱，並且告訴了

我很多緩解的方法。我去看醫生，

醫生給了我藥，而且還告訴我現

在喉嚨痛的病徵是我病情的其中

一個階段，在配合用藥的情況下，

過了這個階段就會有很大的緩解

了。我們的區牧林傳道也告訴我

這個階段就是要好好調養，讓我

趕快回家休息，之後就會很快康

復了。而當時的我正在預備今天

的這篇講章，我當時就在想：「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好了」，但是

主啊，我這個難處也太煎熬了吧？

更痛苦的是本來我就吞嚥困難，

吃不下飯，而我想吃消腫藥、止

痛藥來緩解疼痛的時候，藥袋上

卻寫明要我「飯後服用」。感恩

的是透過醫生、區牧的經驗分享，

靠著各位弟兄姊妹的代禱、問候，

讓我確信過了這個階段，我就會好

起來的。這就讓我感受到，這不就

正正是我們所說的「盼望」嗎？雖

然我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的際遇

中可能會經歷不同的痛楚或難處，

但有主和我們同行和安慰的時候，

讓我們明白當我們過了這個階段，

我們就會好起來的。甚至在我們屬

世生命之後，還有更加美好的永恆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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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是

一種更加超然的境界。當我們再看

人世間的那些苦難時，會有一種超

然生命的表象。會覺悟到這些難處

真是不值一提，這些難關是可以過

去的。就算是取得一些屬世的成就

之時，也會說感謝讚美主，歸榮耀

給神。這種生命境界的提升，在我

們今天的這段經文裡，馬太福音第

6 章 25 節後半段就這樣記載：「生

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

裳嗎？」在那些還沒有認識主的人

還在煩愁吃甚麼、喝甚麼的時候，

是神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擴闊了我

們的視野。讓我們不把目光只局限

在食物和衣物方面，進而讓我們看

到永恆的生命和更美好的追求，以

至於我們生命境界可以不再一樣，

就可以活出「平安」生命的表象。

實踐方法

　　當我向大家講了三點秘訣，大

家回到自己最真實的處境當中的

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時候，可能還是會一頭霧水，還是

會感覺到掙扎。在想：工作、家人、

自身那麼多事務，究竟這三條秘

訣要怎麼樣才能應用到真實的生

活當中，活出「平安」的生命呢？

好像會很困難，感覺無從下手。那

麼我要再告訴大家一個方法，可

謂是萬變不離其宗。就算社會不

斷的變遷，生命也可以起起跌跌，

我們能夠做並且做好這一件事情

就已經足夠了，那就是做好我們

和神的關係。不管關係怎麼樣，

不再是按照爸爸的標準、孩子的

標準、岳母的標準、老闆的標準，

乃是按照神的標準。當我們按照

神的標準，處理好了我們和神的

關係，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生活上的難關、

工作中的苦惱、生命中的憂慮都

會通通迎刃而解。因為我們已經活

出了耶穌基督的生命，我們走在一

條榮耀神的道路上。透過今天的經

文，馬太福音 6 章 33 節中就告訴

我們，「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我們只要做好這一件事情，其他

的東西上帝都會再加給我們的。

我們會看到很多基督徒受到上帝

的祝福越來越多，他越來越喜樂，

事奉做得越來越好，家人越來越彼

此相愛等等恩典，不是因為別的，

只是因為他做好了一件事情，那就

是和神的關係。

總結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天國人

民」平安的三點秘訣：首先，那

就是我們有一個外在的表象，就

是因為基督徒「心態好」；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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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督徒有一個內在的動因，是

因為基督徒「常警醒」；最後就是

基督徒的終極秘訣，也是一個「平

安」的根本緣由，那就是我們「有

盼望」。這三點的秘訣正好可以和

一節經文相互呼應，這節經文記載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6-18 節。

秘訣中的第一點「心態好」不單是

不要憂慮，還是「要常常喜樂」。

第二點秘訣是「常警醒」，就透過

經文提醒我們要「不住的禱告」。

不論遇到甚麼事情，都要趕快和神

去交流，從而讓我們知道下一步要

去怎麼樣選擇及應對。第三點秘

訣是「有盼望」，在經文中我們

就發現要「凡事謝恩」，因為上

帝的恩典已經降在我們身上，讓

我們有了永恆的盼望。藉著謝恩，

讓我們的生命境界得以不一樣。那

麼我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帖前 5
章 18 節後的經文就告訴我們，「因

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

所定的旨意。」

　　講了那麼多，總共有三點秘

訣，大家都記住了嗎？我看到很多

弟兄姊妹都點頭示意我已經記住

了，但其實這三點秘訣就算沒記住

都沒有關係。因為我們基督徒平安

的秘訣總括一點，它的奧秘其實就

隱藏在了今天的講題當中——因

為我們是「天國的人民」。憐恤

我們的耶和華這樣告訴我們，「大

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上

帝的慈愛必不離開我們；祂平安的

約也不遷移。」盼望我們在耶穌基

督裡，都得到並享有這份永恆的平

安。

聚會重溫 聚會重溫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讚美祢，因著祢的恩典我們得到永恆

的盼望和救恩，因著我們有永恆的盼望和救恩讓我們的生命

不再一樣。這種特別的生活態度彰顯在我們「天國人民」身

上之時，就表現出了我們生命中的「平安」。感謝祢讓我們

可以由內至外地改變，以至於真切地享有「平安」。主啊，

當我們向祢祈求的時候，我們要首先求祢的國和祢的義。當

我們享有這份平安之時，我們也知道在社會當中還有很多的

人沒有平安，他們希望擁有平安的時候，卻要通過「買」或

「求」。主啊，求祢的國度降臨，求祢的旨意和恩典也可以

降臨在這些還不認識祢的人和家庭當中。也盼望祢的旨意更

彰顯在我們身上，讓我們活出平安生命的時候，也把這份平

安和祝福傳遞給我們身邊的朋友及家人，以至當我們活出這

份真實平安的時候，別人就可以知道，我們是祢的孩子，我

們是天國的人民。禱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而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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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誠信牧師

誠之有信

　　香港大學葉兆輝教授的新作《香港貧窮問題真相》，清楚揭露香港

貧富懸殊情況之嚴重性。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按聯合國公佈

的《2011 年人類發展報告》，香港在全球 47 個極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國

家當中，堅尼系數達到 0.434，全球排名第一。按瑞士信貸集團發佈的

《2014 年全球財富報告》，香港最富有的 1% 人口已擁有香港整體財富

的一半 (52.6%)，而最富有的 10% 人口已擁有香港 77.5% 的財富 1。葉

教授藉此書提出了對扶貧措施和方向上很好的建議。

　　另一位香港大學退休教授周永新在回顧香港之貧窮現況與 30 年前

起了根本性的改變。人不是吃不飽，穿不暖，社會出現極嚴重貧富懸殊

現象，「住屋問題轉化為階級矛盾，抨擊『地產霸權』的聲音此起彼

落…」 ，2 要解決香港之貧窮問題，不能單憑一個單位之努力，反而需

要社會各界與政府共同努力，透過有效的利民扶貧之政策及改善民生之

措施，才能讓社會之貧窮人看見前路的曙光。

《教會合一 • 同心扶貧》

1《香港貧窮問題真相》，葉兆輝 (香港：中華書局，2017)，頁 xi-xii
2 《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周永新 (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v。

　　作為基督身體的一個成員，教會之間基於宗派背景之不同，或許對

某些教義持有不同見解，但關愛窮乏人是神的心意，舊約聖經有教導不

可向貧窮人放債取利 ( 出 22:25-27)，要為貧窮的贖回地業 ( 利 25:25)，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 箴 19:17)，欺壓貧寒的，是辱罵造他的

主 ( 箴 14:31)。新約聖經也有教導真正的虔誠不單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更願意在實際生活中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 雅 1:27)，更不要羞辱貧

窮人 ( 雅 2:6)。

　　教會之間可以對聖經理解有一些不同，但幫助貧窮人能自力更生，

有尊嚴地生活及貢獻社會，是神給與以色列民之吩咐 ( 利 25:35-36)，但

也能啟發教會間放低彼此的成見，用神的眼睛看貧窮人，大家能合一地

去服侍社區中的弱勢社群，關愛貧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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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會港福堂從 2009 年至現在，一直積極回應扶貧的事工需要，

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 下文簡稱「教關」) 之扶貧機構有多方面的

合作。例如我們曾與「基督教勵行會」合辦師友同行計劃之招募講座及

參與，讓一些基層的孩童或初中生能經歷兄姊之關愛與同行，給予他們

學習的動力及面對人生成長之鼓勵。我們也曾與「建道神學院」合辦扶

貧講座，推動眾教會一起參與回應社區資源匱乏的需要。另外，也曾與

「馬鞍峰香港教會」 (Saddleback Church Hong Kong) 合作在社區設立

Peace Box 巨型攤位，在商場中展現教會合一，彰顯主愛，叫有需要的

基層家庭之孩童能在節期中感受到由信徒帶出基督的愛。

　　筆者在多年前鼓勵「教關」之總幹事馬秀娟女士 (Susanna Ma)，須

用中英語發佈教關之資訊，讓本地粵語、國語及英語的國際教會也能得

著應有的訊息，大家同樣有責任地一起合作回應社會之貧窮需要、跨代

貧窮、在職貧窮及年青人向上流動等問題。筆者曾帶領堂會兄姊與「城

市睦福團契」 ( 簡稱「睦福」) 機構合作，到屯門寶田邨探望貧窮之家庭，

並將所預備好的物資送給他們。回程時在旅遊巴士上，有兄姊分享那次

旅程讓其大開眼界，以往對香港貧困家庭之需要只從電視新聞及書本之

數字去風聞，現在卻親眼看見這些資源匱乏人士所住狹窄斗室的真實處

境，心中頓時泛起憐恤貧窮人之赤子心，也垂詢下次落區探訪的時間，

計劃再次參加。

誠之有信 誠之有信

　　港福堂也鼓勵各年齡層之牧區每年參與教會社關部提供之不同社區

服侍之行動，同心關愛社會中有需要的人士，例如參加「無家者協會」

主辦之派飯行動，讓露宿者能被關心並得著身心溫飽。近年，也與堅道

浸信會一同在社區中派飯給有需要人士。少年人也有機會安排去探訪住

籠屋的人士，也有家長謂與兒女往落後國家地區之服侍體會良多，返港

後少年兒女之心態改變了，擁有更大之同理心去關注社會中貧窮人士，

並且更珍惜現有的資源，不會再浪費日常之衣食。

　　港福堂在過去日子與「教關」有多方面的合作。「教關」為社區伙

伴建立網絡平台，彼此協作服侍貧窮人，藉此讓香港教會及機構主內合

一，同心服侍貧窮人。「教關」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

致力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舒緩全港十八區的貧窮問題，增強社會穩

定和諧。

( 一 ) 兒童發展基金

　　「教關」於 2007 年首先推行「社區新一代成長嚮導先導計劃」，

以一對一的師友計劃幫助貧窮兒童成長。政府於 2008 年採納了此模式，

加入儲蓄元素，至今已累積撥款九億元訂立並推行「兒童發展基金」

(CDF)，長遠且可持續地幫助下一代。此政策有助運用和結合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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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機構、社會及政府所得的資源，為弱勢社群兒童的較長遠發展提供

支援，以促進弱勢兒童較長遠的個人發展及協助他們脫離跨代貧窮。幾

年來計劃受惠人數達 14,000 人。

　　由於兒童發展基金是政府推出及支援的項目，而且教會參與上相對

簡單，所以經常是不同堂會服侍基層兒童的第一步，也是不同堂會之間

的共同項目。這事工能夠促進教會之間彼此的經驗交流，在不同地區以

同一項目合作服事基層。「教關」一直積極推動教會參與兒童發展基金，

讓更多基督徒參與培育兒童的工作。「教關」亦贊助機構參與，受贊助

支持的兒童逾 7,000 人。港福堂曾舉辦 4 場簡介會，先後招募超過 20 人

次成為友師，幫助基層兒童

成長。

　　成長嚮導計劃在以下

網址可詳見其介紹：http://
www.hkcnp.org .hk/core_
services/mentorship/。 當 中

也可參考「兒童發展基金」

(CDF) 先導計劃－「信仰為

本」追蹤研究報告及評估研究報告。也可參考「從 CDF 經驗看 ( 青少年 )
扶貧」的內容和策略。

背景：「跨代貧窮」是香港社會刻下嚴重的深層問題，窒礙整體社會經

濟及未來發展。香港特區政府為此訂立並推行了一項長遠可持續的政策

去幫助下一代—「兒童發展基金」(www.cdf.gov.hk)，以解決這個長遠

的問題。社會亦積極回應政府的這項政策，倡議一股青少年發展的新思

維。

目標：基金的目標參加者是 10 至 16 歲的兒童，而需符合以下條件：

1. 其家庭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學生資助辦事處各項學生資助

計劃的全額資助；或

2. 家庭收入不超過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75% 。

元素：每個計劃為期三年，由三個主要元素組成，分別是個人發展計劃、

師友計劃和目標儲蓄。這三個元素有助提升兒童管理資源和規劃未來的

能力。參加計劃的兒童會獲得一名由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所選派，並

屬義務性質的友師。友師會為他們提供指導，協助他們訂立和實踐具有

特定發展目標的個人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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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基金設有目標儲蓄計劃，以協助參加計劃的兒童累積金融儲蓄，

