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轩徨活的Γ理」
Γ惰」

Γ卑」(上 )

今年的馒活郜好像此较 「訾富」 ,Γ 徨活 」 「免革」 「清
明」畿涸茚日遵在一趄 9似在道蠢人的生舆死 ,代舆代的
起承鳟合 °基督教的焦黠菖然是 「

後浯 J9它不罩是我亻卩:
脬来的盼望 9也是我亻卩g睨在存滔的理曲 °一侗星期前刚於
一锢查锾班中分享了典

「
馒活」有圃的荨题 ,堑基督徒来

兢 ,面封
Γ
馒活」 逭涸我亻卩]所 共同承懿的核心教羲 ,其

寅既要合情乜耍合理 °就理性而言 ,自 主後3O年至今 ,挑

戟 「
徨活事件 」真碓性的理揄不稣漫琨 ,基督徒可否在此

站得住胭 9甚至可以向不接受耶钚馒活的人辩澄事件的可
信性 ?就霆性而言 ,「 主耶觫是又真又活的主 J是信徒霾
性塑造的基石 ,基督徒又有没有重祝我俨舆 「馒活事件 」
的嗣保 ,而徙中得著霾命更新的赉分 ?

一位屉史荸者Garv R。 Habermas就研究 「
耶觫馒活事件 」探

用 了雁史挈中 「最少事寰法 」的雨项原则 :— ,史料背後
有很强的艇史澄撩 °二.持不同箱揄者皆接受的事寰 °就
1975-⒛ 06年 期固用英文 `法文及德文所舄有酮研究爿阝稣
馒活事件的主要孽衍性揄文 9共寻得2,⒛ 0出虚 ,其中不揄
其箱揄足篁戌或反封 「镘活事件 」的真寰性 ,皆接受符合
上过雨嗄原只刂的/Ax韶匣史事寞 ,有如下五项 :

事宣一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事寰二 :P习徒深信耶觫徨浯业向他亻卩]颗琨
事宣三 :原逼害基督徒的漏履悔改信主

事宣四 :原本不信的耶觫兄弟雅各 (的⒎仁10)的生命改爱
事寅五 :耶矫的填墓是空的 (超遇,s%的 孽耆支持逭琅事寰)

以上兢明逭些事件的胚史性相富摧定 ,但富然逭些事件壶

不 100%等 同於碓寰耶稣已巡徨活的事篁 ,可是引致煊些事
寰最自然的解程是耶稣已铿馒活了 ,若果我亻Fs不接受揎涸
黠揄 ,就必需提 lHJ一些合理的解稃 °晨久以来 ,不断有人
作逭檬的富馘 ,向基督徒提出挑戟 ,但离燮不雕其中 9有
好些都是新瓶菖酒的理揄而已 :

(可葡耨415⒎ 15鳊己载天使的欣示锐婪哈西,甬撒- 耶矫)只

是他的明徒不知道而已 °」但逭是伊斯薰教徒在
「
徨活事

件」繁生超遇GO0年以後所舄成的文字 !既不像璺怨般的最
早记戴(在事件受生後25年左右)9也没可能像璺怨中聱稻有
可作查澄的旯磴人(林前 1⒌3nn),巍服力寅欠叁 o前篾年作
家M曲∞|囚agenI(《墼杯舆墼血》的作者 ,即 向 《遥文西密
碥》作者 Dan BroWn舆松告他抄襄 9但最後败折的那一位)

提出是彼拉多暗中在蕃吊遇程中把耶稣掉了包 ,因他不能
公然虔死一倜公固支持猫太人纳税铪屣焉政府的人 。逭富
然貔是出於作家亻

3:的侗人想像(雎然包装成 「通俗厘史擘」
刹有介事般作出 「蕨蘼」推揄),不能引赳雩俯界的髂注 o

名撙演詹士金焉偷 (懑 Γ
碱淫尼」在19⒅年取得奥斯卡最佳撑

演奖 9今年则懑 「亚凡建」拐名)在⒛07年珀成 「耶轿矢落的
墓圃」耜银片 ,亚宣稻已找到新徇中的耶稣 `约瑟 `属利币 `

抹大拉的焉利工 `及耶稣之子猫大的骸骨 °但其冒被繁项·的纂
穴琨埸是有∞骨鑫一同出土 ,一些骨鑫中同畸存放敷具遣骸 ,

而耶鞒徂卩徇菁工)`徇 瑟 `焉利工等皆舄猫太人中最普遍的名
字 ,要在一涸大家族的墓圜中凑合逭倜名字业不困肄 °在该纪
银片中锂常出琨罐敲或漱尊的查料 9故其命逗典M心 lna引 Bagent

的菁一檬 9在孳衍界中 「
不值一晒」 9更被抨舄典型荷里活的

「卓硬裂作」°

另有人相信耶稣是被袖的明徒偷去了 ,琨代版匙舄其家人移走
了 ,其遣骸琨慝仍安葬在加利利一涸名舄沙法特城的小镇之外
某庭 °揎菖然也是仝典澄檬的肫粹推测 °最大的弱黠是撇岗他
亻3]成功的榴率不兢 9但逭世上不窨有逭麽多人鲁耦一佃自己袅
造出来的谎言而忍受逼害 9甚至殉道 !掌畴的阳徒亚不像现在
的恐怖/9D了般有圉破家亡 ,匏受厘逼及概人被屠骰的桠度慎慨
之情 ;更没有在背後鼓吹仇恨的武装俎臌作後盾 ,徙而凳勤自
椴式镪馒 °领袖不在了 ,他亻卩弓大可作一悃安安椠檠 ,温匏缎夏
的普通人 ,他亻卩弓翎舄主的道而拾己 °