從而實踐其個人發展方案。參加計劃的兒童及其家人在兩年的儲蓄期的

每月儲蓄目標為 200 元，但他們可因應其特殊需要或情況，與營辦機構

議定一個較低的儲蓄目標。我們尋求與商業機構及個人捐助者合作，為

參加計劃的兒童在儲蓄計劃所累積的儲蓄提供最少 1:1 的配對供款。政

府亦會為每名完成兩年儲蓄計劃的兒童提供 3,000 元的特別財政獎勵。

招募：鼓勵義工參與。個人可奉獻時間，以生命影響生命。兒童和青少

年是未來社會主人翁，扶助下一代的成長，是對香港未來的長遠投資。

我們誠意邀請你當青少年的友師，扮演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先驅角

色，用你的豐富人生去造就年青一代的生命。

優質友師的特質：願意付出時間陪伴、支援友員；願意專注聆聽友員

傾訴；願意關心友員的學業、生涯規劃及個人成長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

經驗；願意提供踏實地訂立目標和優先次序的意見，給予有建設性的指

導和批評；願意提供個人和社會資源，為友員建立社會網絡。

成為優質友師的條件：

1. 承擔－願意付出三年時間參與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誠之有信 誠之有信

2. 關懷－細心聆聽友員的心聲，並積極回應，並尊重他的感受；要尊

重他人持有不同的觀念，並接受友員及其父母可能不認同你的意見。

3. 可信－未取得友員同意前，不向他人 ( 甚至是其父母和老師 ) 披露

友員與你的談話內容。你可從開始便向友員如此承諾；但如因友員

需要即時援助或保護，你必須打破保密規則，向有關方面申報。

4. 問責－向友員的父母及營辦機構負責。

( 二 ) 愛心行動

　　「愛心行動」連結教會與提供食物或不同物資、服務援助的前線機

構及企業，支援伙伴於地區服侍基層人士，並讓他們能夠以此為媒介和

起始點，長遠以服務、照顧及探訪等方式關懷和服侍貧窮家庭。

　　今天基督徒分散在社會各界，不少都有心服侍社會。「教關」的工

作是把他們連結起來，讓資源可以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正如初期教會

貢獻所有，凡物共用一樣，彰顯基督的身子裡互相服侍的愛心。2018 年

「教關」連結了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及新福

事工協會，於復活節進行了 2 天的親子地區服侍體驗。透過合一服侍，

互相分享知識和資源，幫助有需要的貧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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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下網址：

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love_in_action/， 我 們 也 可 明 白

教關之愛心行動 (Love In Action)，愛心飯堂 (Love Canteen)，愛心食物 
(Love Food) 及愛心待用飯券 (Coupon) 之實踐。

 

( 三 ) 倡議教育

　　「教關」自 2012 年推動「10.10.10 抗貧運動」，響應聯合國 10 月

17 日「國際消除貧窮日」的呼籲，竭力消除社會中貧窮問題，讓貧窮人

士重得尊嚴。至今已有近 700 間教會、機構、學校和企業參加，合一支

持抗貧。

( 可參考網址：http://www.hkcnp.org.hk/core_services/101010/)
　　每年港福堂在 10 月份的崇拜中都有提醒及教育會眾用愛心奉獻

「10.10.10」。「10.10.10」意即在十月份一個崇拜中用十分鐘教導會眾

關愛貧窮人及各人至少獻上十元或其倍數去資助有需要的貧窮人。

　　「教關」在「10.10.10 抗貧運動」之下延伸推動「1017 唔食都得」( 意

即不吃也可以 ) 運動，宣傳節食一餐記念貧窮人的情況，並把省下來的

餐費捐給服侍機構。運動同時向學校宣傳，每年接觸數千名學生，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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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小學習關愛貧窮人，培養他們的愛心和社會責任心。( 詳參網址：

http://1017.hkcnp.org.hk/)

　　「教關」每年舉辦「扶貧研討會」，召集全港中西教會同心扶貧，

交流經驗、知識、人力和資源，彼此充權，讓各自的事工能夠做得更加

好。港福堂多年來參與籌備工作，不但提供場地舉辦活動，更勞心勞力

籌劃活動內容。過去數年舉辦「扶貧研討會」的內容簡介如下：

日期／地點 主題 講員 籌辦之教會

18/11/2016 
聖約翰座堂

「在貧窮人
中追隨基
督」

蔡元雲醫生及
教關伙伴教會
牧者

基督教迦南堂、中國佈
道會尖沙咀迦南堂、播
道會港福堂、宣道會基
蔭堂

20/9/2017  
播道會港福堂

「『臥虎藏
龍』―創造
可持續社
區．共享潛
藏資源」

蔡元雲醫生、
蘇達榮牧師

香港佑寧堂、Viva、香
港浸信教會、中華基督
教 會 灣 仔 堂、The Vine 
Church

28/11/2018 
聖安德烈堂

「希望在今
TEEN」

蔡元雲醫生、
葉兆輝教授、
余德淳博士

St. Andrew’s Church、
播道會港福堂、沙田浸
信 會、Island ECC、 宣
道會基蔭堂、香港基督
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
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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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經驗：

2014 年： 中英語教會感到需要同聚交流，由一同禱告尋求神的心意開

始，來自 7 間堂會共 70 位參與。

2015 年： 共有 60 間堂會 100 人出席，英語堂會更多關注本地基層人士

需要。

2016 年： 由蔡元雲醫生分享「在貧窮人中追隨基督」信息，地區服侍

牧者主領三個工作坊，150 人出席研討會。更多中英語堂會參

與連結，交流事工經驗。

2017 年： 蔡元雲醫生和蘇達榮牧師分享主題信息，鼓勵堂會及信徒認

定是被揀選的群體，應運用恩賜，建立持續性服侍網絡，服

侍關愛當中貧弱的。300 人出席參加研討會，代表 150 間堂會

和基督教機構，舉行 8 個工作坊，27 個基督教機構在展示會

介紹事工。更多堂會與機構單位交流經驗，尋找地區資源，

在更多地區發展持續性服務模式。

成效：

1. 祝福堂會：透過推廣和倡議扶貧信息，加深堂會對基層社群情況和

需要的認識。幫助裝備信徒支持和參與堂會地區事奉項目。堂會在

地區更能透過關愛和接觸基層，見證福音。透過「教關」連繫，讓

跨堂會性地區合作，加強堂會之間溝通和分享，可有更多資源供運

用，使堂會在地區的事工更有果效和流暢。

2. 祝福信徒：信徒藉著領受扶貧信息、事工經驗和果效分享，參與投

身事奉基層，靈命進深和增長，實踐最大的誡命 ( 愛人如己 )，同時

活出大使，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3. 祝福社區：從滿足基層人士基本生活上需要的基本層面，藉著堂會

伙伴聯合配搭，提升服侍，去造就社區上滅貧和防貧上的條件和環

境，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和創造社區能力元素，使社區不同社群更

見團結融和。

( 四 ) 青年向上流動 (YUM) 嚮導計劃

　　香港貧窮問題屬結構性，基層青年因為世襲「跨代貧窮」問題無法

靠自己向上流動，脫離貧窮。教關發展「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讓

18-25 歲青少年獲得一份本來靠自己學歷無法得到的工作，藉此裝備自

己，累積工作經驗。同時公司會資助進修，並由「教關」安排教會友師

同行，培育他們成長。

　　藉此計劃，教會能夠回應社會的實際問題，以自身的經驗幫助青少

誠之有信 誠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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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長，建立正確價值觀。計劃至今已經服務超過 100 人。( 參網址：

http://bit.ly/hkcnp-yum)

( 五 ) 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

　　自 2014 年開始舉辦，由「教關」及多間香港大型堂會和機構合辦，

於每年年初呼籲堂會製作小禮物盒，經大會收集後發送給社會上有需要

的人士。

　　活動中堂會各自有不同功能，資源較豐富的教會願意付出心思和金

錢製作禮物盒，然後交由恆常於社區服侍的堂會派發，宛如基督的身子

各個部份同時運作，彰顯上主的榮耀。

　　2017 年共派出約 7000 個盒子，全賴教會合一，同心造就全港基層

家庭。港福堂的家庭亦有參與活動，一家人製作禮物盒，交予「教關」

送給基層朋友。

　　另外，港福堂在過去數年也與蔣麗萍姊妹所創立的「愛基金」合作，

關懷香港十八區之福音工作及國內關懷留守兒童之社區服侍。這事工不

單激發自己堂會信徒熱心服侍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士，更能擴闊視野，與

各區其他教會合作，去服侍不同社群。

「一生最美的祝福」佈道會

日期／地區
港福堂主
辦之牧區

合辦教會

2014 年 2 月
( 黃大仙區 ) 常青區

播道會彩福堂、播道會顯恩堂、牛池灣竹
園潮語浸信會、中華基督教會錦江堂

2014 年 3 月
( 葵青區 )

少年區、
青年區

播道會信泉堂、宣道會麗瑤堂、宣道會葵
芳堂

2014 年 5 月
( 油塘區 ) 紫羚團契 宣道會觀塘堂、宣道會油塘堂

2014 年 5 月
( 觀塘 ) 成年區 播道會彩福堂、播道會順安堂

2014 年 6 月
( 深水埗區 ) 弟兄區 中華基督教會英華堂、基督教恩活堂

2014 年 8 月
( 天水圍 )

兒童區、
夫婦區

基石教會興田堂、宣道會屯門市中心堂、
天水圍平安福音堂、亞洲神召宣教議會神
召會友愛堂、南屯門平安福音堂、神召會
天恩宣福中心、元朗靈糧堂、宣教會恩福
堂、真理浸信會富恩堂、宣道會基福堂、
宣道會朗屏堂、基恩會屯門堂

2015 年 3 月
( 上水 ) 成年區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上水平安福音堂、基
督教銘恩堂粉嶺堂、基督教迦南堂粉嶺
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榮光堂

誠之有信 誠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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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最美的祝福」佈道會

2015 年 4 月
( 九龍城 )

弟兄區、
常青區

九龍城靈糧堂、中國基督徒會堂、伯特利
遵理堂、Saddleback Church HK

2015 年 6 月
( 油尖旺 ) 紫羚團契

播道會尖福堂、宣道浸信會佐敦堂、宣道
會純光堂、香港路德會頌恩堂、基督教平
安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恩堂、深恩浸
信會

2015  年 10 月
( 將軍澳 ) 夫婦區

宣基堂、嶺恩堂、調景嶺新堂、平安福音
堂

2015年 11 月
( 屯門 )

少年區、
青年區

神召會屯門堂、新界神召會屯門堂、五旬
節聖潔會山門堂、屯門靈糧堂、宣道會蝴
蝶灣堂、四方福音會屯門堂、新生命屯門
堂

2015年 11 月
( 荃灣區 )

兒童區、
週一團契

宣道會基蔭堂、崇真會荃葵堂、綠楊浸信
會、基恩會荃灣堂、石蔭宣道浸信會

2016 年 3 月
( 西區 )

兒童區、
週一團契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2016 年 4 月
( 南區 ) 職青區

基督教華富邨潮人生命堂、鴨脷洲浸信
會、置富浸信教會、中華基督教會基富堂

2016 年 8 月
( 沙田區 )

學青區、
夫婦區

城市睦福團契

2016年 11 月
( 大埔區 ) 成年區 宣道會大埔堂、播道會天福堂

2017 年「e+ 中環」活動

日期 活動項目

1 月至 3 月 「e+ 中環」Logo 設計比賽

5 月 28 日 ( 日 ) 粵樂頌唱欣賞會

5 月至 7 月初，
9 月至 10 月中

「e+ 中環」攝影作品薈萃

9 月 14-29 日

「e+ 中環」職場講座
-  9 月 14 日 ( 四 ) －「上位搏殺篇」之「搵得到、

留得低」( 對象：在職青年 )
- 9 月 16 日 ( 六 ) －「管理篇」之「生活中的生命」

( 對象：高層在職人士 )
- 9 月 18 日 ( 一 ) －「常勝篇」之「誰是真老闆」( 對

象：在職男士 )
- 9 月 25 日 ( 一 ) －「才德智慧篇」之「靜心與抉擇」

( 對象：在職女士 )
- 9 月 29 日 ( 五 ) －「穩中求勝篇」之「求勝，求其，

求變？」( 對象：中層在職人士 )

10 月 14 日 ( 六 ) 「e+ 中環」佈道會－「職場同盟」

　　「e+ 中環」是港福堂於 2017 年「祝福中環」活動其中一項重點事

工。祈盼藉著一連串與在大中環工作的朋友作出互動交流，去祝福這個

社區。「e+ 中環」的意念包含聖經中 Emmanuel 的意思，中譯就是「神

同在」。顧名思義，「e+」指透過十架的基督耶穌救恩臨到中環這個社

區，讓每位埋頭苦幹的人都能經歷「神同在」所帶來的內心平安與力量，

去面對工作的壓力與生活的挑戰。

誠之有信 誠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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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社區服侍