著名的厘史荸家Rchad C。 Carher重 提幻簟揄 ,他iH信耶觫罔徒
因思念其挚受的拉此向麈生幻夤 ;向保履剡因舄他逼害基督徒
,炱心埋南而麈生幻竟 9就其忠心的跟随者而言 9耶艏健是後
活了 9翎只是精神後活 °但逭棣的猜测颢然典一般琨寞情况相
左 9相信保履煊倜死硬派反基督者有内疚之情 ,只是一厢情雁
的卞冁意腰 ,甚或是把今天的典型的 「美圃罪疚感」移植到第
一世纪的保厣身 忙;而卩g徒受主之情所麈牛的幻矍 ,也解程不
了他亻卩旯禽一同旯主的事寰 ,佃别的幻矍亚不能影警你身漫的人
,更何沉是同一畴茼有500悃人(林前 15⑹ ?伊斯葡教罘逭麽尊
敬穆罕默德 ,也不能耗他镉造徨活的故事 o

今期只可舆大家探封主耶筋馒活的 「【g」 ,留待下一斯才箍镬
舆你 /卩]敲

「
情」吧 !



2Ol卜 zO12事奉南位/谶曼表
南位

鲎然孰事

富爨孰事

晨 老

主 席

教牧同工

福音事工斡事

贼 曼

司 庳

教禽银行F口蘩名人

牧夤委景鲁

(同工 `晨老 `正副主席 `

各部正副部畏 `         强文彪 `林源繁

澈蝥操程主席 `璺檠触俎畏)   矍j律就 `林希雒

教育基金委曼鲁      召集人 :黄锦泉 委景

行政委曼鲁        主席 :蘖永宗  菁芤

圉镶教牧小俎

崇拜部

司事徂

资瓿及影音徂

璺桀翘

栽培部

豳愫部

差傅部

常青部

成年部

青成部

青少年部

兄童部

廒蝥锞程

雒修小徂

焉鞍山崇真中擎

筲箕漕崇真孽校

筲箕漕崇真幼兄孽校

勰董事

德常膀董事

勰教育部委曼

勰埽女部代表

勰青年部代表

莘人基督教璐鲁代表

(2010-12)

冰者舄教牧同工/碱曼

委曼 :朱永生衤`裼棉高 `葛品戾 `王爱南 `蘖柏青 `邱静傣 `李圃莘 `劐颢馘

振文彪 `林源凳 `蕖永宗 `王爱南 `裼棉高 `(魏志里)、 (黄镎偷)

部浸 :朱永生冰 部委 :巢劁英咔林燕衤冼婉傣冰屐舒旗冰何美斌冰陈麓明衤蔡耀恩衤

徂晨 :焉贵平

徂畏 :(蕖志成)

徂畏 :趟燕辟  委曼 :静戈【靓澍明),(隙酆芬X裼霸懦),隘颂莳),(黄 美玲X隙漯雯)

部畏 :履舒旗衤 副部畏 :锺惠玲  部委 :(蔡文中×卓夏兄X强凯泓)

部晨 :冼婉傣冰 副部畏 :林源蝥  部委 :(朱雪虞),林燕冰,蘖柏青

部晨 :巢劁英冰 副徂畏 :劐颡曜  部委 :(杜本文),李圃莘,童锦泉,到颡馘【李永健),(莳秀填),

(趋善富)

部昃 :冼婉傣承 副部辰 :焉夤平  部委 :(李振雄),(崔漯惠),静戈

部晨 :蕖劁英林 副部辰 :何锦馘  部委 :吕 志浩,(强志成),(强萧敏),(王 淑馕),(隙酆芬),

(趟淑瑜),(梁霞家)

部晏 :屐舒旗冰 副部晨 :到樟就  部委 :(童美蔺X曹歇源),林希雒【阮秀君X周耀康),

(棼雒胴)

部晨 :隙麓明衤 副部畏 :林希雒  部委 :蔡耀恩冰,何美斌衤,劐樟就,(李恒盼),(林泳然、

(裼颗琳),(焉柏蒜),(李 恒信),(朱 嗥程)

部浸 :林燕衤  副部畏 :(吕 孽明) 部委 :蕖燕玲,何美斌水,(蕖浩欣),(李 泳怡X朱嗥文),

(朱曝程)

主席 :王耀初  委景 :邱静倭【蘖志成×朱雪藁),冼婉橇咔,(裼淑橇),(鄞 慧繇)

徂畏 :李圉莘

校盐 :王爱葡  校董 :振文彪 `李圃辇 `黄锦泉 `(梁妙容)`林源繁△ `

蔫鞍山崇真堂代表 :锺超平 `翮锦能

校凳 :蕖柏青  校董 :朱永生衤`葛品良 `林希雒 `趟燕髀 `(静漯儒)`(鄞惠怡)`王耀初△

校蛊 :邱静儒  校董 :何锦馘 `王耀初 `(蓥刂燕殪)`(隙傈禧)`(蔡文中)

簌票人 :    雩校代表 :邱静侥 `何锦馘    教鲁代表 :振文彪 `裼棉高

朱永生衤`蘖永宗 、黄锦泉 `静戈 `裼棉高 `林源蝥 `振文彪

蘖永宗     勰藩曼 :全髅孰事

王爱南 `蕖柏青  德差停部委曼 :到颡曜

(郭惠群)     勰槛潸部代表 :葛品良

林希雒

朱永生冰`振文彪 `蕖永宗 `(杜本文)

( )者耦非孰事  △ 者岚替代校董

鞠事 /敦牧同 I扌 /秽罩
*

强文彪 `林源癸 `朱永生 `衤蕖劁英衤`林燕衤

趟燕髀 `锺惠玲 `葛品戾 `何锦馘 `莳戈 `林希雒 `劐颡馘 `到颡曜 `到律就 `李圃莘 `

吕志浩 `属夤平 `黄锦泉 `王爱蔺 `王耀初 `邱静橇 `裼棉高 `蘖柏青 `蘖永宗 `蘖燕玲

强文彪 `林源繁   鼹罔最老 :薛磐基

巢永宗        副主席 :裼棉高

主任牧狮 :朱永生衤  停 道 :某劁英衤`林燕衤`冼婉橇衤`屣舒旗衤

何美斌沐l/J\孽)`隙噩明冰(青少年)`蔡耀恩(合的》(少年)

李瑞芬《助理行政斡事)`锺佩青衤(助理斡事)`黎锦锺冰/黎锦雄冰(事胳曼)

葛品戾  司歙 :吕 志浩  善记 :李瑞芬衤

蘖永宗 `裼棉高 `葛品戾 `林源裘

主席 :朱永生衤 文菁 :陈麓明冰

委曼 :巢刽英衤`林燕衤 冼婉橇衤`屣舒旗衤`何美斌咔`隙瞿明沐`蔡耀恩衤`

蘖永宗 `裼棉高 `锺惠玲 `到颡曜 `焉夤平 `何锦馘

王耀初 `趟燕觯 `(吕荸明)

隙瞿明冰`强文彪 `蘖柏青

李瑞芬冰

″

丶

〃

`



聪聪我亻F:新孰事的心聱

得瑞芬姊妹的樽告 9我已被提名舄今届孰事遥搴鲁的候遘

人 ,宣不敢第一畸固答慝 ,生怕不是出自神的意思 ,且心

裎德簟得自己一直有静多不足 :事奉服侍不狗 `生活上也

不峙有软弱缎力之虚 9在懿真祈襦求罔神之後才安然接受 9

而神的蒂也在不斯提醒我 —— 袖是我真正的倚靠 ,以謇

工耆硐 :⒛逭檬静 「疲乏的 ,他赐能力 ;软弱的 ,他加

力量 °」

毅然接受提名 ,可擐是繁强地面封一月二十四日的遘搴 °

神的楝攫 ,令自己感到又鬻又喜 ,唯恐自己不能建到神的

要求 ,管理不好神的家 ;翎欺喜快桀有槛舍竭力耦主 `舄

弟兄姊妹作工 9亚孽胃以谦卑的心舆弟兄姊妹互相配搭 ,

牧藿群羊廑傅福音 °常牢葩神的提醒(箴言 11∶ ⒇∶「腩傲

来 ,羞马b也来 ;谦逐人翎有智慧 °」

二月七日第一次参加新年度孰事互邃鲁 ,蒙神喜悦我可以

成舄常青部部委 9服事教鲁的一班 「黉具」 ,希望自己二

十多年老人科的槛歇可派上用埸 ;另外作了璺椠俎的委景 ,

使我在敬拜攒美事奉上 ,可以蠢心蠢力做好神所耗付的工

作 °

淆弟兄姊妹在私襦中记念姊妹 :「 求主赐我等徙上顷来的

智慧及罔刂弥 `仁爱和莛守的心」
(雅 3∶ 1318提後 1∶ 7)

孰事是神所瓿付搦助牧者管理教鲁 9真盼望大家多舆我交
通 ,孽留彼此服事 °舆大家一檬 ,我同是面封工作 `家庭 `

倜人霆性和事奉等等各方面的罔题 ,璇然知道是神所遐立

作孰事 ,可以能狗舄教舍的好虔上蠢力 9翎封自己能力缺
乏信心 9薷大家常以檩告来记念我的霆性 9好叫我更懂得
酮慑肢镬lFg的需要 ,同建神家 °

「教友子弟」在教鲁内常耠人一梗 「鼙血」的错夤 ,他亻卩g

很多峙候被人富作是教鲁的接班人 ,但我相信若井神所楝
遥 9舡人能自封舄教鲁瓴袖 °

很高奥能菖上教鲁孰事 ,高典的不罩是因得到弟兄姊妹的
韶同 9更重要是能豹服事 「他人」 9我锐 「他人」是因舄
盼望信舆未信的人也能因著我而得到造就 °

在未来雨年 ,我将主力搦助№omi(隙麓明姑娘)服事一班青
少年人 ,希望他亻卩]能在主的爱和主的道裹成畏 ;此外我亦
鲁参舆青成部的薷劐工作 ,亚鲁檐任筲箕湾崇真孽校下一

孽年校董鲁的工作 ,搦助推勤孽校的教孽使命 °

思前想後 ,我常罔自己在未柬雨年孰事的事奉 ,最希望做
到些甚麽 7若我只能遘一 ,我只希望神弩助我可以成栩其

他教友子弟的榜檬 |

`
〃

我富遥孰事 9澄寰了神鲁膦悯人 9亚鲁使用瓦器的 !