日期 活動項目

每月第 2 個週五
晚上 7:30-10:00 中環派飯送暖行動

1-3 月
社關學堂 ( 關於跨性別運動的新發展、基督徒如
何看同性婚姻、同志運動帶來的影響等 )

3 月 3 日 ( 六 ) 「社關茶敘」－推廣及介紹社關部事工和活動

3 月 17-25 日 ( 六 )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 
( 與兒童部合辦 )

4 月 14 日 ( 六 ) 參觀社企－樂活有機農場參觀及午膳

4 月 22 日 ( 日 ) 正生書院牙齒醫護服侍暨佈道會，社關部只負
責活動費用，其他事項由牙醫籌辦人負責

9 月 15-16 日 月餅收集及轉贈

9 月 22 日
兒童發展基金第 7 期友師招募日，合辦機構：
教關，浸信會愛群

9 月 23 日 探訪華富邨長者

10 月 6 日 探訪扶康會輕至中度智障人士

10 月 17 日
教關 10.10.10 扶貧運動 ( 包括「1017 唔食都得」
活動 )

10 月 27-28 日
跨堂會 – 支持社企 2018，展銷同樂日，招募義
工。

　　作為一個堂會的僕人領袖，筆者很感恩能見證各年齡信徒積極參與

社區服侍，將基督大愛具體呈現在有需要的群體中。同時，也讓信徒學

習與其他不同宗派背景的教會信徒一起進到社區，接觸服侍有需要的

人。這是超越文化、語言，甚至教會成長之背景，彰顯神愛世人，包括

地上不同地域、年齡、性別及信仰不同宗教之人士。當不同背景之教會

能合一和諧地服侍這個受傷的世代，便有可能叫更多困苦流離的人，重

新找到生命的意義，在黑暗的角落仍可展望那充滿光明盼望的明天！正

如主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對門徒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4-35) 

2018 年社區服侍

11 月 22 日

教關扶貧研討會 2018 「希望在今 TEEN」，港
福堂為其中一間協辦教會，負責安排工作坊項
目，邀請了兒童發展基金友師計劃之友師出席
工作坊分享心得，地點：聖安德烈堂生命中心
大禮堂

11 月 24 日
無家者協會詢問有關深水埗地區遊，參加人數
15-30 人

12 月 9 日 ( 日 ) 舉辦社關義工分享會

12 月 8-9 &15-16 日 靈實醫院曲奇餅義賣

誠之有信 誠之有信



58 59 

余仕揚牧師

得人漁夫

Now or  Never
今不就永不

　　使徒保羅永遠都「坐唔

定」，經常坐立不安，常在

路途上奔走，由一城走到另

一城傳福音。對他來說，「召

命」從來都不是一個名詞，

他常以賽跑來形容召命的進

程，不斷追擊召命的目標：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目

標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

的。」（林前九 26）直至氣

絕才算路盡：「當跑的路我

已經跑盡了」（提後四 7）。

他深知安逸於當下，或眷戀

昔日的光輝或痛處就只會因

循苟且，停滯不前：「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三 13-14）

　　今天，我也要上路了。回望

昔日到港福堂也只屬路上的中途

站。八年前本已計劃到加拿大進

修倫理學，但因認識了未婚妻而

延 遲 一 年 上 路， 才 暫 時 到 了 港

福堂作短期事奉，預期結婚之後

與太太移居加國。誰不知（請參

2010 年 10 月第 103 期《福徑》文

章「誰不知？！！」NEVER SAY 
NEVER!!!），計劃有變：結婚前

兩個月，獲教授通知他會辭退教

席，我被迫打消外出進修念頭。事

發突然，心感難過之際，思想如何

安撫未婚妻心情，她得聞消息後

的反應竟然是：「好嘢，我不斷祈

求神讓我們去不成加拿大，不用

捱凍嘛！神垂聽祈禱，哈利路亞讚

美主！」教會的反應也出奇興奮：

「咁就好啦，港福其實好想你留

下服事，歡迎你呀！」近日更從

一位當時執事口中得知：「其實

當年執事會都祈禱求神叫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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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呢！」如 Bee Gees 一首名曲

唱：I started to cry,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aughing（眾人皆

笑我獨喊！）不要低估同心禱告的

威力！

　　感謝教會讓我事奉期間抽空

到 美 國 進 修 另 一 課 程。 無 論 老

師在課程中多次提醒：Mak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God's kingdom
（要大大地震撼神國），抑或該大

學的使命宣言：equipping men and 

women in mind and character to 
impact the world for the Lord Jesus 
Christ（透過裝備男女的思維與品

格，為主耶穌基督震撼世界），

以致心中不斷思考一個問題：Am 
I making the most impact on God's 
kingdom?「我今日是否深遠地震

撼神國？」

　　思想這問題之際，今年閱讀

了 "Halftime"（人生下半場）一書，

並於五月參加了兩日「人生下半場

高峰會」（Halftime Summit Hong 
Kong），幫助我整理如何震撼神

國之思緒，更先震撼了我深思人生

下半場當如何為主可以走得更好、

更遠、更有影響力。眼見今日普遍

教會講壇虛弱，大膽寫下餘生的

使命宣言：To lead a movement to 
multiply great preachers（ 領 起 一

個倍增偉大講道者的運動）。

　　剛好今年「入五」，能為主

奔跑的年日剩餘不多，又於年底

三年約滿，心裡思量：「若今天不

求變的話，再簽三年合約就恐怕

自己會變得因循，不如趁自己還有

心、有氣、有力之際就起步吧！」

NOW OR NEVER!!!（不是今日，

就是不日；要是即做，或就不做）。

　　至今在港福已事奉八年，除

了與我最親切的成年區之外，近

兩年也有機會參與夫婦區的服事。

太太愛恩 Connie 與我在港福經歷

了不少恩典，除了結識了多位深交

得人漁夫得人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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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港福家更見證我倆家庭的

建立，留下多重恩典足印：我倆

於 2009 年一次借用港福堂作佈

道會中初次認識，後來我 2010
年 入 職，2011 年 結 婚，2014 年

按牧，大兒晴琛 Jackson 與小兒

爾琛 Caden 分別於 2015 和 2017
年出世，2017 年取得教牧學博

士學位。我原先空空地來，如今

滿滿地去。港福家確實像我倆親

愛的家人般，一同見證這些恩典

里程碑。如今離任在即，實有不

捨之情！

　　我們不是要「離開」港福

家，只是我「離職」而已，我家

仍然視港福為我們屬靈的家，盼

望港福同樣視我們為家人，仍然

歡迎我家！

　　然而，無論神僕、門徒抑或

教會，都要效法保羅，不應甘

於安逸或因循，不眷戀成就或

傷痕，要竭力為主擴展神國，

震 撼 世 界， 若 今 不 就 永 不：

mak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God's 
kingdom, NOW OR NEVER ！有

曰：「人沒有夢想，就跟鹹魚沒

有分別！」何況領受大使命異象

的基督門徒呢！以下詩歌反映我

的心情，互勉之！

開展主的國
（曲／詞：朱浩權）

請給我夢想，
就算要披荊斬棘開墾都不會退。

從未願意安守固地，
要永在旅途上。
請添更大信心，

決心把週遭灰色驚恐一一戰勝。
從未願臣服困難，
仍勇敢的爭戰。

主，請開展我的空間，
擴闊這帳幕的界限，

願忘掉背後，
全力向前，

為神願意爭取更多。
將主恩典播得廣闊，
將主光輝照得燦爛，

用神大愛做能力向前，
齊步直往同開展你的國。

得人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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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s



每期由不同傳道人
輪流分享

周婉貞傳道

楊芝華傳道 

吳安強傳道 

林明才傳道 

李成傑傳道

黃勁梅傳道

王國風傳道 

劉信之傳道

蔡妍菁傳道

孫靜敏傳道

王恩瀚傳道

李永洪傳道

唐　然傳道

蘇秀文傳道

教牧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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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然傳道

【以法大】

　　各位弟兄姊妹，若是只看標題，想必會是一頭霧水，不知所云。其

實「以法大」是一句亞蘭文的中文音譯，記載於馬可福音七章 34 節。

經文上記載，耶穌抬頭望天，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對那人說：『以法

大！』意思就是『開了吧！』」經文前後的意思，是記載耶穌基督醫治

一個耳聾舌結人的神蹟，而後面的「開了吧」也就是讓聾耳恢復聽覺，

讓舌結能夠解開。

　　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會經常接觸到真正耳聾舌結的人士，可「以法

大」這句話卻能對我們有不少的啓迪。因只要我們仔細思索，就不難發

現有好多把自己的心封閉起來，常常拒人千里之外、怯於表達的人。生

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早已習慣各自「戴著面具」、 「穿著盔甲」，

讓其他人難以接近，即使接近了也會是各有保留。亦或者，很多人害怕

的是自己，不敢面對自己真實的一面。

　　那麼我們這些生活在這個自我封閉社會中的人，不就正正是像經文

中所記載的「耳聾舌結的人」一樣，一直封閉自己，難以向他人敞開嗎？

但願耶穌這一句意思 「開了吧」的「以法大」，能夠提醒並治癒我們

所有拒人千里之外、將自己重重封閉的「現代人」。

　　在我看來，「開放」正是對待「冷漠」、「逃避」的良藥。唯有願

意對方開放自己，願意打開內心讓對方踏進心門，我們才能夠真正與人

相遇。如果我們總是不說、不聽，把我們自己的負面感受、懷疑或嫉妒

都隱藏起來的話，兩人在交往及溝通中就會缺少被隱匿的那些部分，也

就不能得到完整的幸福及愛了。而更嚴重的問題，就是這些隱匿的部分

還會滲入我們的思想及感情之中，對方也必然會察覺到兩個人之間的無

法接近。久而久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彼此封閉起來了。

　　的確，無法開放就意味著拒絕親密。就好像我們大家擁抱的時候，

若是不將雙手打開，又怎能去體會彼此的那種關愛？也像兩塊冰塊，若

不彼此溶化，又怎能與對方有完全的融合？更像鳥兒飛翔，若不打開翅

膀，又怎能飛進藍天？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就讓我們藉著耶穌基督「以法大」的話語

也得到提醒和醫治，使我們可以從原本自我封閉的狀態中走出來，對神

對人都可以真正開放。如此一來，我們彼此也就能更親近、更親密，更

加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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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解難明

吳安強傳道

為何數點人數是罪？

　　「2大衛就吩咐約押，和民中
的首領，說：『你們去數點以色列

人，從別是巴直到但，回來告訴

我，我好知道他們的數目。』⋯⋯

7神不喜悅這數點百姓的事，便降
災給以色列人。8大衛禱告神說：
『我行這事大有罪了。現在求你除

掉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

昧。』」( 代上 21:2,7-8)

　　一個國家或群體了解自己擁

有多少人數，是一個自然不過的事

情，摩西在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仍在曠野的時候曾經兩次數點人

數 ( 現代稱之為人口調查，民 1 及

26)，耶和華都沒有責備他，為何

大衛數點人數時卻被神所責備。

　　讓我們先看看在古代近東數

點人數之目的。一般來說，是為了

作為召募兵員或是軍隊集結之用，

那何罪之有呢？有學者就引用代

上 27:23-23 1 作出這樣的結論，認

為是因為大衛連二十歲以下的人

口都點數，這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所以招致神的憤怒。但有另外的

學者就認為，大衛連二十歲以下

的人口都點數，好像是想知道神

是否真的賜福給以色列，使他們

多如天上的星星那樣，因而招罪。

在當時的處境神並沒有向大衛發

出爭戰的命令，所以這次數點純粹

是因為大衛出於驕傲的行徑。

　　另外就有學者認為，大衛在

前一章的記載中戰勝了巨人的族

群 2，勝利衝昏了頭腦，以致讓撒

但有機可乘，誘惑他數點人數，從

而得罪神。

　　當我們以為已經到了下結論

的 時 候， 因 為 當 我 們 比 較 代 上

21:1「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
動大衛數點他們」和撒下 24:1：

「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就激

動大衛，使他吩咐人去數點以色列

人和猶大人」，就要再問一個極之

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是誰鼓動大

衛數點人數，耶和華？撒但？

　　撒但會誘人犯罪是眾所周知

的事實，但神會慫恿人去犯罪嗎？

祂會唆使人去做一些祂不容許、在

祂整個國度中都反對的事情嗎？

祂會煽動人去做某些事，然後就指

責那是罪，隨著去以此為由而懲罰

人嗎？

　　神有些時候是會驅使人把其

內心的邪惡顯露出來，使人知道自

己內心的惡念，從而回轉、悔改，

重新歸回神的國度。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大衛

因為在非利士和迦特的戰爭中大

勝而起了驕傲的心，容讓撒但找到

他心中的軟弱而誘惑他，同時神亦

要把大衛這種自高自大的惡念被

顯露出來，於是容許大衛做數點人

數的行動。

　　因此，大衛數點人數的行為，

是出於自己的驕傲而中了撒但的

詭計，得罪了神，犯了罪，因此而

招致神的懲罰。

1 「23以色列人二十歲以內的，大衛沒有記其數目。因耶和華曾應許，說：『必
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樣多。』24洗魯雅的兒子約押動手數點，當時耶和
華的烈怒臨到以色列人。因此，沒有點完，數目也沒有寫在大衛王記上。」(代
上 27:23-24)