要承檐的事工有激蝥锞程 9小荸及幼兄孽校校董鲁 ,有些

是新工作 9唯有遑做暹孽呢 丨

盼望教鲁不揄在各屑面也可以繁守南位亚蝥挥 「互相骼繁 9

合一作工」的精神 ,因舄神已赐耠我亻卩]合一的霾 。

淆舄我代襦



胭鹬饔甏巍 v燠 撰文:膏歇源

在孰事鲁不知不夤罔 Γ胡混」到了 「落蕈」的峙固 ,宣在

感蒯各畏蕈和弟兄姊妹的包容和厚蹩 °自罔不爱罔鲁 `怯

於面封人群和不是领袖的材料 ,镉俑父神翎安排孩子在戳

埸上和教鲁内去面封 ,寅在有趣兼幽默 ;或静父神就是希

望孩子去梭衬自己的不足和韶裁多一黠父神家的人典事 °

原来孰事鲁业不是傅固中的冗畏和沉两 ,最孰亻F悬 既能猸常
一面又不失可爱 :有冷静锢心的 `有性格刚烈的 `有爱求

羼雯意羲的 `有里持规章的⋯很有家的感夤 °傣管固中鲁

舄事情前揄得面缸耳熟 ,最佟都鲁建到共裁和不损和睦 ,

可冕大家封家事的孰蓍韶真和封彼此深厚的情菹都能兼麒

得宜 °性格所致 ,一直不太胃惯面封人群或成舄焦黠 ,很

喜歆檐任司歙的碱份 ,每次主日崇拜前回到教鲁辨公室 ,

静静的躲在一角核封支票 ,耳袒蠢是既忙碌又温情的謦

音 ,偶而又和路遇的弟兄姊妹打招呼 ,感簟温暖 ,甚是享

受 |

「藕受的父神 ,怒薷祢柬蹁作主席 ,蒂领孰事鲁⋯瀑我

亻卩弓放下私愆 ,搛虚地商封祢家的事⋯若有不足的 ,求祢

捕足⋯」每次孰事鲁前的霎修代禧峙固 ,我勰爱以此舄

私襦或彼此代襦的罔首 9亦腰将此送耠新—届的孰事亻卩寻

作互勉 °

曩躞婴鹅鞒 扌巽文:榻棉高

雨年前 「须要」退下逗膻廿多年的孰事南位 ,强拥 「绠

要」 ,因耗逭锢人事徂臧更替的规定 9正鹱琨了菖的峙代

田地在第七年停麈的其中意羲 ,攮大地 /徂馘 (硬件 )得
以更新 `延膻而不至老化 G更重要的 ,是上帝徙璺怨 (出

廿三 10-1】 )瀑我明白袍毅立 「安唐、年」的核心精神 ,是

要叫别人得益虚 `禳箕乏的得照融 ,重黠业不是要那田主

享用 「安患年」°

我清楚知道逭雨年的事奉方向 ,就是荨注服侍那些需要救

恩和主爱的人 ,攘心露贫乏的人得享安息 |感洌主 ,袒去

雨年袒 9我能依袍的心意而行 9和太太同心在 「敌癸锞

程」中事奉 `在小徂中作凛颌 9教凛年青的肢醴 ,在祝福

别人的同峙 ,我亻卩5繁琨自己的生命和心雯也被祝福而璺盛

起来 °

四月罔始了 ,我又需要矬常踏莛鲁翥室 ,期待步伐是轾

爽 `祝福是不斯 ,徙教友亚更多新韶裁的弟兄姊妹而柬
一 上届廒蝥後我亻卩s成立了一侗新的 「青成」小俎 一 「加

利利俎」 ,深信他亻卩]也鲁—同祝福我的事奉 |

如果你有舆趣 9戳迎在迫日的晚上来到赤柱 ,我亻卩弓舍薷

你吃颔 ,欣蔓海暹的美景 ,彼此分享事奉的得蓍 ,一 同

感恩 ,檠耀在天上的父 !

魏〓
诲̌馕

丿饔
撰文:曾佩玲

做孰事可好 ?就是最怕罔鲁 !舄教窖守望 !舄弟兄姊
妹派璺餐 !在兄童洗澧峙做冕澄作他亻F:成 畏的盐茜
人⋯⋯等等 `等等 °正是因舄围鲁的峙候 ,亚不能耠
予最佳的意旯 ;栩教鲁守望 ,邻是懒惰得出奇 ;派璺
餐峙更惶恐於未能手漯心清流鲁罘服矜 ,以致得罪
神 ;作兄童成晨的鳟引 ,就连他亻卩:的名字也靓不清
楚 ,又怎能扁他亻卩:旯澄 ?碓宣有蓍蛰多的内疚 !

曾加八各不同年龄唇的徂别 ,富遇副俎畏 `徂最 `委
曼 `部委 `部畏 `副部畏睹般臌位 ,逭些都是我富遇
的和喜欺遇的事奉 ,但有否做好遇其中的每—涸岗位
呢 ?回想逭些承檐的角色 ,每—次都霓得是有所唐
欠 ,似完全未有做好任何一涸 !