2 「4後來，以色列人在基色與非利士人打仗。戶沙人西比該殺了偉人的一個兒
子細派。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了。5又與非利士人打仗，睚珥的兒子伊勒哈難，
殺了迦特人歌利亞的兄弟拉哈米。這人的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6又在迦特打
仗，那裡有一個身量高大的人，手腳都是六指，共有二十四個指頭。他也是偉
人的兒子。7這人向以色列人罵陣，大衛的哥哥示米亞的兒子約拿單就殺了他。
8這三個人是迦特偉人的兒子，都死在大衛和他僕人的手下。」(代上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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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區區長

　　新任國語區區長Jenny Wang，小時候跟隨父母從上

海移居香港，不論性格、背境、際遇，神都在使用她。

五年前突如其來的病患，將她帶來到港福堂。經歷過三

次大手術，越過癌關，Jenny不覺得自己行過死蔭幽谷，

全因一顆單純依靠神的心，以及神給她與生俱來的自癒

能力。

　　從神而來的醫治能力就像神蹟一樣，像耶穌摸瞎子

的眼睛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吧！」他們的

眼睛就開了。Jenny對神蹟的領悟是：「神蹟是你怎樣憑

信心與神一同行出來的，我祈禱時神應允我：『讓我帶

領你。』」中學時就讀天主教的玫瑰崗學校，Jenny卻對

聖經毫無領悟，在2008年決志後，也是一直迷失。直至

2013年，她在啟發課程中回轉，神開啟她的屬靈眼睛，

更打開了她的心，讓愛如活水湧流。

蒙恩、感恩、謝恩

2016年教會入會禮後攝於禮堂 「港福我家彼
此相愛，活出基督令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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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中有平安、有出路

　　2013年，Jenny由姊妹朋友介紹來到港福堂參加癌關小組，那時是

她發現癌病及做完第一次手術之後的第二個星期。究竟點解癌症會在

Jenny身上出現的呢？

　　她想起自己曾經向神禱告：「『神啊，我是個罪人，求祢讓我經歷

祢。』神真是聽禱告的，我都算是一個飲食健康的人，在一次非偶然的

肚子絞痛中讓我發現了患上癌症（還要是腸癌第4期）我的第一個回應

是：『感謝神，祢來找我了？』」Jenny笑得開懷，一份從神而來的喜

樂與平安。

　　第一次手術完成後，醫生告訴她：「你的腸內有個大如橙的腫瘤，

應該很長時間了，而且已經擴散到肝臟。」Jenny感覺出奇的平靜！

「之後我在九個月內做了三次手術，部分腸和左右肝臟的腫瘤切除。同

時在十二個月內做了十五次鏢靶化療。不過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我沒有

感到懼怕，因為及時的做手術，在各種的需要中都有不同的天使為我安

風雲人物風雲人物

排了，在治療過程中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少（因為重傷風咳嗽令我不舒服

的程度大於在做化療期間的不適），感恩身邊有太多天使關顧我。神的

恩典是夠用的！」

　　那段艱難的日子，媽媽一直默默陪伴Jenny看醫生、抽血、做化

療，而且更在這段期間和爸爸一起決志信了主，不住的禱告求神救救

女兒。後來，爸爸媽媽更與Jenny一同洗禮，之後也一同來了港福堂聚

會。

　　「當我做完手術之後的第二個星期，就跟姊妹參加癌關小組，認識

了癌關消化系統的傳道人和弟兄姊妹們，他們常常為我祈禱，令我感到

很平安及被安慰。」神慢慢將她改變過來，而且打開了她的心。「起初

牧者和弟兄姊妹提議來我家探訪，我推說家裡很亂而拒絕。但後來我開

放自己，讓他們入屋來探訪我，回想起探訪小組的愛使我與家人都很被

鼓勵及安慰。所以現在如果有機會，我都會去探訪其他人，因為會是一

種很大的支持。」

2016年與爸爸、媽媽一起入會後與哥哥一起的合照！

癌關消化系統科年終回顧聚會 消化系統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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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信 主 前

沒 有 愛 ， 也 不 懂

得 愛 別 人 。 從 小

到 大 的 成 長 環 境

是 爸 爸 、 媽 媽 、

讀書、工作，放假都少約朋友相聚。一直都衹是工作，完全沒有去想甚

麼人生意義及價值。那一刻，當我打開家門讓牧者和弟兄姊妹進來我

家，愛就充滿我的家。現在我明白甚麽是愛，是主耶穌的愛。」

　　Jenny以前靠一己之力處理問題，而且很主觀，但神改變了她。

「想起以前和我相處的人都應該感覺很辛苦，我幫他們全部安排妥當，

其實是一意孤行，滿足自己無

知的驕傲。但這五年來，神給

我智慧，讓我好像BB慢慢學

習。其實驕傲、執著、任性都

是神不喜悅的『罪』，放下得

越多，愛就越得多了。感恩神

幫助我逐一的去移除了它們

――『罪』。正如我和神說，

不想雙腳太粗，神給時間我去

做伸展運動，且要不斷堅持去

鍛鍊和操練，而不是剎那間

賜我一雙長腿。」Jenny笑著

說。

經歷恩典要榮耀神

　　Jenny當時得知要做第三次手術，心裡有好大掙扎及情緒低落，因

為剛剛做完第十一次化療，發現肝臟仍然有1.4cm腫瘤，好像沒完沒

了。她不想做手術，想用自然療法打低腫瘤，於是求問神怎樣做。神藉

著幾位牧者為她祈禱。有一次，有位牧師為她祈禱後說：「手術呢，是

要做的。」那一刻，就是神給了她很大的平安和信心去再次面對第三次

手術。

　　「神蹟就是你怎樣與神一起經歷，神對我說：『讓我帶領你。』只

要信，不要怕，而且我要順服，三次手術給了我機會去回應神的恩典：

我要返教會『回到神的家』；我要受浸『歸入基督、為主見證』；我要

看聖經『進入聖言』。」

　　Jenny在癌關小組、祈禱部、國語區的事奉中，學習謙卑及對神

順服的心，生命有很大的改變，聖靈果子引領她向前走。不過對她來

說，順服並不容易：「最難是順服，但當我心中有愛，這些順服就會出

來。」

國語區崇拜後愛宴飯前禱告

國語區聖誕節感恩聚餐後大合照

探訪內地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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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服神的帶領，Jenny在

事奉中滿有喜樂：「我第一

日來到港福堂只認識一個傳

道人Pastor Rita，到現在藉著

事奉認識了很多好榜樣的弟

兄姊妹，大家好像一家人般

親切。感恩是大家在事奉時

無分你我，能事奉就是最喜

樂、最大的恩典。在事奉中令我感受到神的愛真是何等的高深，何等恩

典我的身體被醫治；何等恩典我可以安慰及關懷同路人；何等恩典我可

以在祂的裡面被陶造、雕琢及保守......感謝讚美主！」

憑信心接受新挑戰

　　Jenny是做貿易出口的，她不時要做聯絡、協調工作，累積的經驗

使她可以運用在各事奉中，尤其在國語區的大家庭內。Jenny由癌關小

組、祈禱部，到國語區事奉，都有神的美好安排。

　　「我覺得神的安排很奇妙，為甚麽我會去了國語區？因為當時因我

不太懂看聖經，好想有人督導，看到了有個普通話查經班，自問：我普

通話也可以啊！又因在第一次短宣時認識了Pastor Paul ，因此入了普通

話的查經班，及後在國語區內開始事奉。起初幫忙搬椅子，慢慢就多了

在區內做些協調及聯絡的事宜，原來神一早已有安排。我小時候的出生

地及在以往工作上接觸了很多講普通話的人，又有過往工作經驗的合

用，所以進入了國語區並不是偶然的。」

　　Jenny感謝神為她事奉崗位的預備：「因為區牧Pastor Paul是個非常

有教導恩賜的牧者，前任國語區區長（Venora，區黃敏慧）也是非常屬

靈及熟悉港福堂的好姊妹（前輩）。國語區的核心職員集合了各種不同

的文化背境，多謝Venora提倡我們每週有禱告會去為我們在事工上的同

心合一禱告。神的愛、神的話語將我們連合起來，從心合一地為神的國

擺上。」

　　在禱告中Jenny 學習了耐心等候神的帶領（不要行在神的前面），

我們確實看見神的奇妙作為，區內的弟兄姊妹都很愛這個大家庭！在事

奉中最大的考驗就是順服，順服持續順服，憑信心與主同行。

教會祈禱部季度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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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任國語區區長邀

請由副區長接棒為區長，

Jenny 是否覺得有壓力？

　　「在此同時也得到了

區牧的認同及支持，但轉

為 區 長 實 在 是 有 點 壓 力

的，所以我提議不如大家

一起祈禱，因為不知為甚

麼我差了些平安，有一日

神回應我：『Jenny，其實

你在港福堂這麽多事奉中

都是憑信心，沒有預設、沒有限期及更沒有能不能的，為何做區長又有

顧慮？』神叫我憑信心去做，祇要跟隨衪，祂定會為我開路。我得到神

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便勇敢地向前去。」Jenny很堅定地說。

　　事實上，由患病得醫治重拾健康，到爸爸媽媽信主，然後來到港福

堂事奉，Jenny願意付出時間委身侍奉神，以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在神

的奇妙帶領下，來到一間被她形容為富貴的教會，一間「富在心中，貴

在人格」的教會，這個蒙恩的家庭將榮耀歸給神。

　　「我的生命、心靈上完全被神醫治，喜樂的心是最好的良藥。感謝

主讓我聽道而行道。希望自己被更新的生命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參加播道會 130年聯合崇拜

參加 IDMC 2018

國語區職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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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信之傳道

　　佈道家葛培理說，「在這個

世代裡，很少有書像 Dr. Robert E. 
Coleman 所著的《跟耶穌學佈道》

一樣，在普世福音廣傳方面產生如

此巨大深遠的影響。」《跟耶穌學

佈道》一書的原名叫 "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作者是著名

的佈道學教授，曾任洛桑世界福音

委員會發起人。此書至今已經出

版 30 多年了，單單是英文版，就

在全球銷售超過兩百萬冊。許多著

名的基督教領袖、學者、作家，都

一致用四個字來評價這本書：「經

典之作」。

　　這本經典大作，篇幅卻很小。

正如著名靈修作家傅士德所說，該

書把最偉大的洞見，「表現得很簡

明」。他把「耶穌事工方法的原

則」概括為八樣原則：

原則一：
　　「人」— 訓練一小撮領袖 – 
深入門徒訓練，以帶領群眾。找到

工人並培訓他們，以帶領人歸主，

為所有事工的首位。

　　被揀選者必備的重要品質：

真心切慕神，並且願意承認自己

的不足，有一顆受教的心，「耶

穌能使用任何願意被他使用的人」

（p.41）。

　　「耶穌調教門徒的最基本原

則，就是把心力集中在所要使用

的人身上。改變世界要從改變人

做起，但除非人甘心接受主耶穌

的調教，否則人是無法改變的」

（p.41）。

　　大多數教會傳福音的策略恰

恰與此相反，他們不是從培訓少數

領袖開始，而是從號召大眾入手，

項目又項目！其實，「贏得群眾

很容易，只要給他們領袖就行了」

（p.51）。因此，教會必須在不忽

略大眾的同時，肯花更多的時間

去培訓少數領袖，而目前在領導位

置上的人，應當成為優先培育的對

象。

原則二：
　　耶穌培訓學生的方法，就是

與他們同起同住，一起生活，「讓

門徒跟在他身邊看、聽、學」，實

際的生命影響生命。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

（可 3：14） — 這就是身教。耶

穌肯花時間在門徒身上，特別是

到了關鍵時刻，他總是把門徒帶在

身邊。「耶穌所示範的原則教導

我們，『領導人訓練養成』的唯

一之道在於親近而又密集的陪伴、

指導和示範。」（p.70）

　　在這一方面，香港教會是失敗

的，並且敗得很慘，有時侯上了一

大堆的培訓課程，但卻十分缺少

信徒的個別關懷。而「不論教會

採取何種方式以跟進培育初信者，

但必須站在『個別關懷』的基礎上

進行……意即教會必須建立制度，

使每一位初信者都能得到一位基

督徒朋友的同行，直到初信者靈命

成熟，能關懷別人為止。」（p.70）       

原則三：
　　順服 — 「除非甘心情願地順

服領導者，否則不可能真誠信靠又

遵照領導者的吩咐而行。」（p.77）

順服乃學習之道。跟隨耶穌，就是

要順服耶穌，絕對順從他主權的治

理。一個人若不首先學習做一個

跟隨者，就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領

袖。

　　順服耶穌，人必須願意付出代

價。但實際情況是，只有少數人肯

付出代價。當代的哲學是「照你喜

歡的去做」，而基督徒的口號是，

順服耶穌乃是我們的天命。

原則四：
　　分享生命 — 耶穌分享的是

愛，是十字架上的捨己之愛，是一

切事工的檢驗標準。只有當我們

 書籍介紹 :

《跟耶穌學佈道》 
 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作者﹕柯若柏博士 (Dr. Robert E. Coleman) 
 譯者﹕蕭暇麗
  2006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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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回望與感恩

主題文章

Rhoda Chow  

　　謝謝可以藉著《福徑》數算今年幾個特別的經歷 :

1. 1 月 1 日，嘗試在大自然默想，看見兩棵樹，便聯想起新我和老我

的交戰，一開始自然覺得綠油油，生機勃勃的就是新我，然而靜下

片時，又覺得我的老我比新我更茁壯更青綠！也有姊妹形容這是新

舊交替，生生不息，想想這也是我們今年學習羅馬書涉及成聖進程

中必然的經歷！

2. 3 月 10 日， 教會今年主題是「委身基督全家歸主」， Karin 傳道

年初便邀請我妹妹 Shirly 和她兒子 Jasper 在 3 月 10 日晚崇分享見

證 ，奇妙的是我爸爸是 2016 年 3 月 10 日返天家的，而爸爸離世

前經歷神種種恩典和他希望和家人「再見」的心願，成為他倆信主

的橋樑，不得不驚嘆上帝計劃的奧妙！

有了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我們才能

跟別人分享基督的生命，我們沒有

的，就無法與別人分享。

原則五：
　　以身示範 — 身教，身體力行

地應用聖經；他把領人歸主放在最

優先的位置上。

　　「凡是他所教導的他都首先親

身示範，正是日常生活行得通也足

堪應用在福音事工上，他才教導人

們，他自己做不到的，絕不教導或

要求。」(p.114）        

原則六： 
　　差派 — 「他考量使徒的能

力，耐心等候他們學上手之後，差

派他們出去做工。」（p.123）

　　在差派使徒之前，耶穌首先進

行事工簡報，介紹傳福音的任務，

說明傳福音的對象和地點，告誡門

徒先到最容易接受福音的聽眾那

裡去，指示他們「要花最多時間，

跟那地區最有門徒潛力的人待在

一起，當他們結束工作返家之後，

就由那些人接棒跟進。」（第 126
頁）同時，告訴門徒對困難要有心

理準備，並把他們分為兩個人一

組，出門去傳福音。

原則七：
　　督導 — 「耶穌刻意在使徒傳

道回來後，把他們招聚在一起，

聽取他們的工作報告，並與使徒

分享他自己出去傳福音的喜樂。」

（p.137） - 適當的監督和引導，

直到他們長大成熟到足以獨立工

作。同時，傳福音的目標是征服世

界。

原則八：
　　生命影響生命，通過使徒複製

基督的生命，來複製更多的門徒，

從而使耶穌的事工，如同心圓一般

地向外擴展。

　　「全盤策略的成敗關鍵，取

決於使徒的忠心擺上。起步階段，

團隊規模小不要緊，重點是使徒能

夠繼續複製更多的門徒，而且要把

耶穌示範的事工方法一代一代教

導傳遞下去。這是基督教會的制勝

之道。」（p.149）

　　現今之教會不斷地翻新教會

各樣設備、各樣新穎影音器材、

盡量取用新技巧、新口號、甚至製

造新氣氛、新詮譯來吸引未信者，

但作者好一句結束語：「我們所需

要的『新型』佈道思維：重點不在

於更好的事工方法，而在於更好的

工人。」

書香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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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月初終於有機會探訪我們的宣教士，令我看見甘心付出，以生命

影響生命的服侍，幫助青年人可以認識主耶穌為他們的終極導師，

宣教士又以愛鄰舍作好見證來引人歸主。 我也看見當地一位身體軟

弱的弟兄以他謙卑、認真和細心的服侍，有力的帶領當地肢體熱心

的傳揚福音！

4. 8 月 25 日 默想約翰一書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後，上帝帶

領我畫了一段彩虹：

- 不 想 浪 費 多 取 了 的 顏

料，我無意的塗了一遍

又一遍的紅色，到分享

畫作時我看到因為主耶

穌是用厚厚的寶血赦免

了我們的罪；

- 起初後悔沒有將整道彩

虹畫出來，到分享畫作

時我才曉得因為我只窺

見祂計劃和應許的一小部份，祂的深恩厚愛是我們不能想像的！

5. 10 月 2 日， 十一黃金周我參加了一個內地旅行團，這天的行程竟

在四川磨西古鎮參觀建於 1918 年的天主教堂，而我正是二十年前

的 10 月 2 日邀請主耶穌作為我的救主。 （1892 年左右，法籍傳教

士在丹巴傳教遇害，獲賠白銀 2000 兩，其弟弟用這筆賠銀在磨西

置地，為建磨西教堂作準備。1935 年這教堂曾接待長征路上的毛

澤東和紅軍。）感覺這是天父給我一份意味深長的決志生日禮物！

6. 11 月中在內地一家教堂參加崇拜，感受到牧者是受到一些壓力的，

但整個敬拜只高舉和仰望主耶穌，充滿對真理的執著和堅持，牧禱

中為中國的教會禱告 - 激勵信眾雖然有十字架被拆除，信徒內心的

十字架是不會被動搖的，牧者和信眾齊心誦讀 「使徒信經」 和「主

禱文」，也高唱“我知所信歌”，願主加力和保守祂的教會！ 

7. 11 月 24 日 參加「銳意門訓 - 進入聖言」，當講員問大家是否願然

跟隨上帝的旨意，我起初是有保留的，因為擔心會被放在風暴之

中，離開安舒區，瞬間想起我今年的經歷，和上帝的應許（馬太福

音 7:11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

天上的父，他豈不更要把好東西賜給求他的人嗎？」），感恩聖靈

提醒我要好好的跟隨上帝的旨意行事為人！也清楚真的要立志，好

好研讀神的話語和活出他的話語，求主幫助、帶領和加力！

8. 12 月 9 日 感恩林牧師邀請我和信主的家人參與將臨節期第三主日

感恩點燭禮，雖然自覺不配，但看見上帝的計劃和經歷祂的恩典令

我們欣然為主作見證，這個計劃包括爸爸離世前幾個月可以歡喜快

樂的接受水禮，妹妹和姨甥奇妙的和我同月同日洗禮 ( 圖三 )（之

間相隔十七年），縱然現在還有家人未接受救恩，但深信我們有機

會全家歸主的！ 

結語：祈求聖靈引導我們作好見證，有勇氣、有智慧的吸引我們未信的

家人、親友、同事可以認識和接受主耶穌！

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IDMC
播

道 總 會 舉 辦 一 連 兩 天 的

IDMC 銳意門訓研習會，

主題為「進入聖言」。港福堂的

參加者約一百人，大家都渴求教

導；來自新加坡的曾金發牧師的

信息，言簡意賅，一矢中的，提

醒我們要以聖言為中心的門徒生

命，而達致建立以聖言為中心的

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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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樂施毅行者後記                                                                                       
小記

公里的艱辛鍛鍊。

 
　　參與「樂施會毅行者」的目標

除了挑戰自我及籌款外，另一個更

有意義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完成

這艱巨的比賽後，體會到在人來看

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神手上就

凡事都能。我們要感謝神賜予我們

健康的體魄、堅強的意志、互助互

愛的精神來完成這榮神益人的善

舉。正如我們隊衣上的金句：「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

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 腓立比書三章 13-14 節 )。
 
　　蒙神保守，我們今年在 1,100
多隊隊伍中，得到不俗的成績。其

中隊伍號碼 8111 男女子混合隊完

成時間為 16 小時 06 分，更獲得

社會服務組別第一名。

　　得來不易的成績除有賴多月

來努力的成果，亦要歸功於比賽

當日義不容辭負責定點支援的的

港福堂支援隊，他們無私付出只

為了協助賽員有更佳的表現。排

名不分先後 : Hank, Shirley, Jackie, 
Paul, Sam, Ringo, Theresa, Ivy, 
Cynthia, Joseph, Monique, Adela, 
Jack, Howard, Jess, Ben, Karen 
Louie, Kathrine, Phyllis, Felix, Pe-
ter Tse, Michelle, Jane, Kuen, Sitty, 
Norman, Angela, Chris, Phoebe, 
Christina, Stephen, Keith, Jessie, 
Ron, Mavis, Arnold, Mary, Gilbert, 
Alvin, Shiny, Jason, Teo, Winnie, 
Peter Cheung 及 Anthony. 
 
　　整個團隊能夠合一，同向著標

竿直跑，實在感恩蒙福，願榮耀歸

予天上的父！ Hallelujah!

　　由樂施會主辦的一年一度、全

港最大型遠足籌款活動 –「樂施毅

行者 2018」於 11 月 17 日圓滿結

束。港福堂行山長跑隊派出的五支

隊伍，亦分別在 16 至 25 小時內

全部完成了全長 100 公里的路程。

 
　　 港 福 堂 行 山 長 跑 隊 已 是 第

十六次參與「樂施毅行者」。以

汗水、時間去完成此艱巨的任務，

目的是透過獲得善心人的贊助去

為樂施會籌款。自 1986 年以來，

「樂施毅行者」先後有 100,000 多

名參加者為這項活動合共籌得逾

港幣 5.7 億元，支持樂施會於全球

各地推行扶貧救災及發展倡議工

作，為不同地域、性別的貧窮人改

善生活。

 
　　每年港福堂行山隊會組織數

隊隊伍參與這極富意義的行動。

活動起點為西貢北潭涌，終點設

於元朗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參加者以四人一隊，需於 48 小時

內翻越 20 多座高山，累計攀升高

度 4600 米，橫越 100 公里麥理浩

徑及其接續路段。 賽前我們已先

後經歷半年來 29 次風雨不改的訓

練，當中經過酷熱難當的天氣，也

有狂風暴雨的時候，累積超過八百

Team 8111-Daniel, Noel,  
So Fai, Brian Choi

Team 8115-Marcos, Joan, 
Francis, Leung

Team 8113-Ivan, Kathy Yu, 
Fanny,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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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 5：16)

　　還記得我們毅行當天出發前，四個一起圍著祈禱，我們求神與我們

同行，賜大家平安的腳步，一起安全抵達終點；又讓我們有著合一的心，

完成這一百公里的路；若神祢容許，求祢讓我們可以在預定的時間之內，

一起回到終點。

　　同心祈禱後，阿們散開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和寶寶 (Jason) 都有少

少眼濕濕，內心莫名地感覺上帝真的已聽了我們的禱告。一切亦安然地

交予衪，心裏有着難言的輕鬆。

Brian Zee

凡事謝恩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

那裏降下來的。」 ( 雅 1:17 前半 ) 。 9291 後，當我與寶寶還在惆悵組

隊的安排，Leo 大隊長於 10 月 8 號來電告知 Terry2 爸爸會成為我們的

隊長，加上文發 Michael 弟兄組成一隊。這樣的賞賜我從來未有想過，

如非真的是從上頭來的，可從哪裏來呢？

　　組隊之後，擔心的就是自己的狀態。自颱風山竹後，腳患一直纏身，

時好時壞。雷利日征 30k 都需要紮腳才能完成，有少許辛苦，所以之後

只可以”slow run”為主。及後清水灣半島七峯及最後一次韋徑 4 加麥

徑 5 至 8 段的訓練都不敢參加，以休息或較易的路線代替。可想而知，

我心情是多麼的焦慮及糟糕。

　　隊友們也心知我是隊中最弱的一位。但因著祂，他們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子 ( 雅 1:17 後半 )。感激隊友們沒有放棄我，還放心讓

我行頭帶“pacing”，讓我可以按着自己最舒服的步伐，按着狀態一段

一段的以“fresh leg”3 走下去。縱使那可惡的腳患還是若隱若現，但憑

着大家的信任，我最後還是捱下去了。上帝真的是一一悅納了我們的禱

告，Hallelujah!