就留在再下一次的送搴吧 ,若被遥上的静就祈禧再做
好些 ,逭有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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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露 :除了感言身寸神外 ,也辐爸爸感到十分高熙 °不能出席他的按立典樘 ,

雎然是一倜谴憾 ;但矍萑照宀也能感受到掌天的熟罔氩氛和弟月̀
姊妹封他的祝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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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霎 :雎然没有屋力 ,但也窨更加注葸白己的言行 。因舄我的每一倜勤
作 ixE行汽也是代表著爸爸刿我的教缚和上帝判我的期望 。

∶揎是爸爸人生的另一倜阽段 ,希望他能箍膻向前 ,事奉耶和萋和
祝福刖人 c我亻卩]一 家也鲁汽他襦告 9在往後的目子 9希望我亻卩:
整倜家庭也能一起参舆更多 ,熟心事奉 9被主便用 。

新展老葫F。9换 (-)、 (二
)

葫罔 `撰文 :蘖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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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sgf忘是看旯弟兄姊ftI亻
F弓 带著喜悦躜曜的心情参力口我的按立澧 。

深深感受我亻F旯 在牧 g币 ,辰 戟的引锺下已澌渐昃大 ,驷 福音 9刿生
命的承载能力已有所捉异 。缎怿乎教禽哲年的人勤 ,各人的属露
生命都旯增加 `增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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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最想做的第一件事 9但常常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像焉利
工般瓶近主的跟前 9舆神箱遵 9藩神艟膻陶造我的生命 。因我
心晒是能以身作员刂,舆弟兄姊妹亻卩]一 同貔近神 9遵於元苜基弩 ,

在上帝面前蒙悦辆 `蒙 恩福 c

△ |J△ ⅠI「 — f冫 ~

薛浸老是香港基膂教龠的F人 9锢袖 ,忠心爱主 9侍主 ,毫舞 l△m
私 9提搞後辈 ;Bl白伯畏老 ,博孽 ,思想精密

ym敝 ,善於教蕖 ;而
我比较善於珏人相虚 9彼此互相鼓励 9逭也可算是我亻卩l白 然的
分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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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我亻卩]年昃的都受惜你 {卩 :。

要韶馘神 ,髋近神 ,舆神好好箱逗 9追是—生蒙恩福的途铿 。

凡事撞桠正面 ,所渭
「
磺桠人生路路通」 。

林希霍(林原矮畏老女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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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俊彦

雎然溻牧蛳已辞别了我亻卩]9但他的黯一直在我亻卩弓的心中留
著 °我亻卩g都虑喾舄他而歆喜快桀 9不要再哀哭 ,因舄神已
等他回天圃 9他已完成了他一生人的便命 9神看旯溻牧肺
完成了檠耀神的工作就带他回去了 °溻牧肺再旯 !

-

岑秃葫

溻兆奇牧酾是我返筲崇所韶谶的第一仨万≡Ⅰ.多三丿柬都耠
我留下了不少深刻的E卩 象 :

他是 「
解字牧蛳J 常在耩道中拆解文孚 `鼾孚堇==雪霎

意羲 9令人黢忘 !

他是 Γ
守峙牧蛳 Jˉ 常提醒大家注重守盱 ,逞立尊重上帝 `

尊重聚鲁 `尊重别人的美德 G

他是 「
音桀牧舯」 常在耩台分享他的音巽 9他曹如洪锺 9

中氟十足 ,叫我酆羡 !

他是 「
围爱牧骊」 常圉犊我沙哑的馨腺 ,嘱咐我要多保镬

爱惜 ,令我感到蒿心 |

他是 「忠心牧 g币 」 常圃心神家的事 ,一生退而不休 ,封筲
崇一直不雕不蘖 ,虞情有加 |

今天溻牧蛳已回到了天家 9正享受蓍天籁之謦 ,好得姆比 |

但在澧堂他惯坐的位置上再旯不到他的影子 `他的歌謦 `凤
琴聱 `拉锯謦已成铯警 9逭些我都感到有黠兄若有吓失 9未

能酉慎 °溻牧蛳 ,送耠您我亻卩丹的思念和祝福 !



‘
I
孑

‘
"
l
I
I
丨

它

褊躐t俨:r=|

γ甲 嘤降瀛|蹁瞰斌

朱 永 生 牧 狮 `颉母

我亻卩号舆溻牧蛳箱缘於 1985年 ,富年我到救恩堂寅胃 ,履袒
澄牧肺得知鹤崇招聘厚道 ,匆 匆替我亻卩E安排雕港前

Γ
耩道

冕工 J° 溲想袒教鲁鲁容荠我 18涸 月後才上任 ,雨我亻卩s可
舆溻牧 g币 同工23年 。富日溻牧蛳薷我亻卩]到

「
柬威茶餐瘾 」

吃早餐 ,侃侃而敲
「
守畴」 `「 英雄被困筲箕麾」及 「筲

箕麾山大王 J等矬典名句言猹在耳 ,⒛年来人和事翎都改
燮了 9生滔翰子按主心意鳟勤 。遣憾的是富日舡镓韶谶仍
健在的溻蛳母 ,安慰的是今天牧肺和鲕母已在主耶稣袒箱
遵更深 °

强 文 彪 晨 老

溻兆奇牧 g币 在世活了∧十∧载 ,在筲崇服事也有六十六
年 9今天能在教堂中搴行安息澧拜去纪念他 ,相信也是
很合遍的 °牧蛳四十多年前箱我施洗 ,亦 曾壳亡妻∞t施