1  9月 29日以雙坳作為毅行預演
2  Terry隊長經驗老到，完成多項著名的海外賽事，亦是攀石教練 ; 曾於 15小時
左右完成毅行。

3 fresh leg 是大師兄 Peter Tse的提醒，叫我們行至馬鞍坳 (約 36km)前，都要感
覺自己是熱身而已。說實話超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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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從沒有打算分享，謹存於心中，但上帝於今天主日透過講員，

叫我們要勇於分享，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作美好的見證。

　　多謝天父讓我認識大家，更為着港福堂有一羣這麼愛主又願意服事

的弟兄姊妹高興和感恩。願一切榮耀都歸與我們天上的父神，阿們。

主內

Brian Zee( 富山平安福音堂 )
2018 年 11 月 25 日

 Team 8112-隊長 Terry, Brian Zee, Michael, Jason

 Team 8114- Amanda, Marine, Kathy, Maria

與部份在終點支援的弟兄姊妹留影，還
有很多在外通宵達旦地支援其他隊伍。
再次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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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小弟人生中只參加過數次毅

行，而跟港福堂（KFC) 也是第二

年。小弟也希望透過這文章讓大家

能親身體驗一下這 100 公里的旅

程。小隊其他隊員都是不只一次的

參與毅行了。他們都是相當富經

驗的隊友。包括女俠 Joan, Marcos
及阿良。

準備      

　　比賽前的兩個月我們都各自

進行過三次的雙坳訓練。彼此大致

了解各人的強弱項。不幸在訓練其

間 Marcos 因過度訓練而受傷，停

休兩星期後便再復操。而且我們還

找出一個週末以鍛鍊及調整各隊

員的動作，希望能減低隊員的受傷

風險以增加續航能力。在計劃落場

時間時，我都是以過去三次隊際表

現的數據來計劃。來來回回也修改

了好幾次，大家都希望能在 24 小

時內完成毅行。

開始      

　　比賽當天天氣相當好，天陰

陰的，氣溫大約在 20 度左右，起

同伴同行   
 Francis Lee

碼我們一路也不需要與太陽搏鬥，

還有微雨冷卻，很感恩神的安排。

　　比賽在 08:00 於北潭涌出發。

奇怪的是我們約好的兩位 Running 
Support，Ray Ma 及 Hoppo ， 其

中 Hoppo 可能和我們其他隊員不

太熟識，他在頭一二段都一直沒

有歸隊。雖然我不停地通知他我

們的位置，但由於通訊訊號不良，

一直沒辦法跟他直接聯絡。 最後，

Hoppo 就在 CP2- 北潭柪重遇。時

間為 12:54。

　　由於不要讓大家太過疲勞，

隊員都同意以快行的方式來完成

這段路，以免在跑步時令隊員容

易受傷。上落麥徑第三段，沒有

驚喜地以兩小時三十分鐘完成。

整體時間大概比預期早到半小時，

我問大家速度是否太快，但大家

回應又沒有任何不妥。無論如何，

我只希望大家能夠保持這個速度

完成便好。在 Running Support 方

面，就由 Ron 與 Ray Ma 交替。

　　我們小隊大概於 16:00 便開始

進入麥徑第四段。頭段由於是一條

上斜的馬路，因此大家都會在這

段路上開餐，包括飯糰、水果等。

尤其是大粒的綠色提子，這特別

是我的喜愛。十一月的日落明顯

地提早，大約在 18:00 在黃竹洋時

天都已經全黑了，還落起雨來。

也因為地面開始濕滑至使大家的

速度也開始減慢下來了。過了長

城便進入飛鵝山的山脈，大家仍

然士氣高昂的堅持在晚上 20:00 到

達 M101 的。小隊終於在 19:45 到

達 CP4- 基維爾營。久等了的 Run-
ning Support Billy 也在這時加入。

由於 CP4 算是大站，有頗多的美

食，包括湯，燒賣及魚蛋，我們當

然飽嘗後才繼續旅程。

　　到達 M101- 獅子亭 , 當時為 
21:00， 見到自己隊的 Support 站
都總是滿心歡喜的。各支援人員

除提供食物外，也是 Running Sup-
port 的交接時間， 包括 Sherman 
和 Norman 的加入及 Ron 的離隊。

Marcos 
Joan 

Leung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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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隊員盡快飽餐及加水後便開始

下半埸的路程。

　　23:20，我們很快便到了 CP6
然後直接走到城門 BBQ 場。BBQ
場是港福隊最大的支援站，由大師

兄 Peter Tse 主持。第一樣能飽肚

的美食便是熱熱的湯飯了。同時隊

員亦開始噴上鎮痛劑，以減輕繼

續下來路程的痛楚。Marcos 似乎

狀態仍在，每次到 CP 時他都很勤

力地拉筋，以保持狀態。離開前

當然又是一張大合照。而 Running 
Support 就 由 簡 Sir 及 Stephen 代

替了 Hoppo 及 Billy 。

　　離開 BBQ 燒烤場後，我們將

進入另一較艱難的針山。基本上這

個山頭我們都有過無數次的旅程，

所以我們都能一口氣走到上山頂。

但草山路是一條又漫長，又鬱悶的

路途，要在感覺上盡快走過這段

路，只有一個辨法—講笑話。小

弟並不是甚麼演說天才，只是把

我其中一個出差經歷說出來而已。

但眾人都當成不雅笑話來看待，

那我真的很無奈。大概上草山前

就有一輛熱狗車停泊在彎位處。

大家當然又品嚐美食，如薑茶、

腸仔、薯仔等。飽食後繼續上路，

這時天正下着微微細雨，像在給

我們冷靜及鼓勵大家終點快到了，

很快大家便來到 CP7- 鉛礦柪。

　　03:20， 我 們 稍 作 休 息 後 便

開始麥徑第八段上大帽山。這時 
Marcos 似乎舊患開始復發。因為

擔心他為了追趕我們而使傷勢加

重， 所 以 我 就 陪 伴 Marcos 和 簡

Sir 慢慢地步行上四方山。而阿良

及女俠隊長都相當穩定地前行。那

個晚上大帽山特別多雲，山上其實

除那白波的黃色暗燈光外，其他甚

麼也看不到。最後，小隊終於來

到四方亭。經過白波後，代表了

所有麥徑的高山都已經翻越過了，

前路就只有落斜直到終點。

　　到達 CP8- 大霧山大概已是早

上六點，也是最多 Running Sup-
port 的 時 候。 包 括 了 Chris, Jess, 
Mei Ling，小寶及 Ray Ma 再次加

入。我原先計劃好的麥徑第九段

時間為兩小時，因考慮到隊員這

時可能都已經疲憊不堪，就需要

慢慢步行到田夫仔。但出奇地，

當時以 Ray Ma 及 Sherman 領軍使

大家繼續為了目標而拚命地狂奔，

沒有任何懶下來的念頭。最後我們

全程就只用了一個小時半便完成。

終點  
    
　　早上 07:30，來到最後的 CP9-
田夫仔了，由於大家都很快的衝

了下來，各人都大汗疊細汗。小

休後，已經接近 08:00 了，但很明

顯隊員還是未有放棄見到 24 的念

頭。當時我的右腳舊患復發，需要

些時間及路程熱身，就在這剎那間

大隊人進入環塘後就不見蹤影了。

其實我想喝着隊友慢下來都來不

切，心知他們跑得大快會在最後

5km 時就筯疲力盡。果然不出所

料，進入大棠渡假營時他們都只能

步行着。

　　期間亦要多謝其中一位 Run-
ning Support， Chris 把在小隊由

最後 1km 到衝終點前的一段路拍

攝下來，最後我們一行十人在清

晨 09:46 衝線。感恩的是我們整隊

四人以女俠隊長的帶領，在沒有傷

患，高高興興地以 25:47 完成了這

個 100km 的旅程。

後感 

　    其實人無完美，也沒有一世

的超人。今天你幫了他人，他朝你

或許會需要這樣的幫忙。神的安

排，無人知曉。記得有句說話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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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友的重要：「如果你要走得快，就

得一個人上路，但如果你要走得遠，

就得找個同伴同行」。何況無論你今

天狀態多好，能跑得多快，也有最鬱

悶低落的時候。在這時候你正是最需

要隊友支持和鼓勵，所以毅行不只是

體能的考驗，更是體驗團隊精神的重

要性。

感恩      

　　感恩神給了我們一個愉快的旅

程，感受到大家輕輕鬆鬆、齊齊整

整、無傷無痛地完成了這場比賽。

鳴謝   
   
　　當然要特別鳴謝港福堂給與的

機會及支持，還有以下無私援助的 
Support Team, Hoppo, Jess, Chris, Ray 
Ma, Sherman, Norman, 小 寶，Ron, 
Billy, 簡 Sir 及 女 陜 隊 長 家 姐 Mei 
Ling, 還有定點 Support 的朋友們。

 Francis Team 8115 at finish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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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018

播道會 130 周年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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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區﹕ 29.9.2018 恩愛夫婦營

愛你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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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已是我和丈

夫 Jim 連續第七年參

加恩愛夫婦營。回想

這 7 年間，我們的家

庭由只有一個孩子，

蒙神祝福地有了 3 個
孩子！當工作、孩子

已佔去夫婦間大部分

的時間，我們仍是期

待和珍惜每年教會舉

辦的夫婦營。深信就是因為日常的忙碌生活，我們更需要 Quality Time 
( 有質量 ) 的相處和溝通，不單止是在一起，更重要是一同尋求神話語

的滋潤和提醒，在主裏面一同追求合一的心！

　　我和 Jim 都非常享受今次「日營」的安排，特別是能見到我們敬愛

的周弘毅牧師，他的分享也帶給我們很多反思。夫妻二人不單是「沿途

有你」，更應該「比翼雙飛」，彼此幫助對方追求以致去實現夢想。

　　今年的大會主題是「愛你到底」，我們的神同樣是愛我們到底的神！

感謝主，讓我們從每年的夫婦營經歷與神合一，從而讓夫婦二人在祢裏

面追求更合一和蒙祢喜悅的心。

Anna & Jim

　　各位親愛的弟兄

姊妹，主內平安！

　　在撰寫此恩愛夫

婦日營分享之先，我

要感謝向我們極力推

介並鼓勵我們參加的

信實夫婦團契區長伉

儷 David 及 Ronnie，
讓我們有幸在此日營中得到許多適切的教導，以致我們得著指引，如何

協調彼此之間的分歧，相處上我們也有了很大改進，實在獲益良多。

　　當天的主題是「愛你到底」，主講嘉賓周弘毅牧師清楚地闡述在神

國度所訂定婚盟的意義 - 是盟約而非契約； 既是盟誓，便是委身、無條

件的愛；出於神完全的愛並非轄制或批評對方，乃是互

相建立，彼此造就，携手同行，比

翼雙飛。

　　周牧師透過多項理論

及問卷測試，引導我們深入

探討，大家經過沉澱、反思

以致共同整合同一方向、同

心同行的夫妻生活。學習彼此

歐陽培德 / 張美華

 Anna and Jim  Bonnie and Pui Tak 

David n R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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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接納、欣賞、

不批評，除去自我的想法，懂

得從配偶的角度去了解並體貼對方的需要，

從而更新夫妻間的相處之道，活出上帝賜予我們婚盟的真

諦。

　　我體會到這次營會如同處於沙漠中的綠洲，我們每天經歷着緊迫的

生活節奏、勞累的繁瑣工作，都削弱了夫妻間的親密關係，使之不知不

覺間漸漸褪色，失去動力，但藉着牧師所帶給我們的信息，再次把潛藏

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愛喚醒過來，就如泉水般再次為我們的心田注入能

量，使成為一片綠洲凝聚在一起。

　　感謝主，讓祂的恩言成為每對夫婦的祝福 ；靠着主，使我們成就 
祂屬意我們的婚盟 ：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
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

是愛。 」（約翰一書 4:7-8）

Ivy and Alan

Jake and Eli

Patrick and Pe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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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閣
二手書義賣

一年一度圖書閣二手書義賣分

別在兩個主日舉行了，今次所

有的收入將全數奉獻給教會宣

教 士 巧 匠， 兩 個 主 日 共 籌 得

$11,494.50，作為支持他的宣教

事工，多謝大家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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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oyce 兒童區主日學分享
一位女生在香港長大，後來去英國求學，最後到了非洲事奉，她是

眼科醫生宋黃凱欣 (Dr. Joyce Samoutou-Wong)，她於 11 月 18 日

的主日來到港福堂，在兒童主日學中與家長及孩子們分享她在非

洲的生活，及如何幫助盲眼的人看見，家長及孩子們都十分驚訝。

孩子們單純的心也被 Dr.Joyce 感動，更有孩子自發為她的機構籌

款，神的工作往往就是如此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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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母親團契
11 月 20 日是智慧的母親團契一年一度的旅

行，當日一行 62 人浩浩蕩蕩地出發，我們

由陽明山一路沿金督馳馬徑往寶馬山，歷時

2 小時的行程，當天天氣最適合行山郊遊，

大家沿途分享天父的創造，亦彼此溝通，我

們更於終點享用美味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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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2011 年 4 月清明節晚上，我

的喉嚨開始痛，亦有咳嗽，我以

為是普通喉痛咳嗽，便一如既往

去政府公務員家庭診所尋求醫治。

如是者我吃了一個療程（七天）的

抗生素，但是喉痛和咳嗽沒有改

善，於是醫生又開第二個療程的抗

生素給我，我只吃到一半便發現

有血尿，於是便入了律敦治醫院 3
日，期間血尿在第二天已經停了，

於是第三天我便出院回家休息，亦

停了所有醫治咳嗽喉痛的藥物，但

是喉痛和咳嗽依然未康復，維持了

六個星期之久，直到我喝了兩次傳

統中國涼茶廿四味之後才停止了，

我覺得很奇怪、但是並沒有深究，

只是不了了之！ 

　　之後律敦治醫院和九龍伊利

沙伯醫院都分別幫我跟進檢查自

身免疫系統和泌尿科，希望追查到

我血尿的問題所在。 

　　檢查需時，期間我每隔一個月

癌症康復者黎秀珠的見證

便有一次血尿，到了七月中我的手

和腳的關節都腫脹和發燒，期間又

入了 QEH ！

　　泌尿科主管要替我循 cancer 
的方向檢查，八月份便要安排我

去照 MRI，因為我的兒子九月尾

要回英國升讀大學一年級，我婉拒

了任何九月份的檢驗和覆診，想同

子女去旅行。QEH 便安排我 10 月

初做 MRI，詳細報告要大約三星

期才有，期間我又間歇地有發燒、

血尿等問題；到了 11 月初我又入

了醫院，泌尿科顧問醫生正式告訴

我：經幾位資深醫生查閱了我過去

兩年的所有檢查報告和病歷，他們

一致裁定我是患了 cancer ！但是

未能斷定我患的是甚麼 cancer ！

　　晴天霹靂的消息，令我無法接

受和相信，我告訴何醫生我會找私

家醫生和醫院再檢查和斷症。 

　　何醫生也完全理解和同意我

的做法，他勸我應只再看專科醫

生，不要浪費時間和金錢看普通科

醫生，因為我的病情已經超越了普

通科醫生的範圍和能力！ 

　　QEH 同時亦為我排期做切除

右邊腎臟的手術，日子定在 2012
年 1 月初！因為 QEH 認為腫瘤是

在腎臟有問題！ 堂弟介紹我看一

位腎癌專科黃醫生，他安排我照正

電子素描 (PET Scan)；11 月 15 日

中午十二時黃醫生致電給我：你的

PET Scan 結果顯示你是腎癌！ 

　　這次我不得不接受這殘酷的

事實：我的身體有癌症， 腎臟在

無聲無息之下得了癌症！跟大多

數癌症病人一樣，我直覺自己似乎

已經被判了死刑，以為不久之後會

離開世界！ 

　　心中也不停地在疑問：為甚麼

會是我？為甚麼我會得 cancer? 為
甚麼癌症偏偏選中我？；儘管好友

同事輪流陪伴我，又陪我去看另一

位腎科專家醫生，還有以私家症看

威院腫瘤科主管醫生，但是他們

全部都同意我得的是腎癌（第三

期），需要盡快切除右邊的腎臟！

至此，我唯有全然相信醫生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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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議：盡快把右邊腎臟切除！ 
　　

　　惶恐不安中度過了半個晚上，

儘管親友百般呵護勉勵和支持，心

中仍感無奈和憤怒：好不容易在我

離婚 11 年，一雙子女剛剛進入大

學的時候，我便得了癌症這「不治

之症」，眼看捱了十多年的單親媽

媽，快到收成期便得此「絕症」，

心情是一萬個不捨不忿，捨不得離

開子女，捨不得離開世界！ 

　　夜闌人靜時，每分每秒都過得

很慢！直到黎明前的剎那，突然

覺得自己清醒過來：病向淺中醫，

我不應停留在憤怒和恐懼中，應該

依靠我的天父、我的神！我是一個

受浸重生的基督徒！ 

　　在家的樓下散步遇到一位初

信的姊妹，她知道我患癌的消息，

便對我說：「你是已受浸的基督

徒，不應害怕死亡和離開世界，因

為你應該知道你的下一站是天堂，

豈不是比在世上更美好？」 

　　我恍然明白：耶穌是全能的

神，掌管生命一切的神；若是祂

的旨意要我息去世上勞苦、重返天

家，我也不應對世界有任何眷戀

和不捨，子女們和好友們他日會和

我在天堂相見；若是天父的旨意我

仍然應該留在世上，仍有未完成的

任務，祂必會醫治我、為我開路！

正如聖經上所說：「只要信、不要

怕！」我只管緊緊靠著神的旨意，

相信恩典夠用，我所遇到的試鍊，

必定是我所能承受的；靠著那加給

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 

　　就憑著這單純的信心，我釋去

了所有疑慮、恐懼，全然投入積極

樂觀的治療。每天禱告求神加能賜

力給每位醫護人員，透過他們的工

作醫治我的疾病！教會的姊妹們

又每天為我送上營養豐富的午餐，

為我的癌戰作好裝備！ 

　　2011 年 11 月 28 日 我 在

QEH 割了右邊的腎，但是翌日清

晨醫生便跑來見我（當時我手術

後仍然未能落床），他告訴我：

「我的腎臟顯示我應該不是患腎

癌！」我又陷在一片迷茫之中！ 

　　三天後即 12 月 1 日病理報

告顯示我患的是淋巴癌，不是腎

癌！！！ 

　　QEH 當天立即把我由泌尿科

轉到血液腫瘤科，剛從美國公費

進修回港的許醫生便馬上接收了

我，作她的病人！ 

　　如是者在許醫生、陳醫生和

血液腫瘤科團隊的努力和關懷之

下，我經歷了五個月（六次）化

療，當中也有驚險和艱辛，但是

憑著上帝的愛和恩典，我順利於

2012 年 4 月 21 日完成了所有療

程，5 月尾覆診時陳醫生告訴我

已經全然康復，可以休息一兩個

關懷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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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便重投職場！至此我的淋巴癌

戰算是畫上了句號！感謝主！ 

後記： 

　　患癌令我恐𢣷不安，但也提

醒了我注意飲食健康，對別人多

關懷、多靠近神、多禱告和感恩！

當我確診癌症後，便拜託教會姊妹

和家人通知教會癌關組代禱。憑

著癌關組弟兄姊妹的代禱和數次

的探訪，我的癌戰變得輕鬆、充

滿感恩！留院治療期間我也常在

病房唱詩歌，有精神有氣力便唱，

令病房生氣昂然！ 

　　化療期間喚醒了我兒時學會

了的手工藝：編織冷帽、頸巾。當

時幾個月療程中我也織了廿幾件

冷帽和頸巾，為的是鍛鍊手指的神

經末梢。現在每逢冬天我都織帽和

頸巾給病患或長者，因為我是過來

人，知道她們的需要！ 

　　另外，2012 年初，樓價也曾

急升，我康復後於 7 月 9 日復工，

7 月 29 日便以接近六百萬買了一

個三房一套連工人房的單位，為的

是讓子女和新請的外傭住得較為

舒適！感謝神的帶領和安排！ 

　　十二分感恩，淋巴癌沒有為我

帶來任何後遺症，我的生命活得比

以前更豐盛！近年在教會除了參

加癌關聚會，也積極地參加節慶詩

班和攝影組，認識更多弟兄姊妹和

為將來退休後的事奉作好準備！ 

牧關事工
聯合聖誕感恩會
教會牧關事工三部門：關懷部、探訪部及聯誼部，在 12 月 1 日上午舉

行聯合聖誕感恩會，當日一眾事奉人員、會眾及新來賓，約 140 多人濟

濟一堂，為上帝的恩情及聖誕節慶獻上感恩。當日聚會內容多彩多姿，

並有豐富健康的餐會，留下珍貴歡慶的美麗時刻，榮歸三一真神。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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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區紫羚團契獻詩
Who Would Send a Baby? 

誰會差派一個嬰孩

12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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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L 年終感恩會﹕Bon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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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今年八月特兒營結束後，寶貝班多了好幾位新同學。其中外表最引

人注意的有可能是：柏琛。這位特兒，19 歲，台中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生；

患有先天性紅皮症、魚鱗癬症，聽力有礙，耳朵掛助聽器。紅皮症與魚

鱗癬症太少見了，加以外形太異於常人，許多人初次見到他，對他不熟，

會覺得恐怖與害怕。

 
　　然而，昨天 (28/10) 上午柏琛在寶貝班的一幕，卻讓我大開眼界，

內心深深被撞擊：原來，外觀如此不體面的人，內心的感情竟如此豐富

與善良，遭受到別人傷害時，竟可以「瞬間」原諒別人。

 
　　昨天，柏琛有點遲到，進入教室時，詩歌時間已開始。我發現他在

找人，一排一排的找，最後他看見輔導蔡哲宇，就去搬了一張椅子坐在

他旁邊。事實上，那位子屬通道。我示意給哲宇，要他換位子，到左邊

區的空位子坐。不出我所料柏琛也跟著換位子了。這樣一來，他們兩人

就在我的正前方了。

寶貝班的故事—

　　上帝的寶貝柏琛

　　哲宇，非柏琛的「直屬 [L1] 」輔導。營會結束後，哲宇的「第二

哩路」早已涵蓋了柏琛，他們彼此應該早已是朋友了。坐定後，突然間，

柏琛立即緊緊抱住了哲宇，那氛圍—好似彼此太久沒見面了，他好—

想—念—好—想—念輔導。我感覺：那像似電影的情節，如今卻真實的

呈現在我眼前。第一時間，我愣住了。突然間，我察覺柏琛在啜泣，他

知道大家在上課，極節制地放低音量，不久後，柏琛融入上課的節奏

裡……。

 
　　這下，換我跳出上課的節奏了。我在思考：帥哥哲宇 + 不是酷哥的

柏琛，是不搭的畫面，為何會如此觸動我？霎時間，閃過我腦海的是：

輔導的完全接納，柏琛對情感的純真，純度簡直是百分百，太稀有了；

柏琛過往的歲月，到底遭遇了「多少」別人的異樣眼光了？他的眼淚也

是在宣洩他那負面的能量嗎？

 
　　快要下課了，有位坐在柏琛前面的特兒，情緒起伏過大，突然間，

脫下鞋子往後丟，正重柏琛的胸前。現場有點躁動，大夥趕快趨前，我

感覺柏琛有受到驚嚇，從椅子跌落到地板上。一切沒事後，我對柏琛說：

輔導員哲宇與特兒柏琛。

攝影者：黃興霖
日期：201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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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原諒他嗎？」他對著我，點點頭。那一刻，我感動莫名，不知

該說些甚麼……….。
 
　　一周前，我電訪柏琛母親，媽媽說：「兒子好喜歡去寶貝班，他想

留在教會吃午餐，可以嗎？」媽媽曾對輔導說：「想讓柏琛受洗，希望

教會能給我兒子『溫暖』。」你知道嗎？這位外表不漂亮的柏琛，他的

心靈有多美麗嗎？普悠瑪號出事時，他傳 line 給輔導，寫著：「要為死

去和受傷的人禱告」；平日，他滿腦子裝的都是他代禱的人名………。

 
　　寶貝班，何等榮幸，在成立 21 年後，神賜給我們這寶貝—柏琛，

彼此能在基督裡成為一家人。但是，在社會上，還有好多好多的「柏

琛」—那些外表不體面的特兒。每逢星期天，他們很難有機會走進教會，

因為仍缺乏更多的兄姊們願意委身於「搭橋」工作—建造那座特兒家

庭與教會間的「堅固」橋樑。

 
　　150 多年過去了，我愈來愈能體會出當年戴德生的那種「痛」。在

教會的外面，有廣大的特兒家庭需要福音，他們的靈魂流離失所，卻被

主內的弟兄姊妹忽略了，甚至有人選擇遺忘他們。

 
　　我心中其實藏著一個夢，夢見這個接納特殊兒的圓圈圈漸漸的擴

大。我夢見弟兄姊妹的孩子辦慶生時，特兒受邀出席，他們表達方式或

相貌「與眾不同」，大家卻欣然接受。你想天父爸爸看到這場景，會不

動容嗎？祂造萬物，造傑作中的傑作――人類，祂最大最大的願望，就

是期望：「我們有容量接受祂的愛，我們也有動能付出愛。」天父期望

我們：「以愛與祂同行」。

　　親愛的兄姊，我的家人，我們還留在地上的這段日子，重點就是接

受主的訓練，總目標是：「能夠『以愛與天父同行』」。

 
　　說起來，榮中禮拜堂的兄姊是有福的，因為寶貝班就在我們的中間，

我們比其他堂會兄姊有優勢――有現成的「受裝備」場所。我實在求主

賜我「美夢成真」：就是更多人與特兒互動，有更多場合出現特兒的身

影，那，同時是更多天父現身在我們中間的意思。

 
  汪媽媽 ( 鍾素明 )   啟

                                                                                               2018-10-29    

陽光家族 陽光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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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推薦     
原刊登於十二月三日《信報》

　　通常到了 12 月，人才招聘廣告特別多。美國朋友 June 告訴我，有

一家國際慈善組織正在物色亞太區 Director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職

責跟我從前在牛津大學發展部所做的差不多：申請者需要維繫 100 多個

主要夥伴關係，包括募款、磋商合作項目、把捐款妥善地管理及投資。

每年所需要達到的募款目標是一百萬美元，而且每個月要花近一半時間

到亞洲不同地區公幹，或者回美國首都華盛頓總部籌劃未來發展。朋友

把招聘的詳細資料寄給我，原來它有一項首要條件，就是需要有虔誠基

督教徒背景。

　　這個組織在 1997 年由基督徒人權律師設立，宗旨是保護被奴役、

受暴力壓迫的勞工，或是人口販賣受害者。創辦人起初在南美洲、中東、

非洲、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不只看到貧困，還有秩序混亂、暴力橫生，

毛羨寧

盡付笑談

職位要求基督徒

司法體系要用錢來收買，演變成無法無天的苦難。例如在秘魯的一位小

女孩發現被人棄屍街頭，她家人希望查出兇手，但拿不出錢收買檢察官，

結果賣掉大部份財產來聘請律師，可是律師拿到錢之後便擱置了案件，

逃之夭夭。

　　也許因為任務重大，組織心目中的基督教徒領袖不但要受洗歸主，

還特別提到心智成熟，要跟從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的信條（「我

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性格樂觀有動力，同時懂得

自我約束，仿效雅各書所形容的：「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

怒。」— A compelling conversationalist and intelligent listener。假如大

企業都把殷勤誠實看作是領袖的首要條件，員工覺得每一天上班有意

義，到了年底，可能就不用擔心員工逃亡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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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th  Less  Travelled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a gift from 
God.” (Eph. 2:8)   Every time I hear 
or sing the hymn ‘Amazing Grace’, 
I would never cease to be grateful in 
praising and giving thanks to my gra-
cious and compassionate Lord for sa-
ving a wretch like me.  Indeed, I once 
was lost, a strayed sheep going my 
own way, lost and held in the domi-
nion of darkness.  It was only with the 
salvation grace and the mighty love 
of God that I was found by Christ, 
saved by Christ, and led by my Lord 
and King into His kingdom of light.  
Indeed, I once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hanks be to His amazing grace 
for me!  