洗 °回想我舆他的圉像 ,有黠像父了 9早年常有孚拗 9

但也有彼此麒 l昔 9尤其在他晚年的峙候 9他很疼爱∞t9

舄她早逝惋惜 !我富了畏老後 ,也好畿次在臀院或老人
院岚他按手禧告 ,他也反遇来舄我禧告 。牧蛳伯很强 `

很觯明的悃性 9一生忠於基督 `忠於教鲁 9逭榜檬很值
得後人效法 |他雎有软弱 ,但主的恩典驹用 ,德在人的
软弱上颡得完全 ,袍用的都不是完仝人(因世上一侗也没
有)9而是忠心的人 |

由於要在安息澧拜中鱼藁澶怨 ,坐在角落的位置 9刚好
面向翌嬗上鳏黠著的螅镯 °只旯镯光在冷氟凤中摇曳不
定 9像快要熄诫 9但仍向下燃烧 ,一滴滴的螅溟在侧面
凝聚 ,象徵著基督忠镤顽强的生命 !同畴也提醒我亻卩弓一

生要銮光 `裘熟 ,不揄寒暑 ,雎然年莘老去 9肉身逐渐
萎镅衰姨 9腧上和心内的溟痕亦舆 日俱增 9但生命仍鹰
燃亮至烧赛舄止 |

在薄扶林基督教填埸 9牧 蛳的藕人 TP+最 後
—

抹黄土撒下
,工人随即将棺木盖上坩土 ,象徵了牧者的遇去 ,忠虞
到唇 l他一生的果效如今畏理地下 ,擐是永存天上 ?我
亻F]i·q信是後者 ,因舄神是 /Ax平 的神 ,也是馒活的主 !到
了那一天 ,懑著主恩 ,我亻卩g都鲁一同站立在袍面前 丨艚
美主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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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 柬埔寨的孩子

柬埔寨短 2O1O
u
l

宀日

氵叩|t∶  釜|菅 Ⅰ÷

感蒯主|禳我可以在震厝年假期到柬埔寨短宣 9矬厘主大大
的祝福 。

菖自己韶舄要去爱和服侍富地的孩子畸 ,自 己反而被他亻卩s
所受 ——— 「祝福别人 ,反成耦自己的祝福 °」

K K Church的孩了亻F丹 啊 !彩虹槁的孩子亻卩:啊 !∪NACAs自勺孩
子们啊 !CPCDO自勺孩子们卩阿 !

捌割你攮我有禳窖韶谶你亻F:。 仍葩得你亻卩弓罔心地唱歌 `仍
记得你亻卩悬用罔J跌落地上的雉蛋花舄我⒃t顽 `仍记得和你亻卩]
臃抱和拖著你亻卩s的小手到虎走 `仍记得常我逐一臃抱和祝
福你亻卩]畴 ,我的眼溟已不禁流下来了 `仍记得逭是我有生
而来 ,说得最多

「|L○∨EY○∪」的一次 !我竟得逭是我的
福氟 9是主铪我受的澧物 °

柬埔寨的孩子亻F5啊 |我知道我已怨爱上了你亻卩〗9我鲁再回来
探望你亻卩g,你亻卩寻要努力加油Ⅱ阿!

腰主的爱常舆你亻卩弓同在 !腰你亻卩s能徙小懿裁主 9立志一生

跟徙袍 !

撰文 :到鬏曜 `锺 惠踪 `到菁雯

短短五天的行程珉快的遇去 9簟三 F三 亨雪量∷姜千 ·≡专
∷ 主的慈爱和恩典 °

行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探葫名浸《'ε
^=`':ε

C′η Churcη 巛.K

crurch)的教禽 。KK,Church的 意思乏≡=多 ≡ ,IE尚 未有正式
的名字 ,它位於郊外一倏美震筝手三:T丁 ΞI,有果澍也有陴
障微夙 °揎袒亚没有 H啬

9一面是苏謇 ·一百是夤默的肄
舀 埸 。我llq用 了三天的峙固韶谶渲教窨手E氵 :三 ,我 lPl分 作四

iⅡ 小陈(各有一位大犟生作翻樟及一位孰:逗 i【 ≡妁作领路),
· 逐家逐卢去作探前饰道 ,舡疑 ,我 `≡:逞

=Γ
三色珠饰道

法 」碓是有黠生硬 `英静的表建也不
'△、二手̌ ,昏翻主翎使

用我亻卩s揎些不配的器皿 ,可以舄祀|t三 ·乏在逭佛教囡
家 ,将主耶觫介绍铪柬埔褰的利民 °

三日的下午我亻卩弓都旄七十位钝真 `有 |:厂 三丰常乖巧的小
朋友耩故事 `教英文班 `黹领敬拜和迂蚤萼 9他亻卩寻的反虑
很好 ;到 了第三 日下午 ,搴行伟道窨 ·‘三了I三硐蜊来猩 ,