Reflections on a sharing session by 
Dr. Joyce Samoutou at Ziling Sister 
Fellowship, Nov. 27

Adeline Louie

As a Christian, one can never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enough for the res-
toration of our spiritual eyesight.  As human beings, we can never fully appre-
ciate and give thanks enough to our Creator Lord for blessing us with healthy 
eyesight.  As city dwellers,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flexibility and ease to go to 
an eye doctor for treatment when the need arises.   During Joyce’s sharing, as I 
heard about Henri’s and her own faith in responding to God’s call, as I deeply 
felt their love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in Africa, and in understan-
ding how God has revealed His pleasure in their work for His kingdom, I was 
incessantly moved to tears.  It was a time of encouragement for me to hear that 
the Samoutous, being faithful disciples of Christ, armed with God’s love, grace 
and strength, have indeed followed Christ’s footsteps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in Gabon, in Congo and in nearby regions, to 
offer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se suffering ones, and to declare the time of the 
Lord’s love and favor.   

Following Christ’s Footsteps
“Then He (Jesus) said to them all: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Luke 9:23)  Li-
ving out this Scriptural truth is not easy without an ardent faith in the Lord, and 
without offering oneself as a living sacrifice and fully embracing the Lord’s call 
to serve Him.  In her sharing, Joyce confessed that she, being the only child in 
her family, was not taught to boil water or cook rice in her upbringing as all 
household work was lovingly done for her by her family.  However, her heart 
for Africa, which was planted in her from childhood, did prepare her for the 
Lord’s calling.  In November 2000,  she was set to head back to Hong Kong 
after her two-month internship in a missionary hospital in Gabon.  However, 
in her battling with the Lord, she received a very clear and firm call from the 
Lord to serve Him in Africa.  Denying the conveniences and comforts offered 
by home and city life, she fully submitted herself to the Lord’s becko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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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day after she decided to serve the Lord in Africa, she met 
her husband to be, Henri Samoutou.

From 2006 to 2008, the Samoutous were involved in 
setting up an eye centre project with funds from the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in the rainforest of Gabon. After bringing the 
centre to self-sufficiency and completing the Lord’s work for 
them there, the Samoutous returned to Leeds, UK and started 
working in a local hospital.  Yet, their hearts never left Afri-
ca.  In 2011, they founded New Sight with a vision of having 
‘a world where no one is needlessly blind’, because 80% of 
blindness and visual impairment are avoidable.  It was in 
2012 when the Lord again beckoned the Samoutous to return 
to Africa to serve Him. Together with their three young child-

r e n ,  C h e r i s s a , 
Ezra and Karis, 
the  Samoutous 
left the comfort 
a n d  s e c u r i t y 
of city life and 
moved to the northern Republic 
of Congo to Impfondo, to pioneer 
its first non-profit eye centre with 
a surgical practice.  This centre is 
being funded by New Sight Eye 
Care. With Henri and Joyce as its 
founders, its vision is to bring hope, 
light and a transformed life to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青草地

The eye centre is now self-sufficient in its operations.  It is indeed a place 
where God’s healing grace, God’s love and salvation is manifested.  It is a sanc-
tuary where God’s mighty power and work change curses to blessings, restoring 
dignity and confidence, and transforming the lives of those who have once been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Now, all those who come for healing are given a 
new life; a blessed life in the joy, in the grace and in the love  of the Lord.  Evi-
dent joy and trust are seen on the faces of the children receiving eye treatment 
from Henri.  One can almost imagine Jesus, who loves the little children, smi-
ling down upon them from heaven.  

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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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iddle is Gerard, whose life changed from curse to blessing when 
his sight was restored.  Like the many who had been healed by Jesus and had 
gone around to spread the word about Jesus, Gerard is now travelling with the 
team to help new patients overcome their fear of surgery.  

A Heart for God
In her sharing, Joyce spoke of her 

doubt at times, of whether it would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her children 
to live in Impfondo, Congo.  Cheris-
sa, Ezra and Karis have to be home 
schooled, where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music lessons which are 
accessible to most children seem to be 

The New Sight Eye Care Team

青草地

out of reach.  Supermarkets are non-existent, 
chocolate bars and tasty biscuits are difficult to 
find.  Not easy to get beef or pork, the children 
have had to make do with the local available 
meat such as barbecued bat, porcupine, turtle 
and certain insects. As shown in the photo, ants 
will simply swarm into the kitchen if utensils are 
not washed quickly. Living conditions are far 
from satisfactory. It will take about nine months 
for the medical supplies to reach the eye cent-
re, around 28 days for their luggage to arrive.  
Flights are infrequent and seldom on time.  Yet, 
from their family photo, one sees so much joy 

and happiness on the faces of the three children!  A Scriptural verse written by 
the apostle Paul comes to mind: “I have learned to be content whatever the cir-
cumstances… 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Christ who gives me strength.” (Phil. 
4:11; 13)  I remember listening to the example of Ezra, the second 
child, and how he took  in stride the uncertainty of 
whether there would be a flight tomor-
row 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 also recall reading a let-
ter written to God by Cherissa, 
expressing her wish to reside in 
Hong Kong.  Yet, at the bottom of 
her letter she wrote, “P.S. But I will 
go where you want me to go. Be-
cause I trus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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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ren of  Henri 
and Joyce may not receive the 
school education comparable to 
other kids of their years.  Yet,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have 
truly received the most precious 
lesson in life, a lesson some of 
us adult Christians are still lear-
ning, that is, embracing the love 
for God and the will of God to 
be our sole delight and utmost 
desire.  Cherissa, Ezra and Ka-
ris know what a life with Christ 
and in Christ is about— a life 
to love, a life to care for others, 
a life to share God’s blessings 
and to have the love of God 
above all.  That is the most pre-
cious spiritual legacy we can 
pass on to our children-- to live 
an abundant life in Christ, to 
live a fulfilling life in reaching 
out to others, and to live life 
with a mission of spreading the 
gospel of Christ Jesus our Lord.  
Certainly, in seeing how the fa-
mily shares their provisions and 
blessings with those in need, 
emphatically working for the 
Lord’s kingdom, it is clear that 
the Samoutous are living out 
this Scriptural truth: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 we 
will serve the Lord.” ( Joshua 
24:15b)  

Future Vision
Many would have taken a rest after finishing the eye care centre project in 

Impfondo and be satisfied.  Not so with the Samoutous!  Having denied their 
own pleasures and comfort, having offered their lives and their all to embrace 
the call of Christ, Henri and Joyce are now extending their servi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fit-out of a new comprehensive eye hospital in Ouesso by 
invitation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Congo, on six hectares of land acquired in 
November 2016.  An amount of HK$37 million has been raised so far out of the 
total estimated construction cost of HK$55 million, with HK$18 million outs-
tanding.  This location will indeed reach out to the whole of Congo as well a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uch 
as Cameroon and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The set-
up of the Ouesso Hospital 
will carry out the mission 
embraced by the New Sight 
Eye Care Ministry: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eye care, em-
power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training and health 
promotion, and advocate eye 
health through partnership.  

Not only are Henri and 
Joyce ardent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Christ through 
the love and work for the 
much-neglected people in 

青草地 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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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ublic of Congo, New Sight Eye Care also strongly agrees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tatement - ’restoring sight is 
the single most cost effective health intervention to reduce pover-
ty’.  Indeed, the vision of the Samoutous declares: “Heal the sick 
and tell them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you.”  (Luke 10:9)  

The path which Henri, Joyce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taken is 
indeed a path less travelled.  Yet, it is a path filled with the grace 
and love of God, led by the presence and will of God, and with 
God’s safekeeping and protection along the way.  Yes, travelling 
on the same path are fellow workers, fellow pilgrims and little 
children with their eyesight being restored, their confidence and 
dignity returned, and verses of their songs speaking of the love 
and salvation of Christ.  

May the Lord move our hearts to be a fellow pilgrim on this 
path, stepping out in joy as the light of Christ illuminates our 
way.  We were once blind, but now we see.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Dear Abba Father,  

May we ask for Your gracious and abundant provisions for New Sight Eye 
Care Ministry, as Henri and Joyce and their team have given themselves fully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knowing that their labor in the Lord is not in vain. We 
beseech Jehovah Jireh, the Lord who provides, to meet all the needs of their 
ministry according to Your glorious riches in Christ Jesus, to make all grace 
abound to the New Sight Eye Care team and the Samoutou family, so that in all 
things and at all times, having all that they need, they will abound in their good 
work of restoring sight, transforming lives and spreading the gospel of Christ 
Jesus our Lord.  Ma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uesso Hospital be the Lord’s 

oasis for the needy in the region of Africa, a planting of the Lord’s splendor.  
May the zeal of the Lord Almighty accomplish this.  

Faithful and Almighty God, may You help Henri and Joyce Samoutou, and 
sustain them to carry their work on to completion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Jesus. 
We ask for You, gracious Lord, to hold the Samoutou family in the palm of Your 
loving hand, be with them no matter where they go, watch over them and keep 
them safe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for You love them.  In the name of our 
Great Shepherd, Christ Jesus our Lord, we recite this prayer. Amen.

Soli Deo Gloria!  

Photos courtesy of New Sight Eye Care Ministry                    
www.newsightcongo.com

The Samoutou Family

青草地 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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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imagine being born and not seeing this beautiful world? 
Can you imagine being born and all you see is black? 
And the only colour you know is black? 

Sounds awful, right? 

I just wanna ask you guys right now how much do you think you can help 
this wonderful world? How many people can you help? One, ten, maybe twen-
ty? I am Aiden hong and what if I tell you right now that you can help as many 
people as you’d like? Help people gain sight and see this truly amazing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a P5 boy

A plead from Aiden Hong                        

Have you seen the helpless, blind and hopeless suffering for eyesight 
just to take a tiny peek of this admirable universe? What if I also tell you that 
you can make these things happen for these powerless, disabled and helpless 
people? Doesn’t that just sound heavenly?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Each $625 you donate to New Sight can help a 
blind person gain sight. New Sight is a company where they help blind people 
gain vision, so you already help someone right now! Go to www.newsightcon-
go.com right now and you can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is incredible and 
astonishing world just by donating some money. It doesn’t have to be a lot, but 
it will surely benefit the community. 

Share this video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it will truly make a dif-
ference.

青草地 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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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福堂攝影小組部分組員於 11 月 10
日北上，作一天雀鳥攝影學習。當

日各參加者獲益良多，因篇幅有限，只

能隨意選輯分享。

馬太福音 6 章 26 節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團契及主要聚會時間表
崇拜時段
周六黃昏崇拜： 6:00pm-7:30pm
英語崇拜： 6:00pm-7:30pm (星期六)
主日早堂崇拜： 9:00am-10:10am 
主日中堂崇拜： 10:30am-11:40am 
主日午堂崇拜： 12:00nn-1:10pm
普通話崇拜： 12:00nn-1:10pm 

祈禱聚會
全教會祈禱會　

每月第一主日  2:15-3:15pm

聖餐主日 
聖餐主日1月5/6日／2月2/3日

個人靜禱時段
清晨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8:00-9:00am   

午間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12:30-2:00pm

特別主日
1月
1/19 李文耀博士 聖經培訓主日

1/20 鮑維均博士 聖經培訓主日

2月
2/9-10 吳宗文牧師 新春主日

2/23-24 蔣麗萍姊妹／ 兒童主日

 孫靜敏傳道

弟兄區周一弟兄團契 周一   7:30pm

姊妹區週一團契 周一   7:00pm

姊妹區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姊妹區智慧的母親 周二   10:00am

常青區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

弟兄區周三弟兄團契 周三   7:30pm

港福詩班 周四   7:30pm

職青區 RML 團契 周四   7:30pm

喜樂祈禱會 周五   9:30am

常青區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

國語區姊妹團契 周五   10:45am

喜樂詩班 周五   1:45pm

成年區 周五   7:30pm

國語區查經團契 周五   7:30pm

國語區夫婦團契 周六   1:30pm

學青區初中 Silas 團契 周六   1:30pm

學青區提摩太 ( 高中 ) 小組 周六   2:00pm

職青區但以理團契 周六   3:00pm

敬拜隊 周六   3:30pm

夫婦區信實團契 周六   3:30pm

兒童詩班 周六   3:30pm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英語團契 (Adults) 周六   4:00pm

兒童區 AWANA 周六   5:15pm 

弟兄區智慧的父親 主日   9:00am

101 福音班
周六   4:30pm 

主日   10:30am

102 浸禮班
周六   4:30pm 

主日   10:30am

103 會籍班 主日   9:15am

常青區主日學 主日   10:30am

大專查經組 ( 英語 ) 主日   12:00nn

《聖經》主線大追蹤 主日   12:00nn

攝影﹕
Raymond Yip, David Au, Pau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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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m ceremony 
at Repulse Bay Beach

15/12/2018

Buried with Him in Death - 
Raised to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Ng Chun Him Toby, 
Li Kwai Yin, 
Charlotte Cheuk Kwan Chan, 
Ng, Howard Jing-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