即将葡始峙牧者欹 : 「仍有雨家人未旯 E之 ∷;霎笺蕈去载
他亻卩]来 ,薷等候多一舍兄口巴 !」 牧者彡

J∶ 萎 二眚友 ,他韶馘
他亻卩:每 一位 。每次我 {F:舆 小朋友敬拜亥迂蚤≡ ,他都在静
心鹳看 ,带着黠黠欣寅 `雨注和喜悦宫t EJ∶ =≡

,也真的很爱
逭些小孩子 °只可惜我亻卩:因 言静的隔蔓 9天乏

′
=太 多的满

通 °雕别前大家倍簟依依 ,最後由牧窘Ⅰ≡烹≡f檩镐束 9

他感勤得哭了出柬 ,雎然我亻Fs不 明臼t淳舌∷久容 9但他
的真情流露 ,我亻卩弓也感勤肄忘 ,深厢上主Ⅰ礓·/× 者有心有
力 ,牧夤主羊 °我亻早]感受到上主井常受逭乏EL\朋 友 `利
民和牧者 9逭袒充满受的希望 |

逭KK⑴ urch的 意思是薛多橙 ,提及至:喧 ·

``吾
Ι麦吃又

甜又|u cv的 橙 o记得镡沛泉博士初到敦叁≡ ·士≡∶三一∴穴夫
埽耩庳 9也 曾解耀 了 「juicv」 逭字的意厅 二∷≡—E人、盱
耩所做的事都令人很舒服 `封人很恩慈 :Ⅰ∈≡

=莛
;!Fi

也有 「ju吣 J̌美好的睑襻 :

-大家攘脚有黠痛的静秀墁姊妹和忌有忌雪∷I≡ △ 三Ⅰ最
低屑的房固 ,享用惟一的熟水澡 。

-振莳敏姊妹不通没有胃口 ,王淑馕姊妹墁堤≡昃∷圪 ;

大家吃得井常阴心也井常篙心 。

-每一天徙K,K,Church回 程返金暹 ,感到肚锇圬 ,熄有人尉
出白己的小食 `麟乾耠大家充飙 °

-李少霞姊妹每天早上都提早起床 9耗的是要煮沸水 9好

使大家可以冲一些熟欲裹腹 。

短宣很快便遇去了 ,感翻主一路上的保守 ,没 有水土不
服 °感蒯小俎徂曼 `代檩勇士和冼姑娘的代淳和鼓勐咭 ,

更要多翮吴美莘姊妹蕈助裂作拼圊 ,供幼兄用的教材 ,精

美而荨篥 °感翻主禳我亻卩5一 家都有向陌生人傅福音 ,寅跤
大使命的梭鲁 9将檠耀 `熳攒都锔舱天上的父神 |

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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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陌生感 黩霪舒旗
在中圃人的文化祖 ,「死」是一侗禁忌 。我亻卩:封死亡有静

昼罴晷冒甚Ⅰ曩骨Ξ帚晷謦薹E鑫ξ零砻砉蜃晷薹￡晏彗
死亡 °琨代譬孽典科技的追步使人碧俱以 Γ锱械化」、「

非人化J去虚理死亡的Pni题 。徙前蔑村社鲁 ,生老病死都
在家中袒渡 ,但琨峙人的待死及雕世都已徙家中搬移到罾
院 ,一般人已很少去探望蹁煞的病人或瞻仰遣容 °更可悲
的是 ,家人尚未来得及悲锡之前 ,遣艘已被移雕 ;兄童及

军纛酴褒踵砉旱叩爨樯鑫筅藿蘧螽罾葑异弩籍墅呷罡耋鼋
封死亡的陌生及文化的影辔下 ,撙致我亻卩:封死亡感到恐
罹 、否定典不接枘 ,也促使我亻卩:去否懿死亡 。

虚霎在 《徙幻想到祈穗》一謇中指出 ,雎然我狎g知道早晚
也鲁死 ,但我们日常的言 `行 `思想和所豳心的事 ,不断
提醒我们 ,要完全接受揎涸事寅是多瘿的困肄 °每次出席
婚褡 ,都有提醒自己徙前在上帝及思人面前所立的誓言 ;

而每次出席丧樘 ,也提醒自己死亡典我是那麽的近 ,我鹰
如何面封及稹侑自己的死亡 。大多敷人到了蹁死前才两始

羹 爹   扌,黼 鞘 t毓
候晦到更不是在我亻F:控制之内 。孔子曰 :「 未知生 ,焉知
死 ?」 但我瞪铂到的是 「孽罾死亡 ,才能孽智如何生 ;没
有擘罾如何死 ,就羝法孽舍如何生 °」被稻舄井洲之父及
崔得斋具甭和平炎的史攮哲曾指出 :Γ 人必缜熟悉死亡 ,

才能燹展成流真正善戾的人 °死亡是我lFl鹰该每天 、每小
峙思索的锞题 °熟悉死亡後 ,我们舍把每一妲 、每一天都
富作楦物 ,惟有用逭槿方式接钠生命 ,才宫一黠一滴理解
生命的珍夤 。」我涸人懿舄 Γ未知死 ,焉知生?」 更舄贴
近基督徒生命的表逋 °

上月埸牧肺的丧楦能在教罾内零行 ,我封此安排馕著嵩分
的感恩 °因舄揎能藩家人及弟兄姊妹在充裕的峙茼及熟悉
的地方内 ,纪念 、哀悼舆送别我佣敬爱的牧者 ,及耱屉上
帝藉蓍丧樘封思人的安慰 ;同畴也蕺我们去髅黢死亡 、思
想死亡的真寅 ,惟有我们拿罔死亡的神泌面耖後 ,便鲁旯
到死亡血不那瘿可怕 ,亚能接钠死亡是我们生命必然的一
部份 °揎鼓我想起在安息澧拜中的一段槛文 :Γ 身上常带
蓍耶轿的死 ,使耶觫的生也颖明在我佣身上 °因扁我lFg活

著的人是常舄耶艋被交於死地 ,使耶钚的生在我lFg追必死
的身上颡明出来」(林後四1⒐ i】 )。

一

一

记一次葸外 撰文:梁漯欣 Meodv

靛得上年六月初 ,我跟同孽们到大囿踏罩草 ,行程围始了不
久 ,我便遇上了意外 °莒峙在一涸又弩又斜的隧道口 ,我的
覃萆直撞向膪璧 ,我整涸人顿峙被抛出辜外 ,右逸顽皮 9手

和腰都被擦揖了 ,左狻脚也受了锡 ,锡口都螟深 ,手肘甚至
隐的露出白骨 o蝥生意外的一刻 ,我遇未清楚知道是什瘿的
一回事 ,同行的同孽狎g已怨前来替我糠查锡势 ;在痛楚中 ,

我渐渐看不冕束西 ,周逶笈成一片漆黑 ,但我邻清楚骢冕其
他人在跟我懿萧 ,那一刻瑙海只是一片空自⋯⋯ o

在前往罟院途中祝夤渐渐回馒正常 ,也没有蝥琨骨折 o由於
惕口有泥沙 ,所以後来每天要到轸所洗锡口 ,即使吃了止痛
片 ,每一次都痛得浜水直流 °另外在生活上也有带来很多的
不便 ,营如惕口不能弄瀑 ,每晚洗澡於我来巍 ,都是一涸鞲
题 ;另外 ,手的惕口多在圉茚位置 ,有一段峙FHi我不能正常
善舄 ,而那峙翎又刚甬锞 ,箱果只能坐在薷堂襄 Γ呆聪」 ,

不能作箪茕 ;最辛苦渥是晚上不能安睡 ,第二天起来有峙手
脚都窳了 °

琨在我的手肘仍留下了一佃大疤痕 ,遗不峙隐隐作痛 ,但回
想起整涸遇程 ,翎看到天父的恩典 。袍没有藩我在罾院留
箸 ,使我不致在两荸第一天就缺席 ;我的脸又没有受惕 ,袍

更藩我享受到家人和朋友封自己的豳心 。我霓得最重要的遇
是透遇逭次受傍的槛屉 ,使我瞠鲁到病人的痛苦 ,明 白病人
的感受 ,作栩一位罾科孽生 ,揎次意外封於我将来的工作有
很大的影辔 。



嚣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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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聪

那是我第一次骢麻颖智牧铜主耩培露鲁 ,富我去到舍埸的

峙候 ,人敷很少 (因舄峙圊尚早)9釜刂迮八鲁埸的峙候己有

一群人在入口虚 ,我想 :他lFg早来的原因是希篁有一l0l较

好的坐位琵 °默鲁刚刚雨始的畴候 9也是一般培露舍的程

序 ,不遇赏觫牧肺斋道的峙候提醒了我 :Γ 我亻卩:怎檬骢」

同 「我俨g的心怎檬想」是有很大豳涿的 ,因舄富他罔及早

一天晚上有没有人记得那倜重黠是那一句璺榧的峙候 ,竟

然没有人能绚回答 ,真是令人失望了 |我想可能是参加者

都鲎谊次埸培露鲁只是普通的薷座而已 ,或静益不圉心薷

耆所要税的是什麽 °我很想知道如果他亻卩]不太在意内容的

翥 ,那瘿参舆的原因又是什瘿呢 ?

基督徒的行事舄人是否像世人一般的想法和做法羝昊呢 ?

擐是瞧该有所分别的呢 ?

我不知道你亻卩弓(基督徒)生活熊度上是否那麽随便 ,遗是跟

随里怨的一些原别去生活 ?

如果每一件事都是随随便便 、蒙混遇去的韶 ,我 fFg像基督

的形象又如何铪世人看到 ?

海外柬瑶

来了墨甭本之後 ,一直都是在中央辜人浸信鲁(CCBC)蕻

鲁 °逭教鲁箱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弟兄姊妹的熟情 ,即使你

是 Γ初柬冁到J也鲁很容易跟他亻卩:相熟趄栾 ,也静是因崴

他fFg每年都鲁将各lEl小徂 「打散」再重俎 ,所以不同小徂

的弟兄姊妹也有梭畲好好彼此韶裁 °

中浸袒大多是香港留荸生或是己在常圮定居的香港人 ,相

似的背景令大家更懂得怎檬支持和圉心彼此的需要 ,大家

亦鲁透遇短瓿傅祈橹链舄各人的需要祈襦 °常有人很浸畸

Fgi没有返教鲁的韶 9徂晨就鲁致鼋慰罔 °感榭神舱我逭
—

切一切 9令身在外地的我都能感受到家人般的翮慷 !

撰文:岑秀菡

打悃鳟 Γ崇晖J既匆勿又葱葱走遇了一年 ,它 ,一悃禳

教鲁弟兄姊妹旯静 “分享上帝恩典 `彼此激励代襦的平

台 ,可曾令您感到蒿心暧意 ?

笑静人生如崴 ,煊一年我亻卩:人生的舞台又上演了一台甚

摩碥子的截 ?精彩嗝?遗是想重拍一次 ?「 香港金像奖

腹提稽」即将搴行 ,如果 「人生的舞台~也彀有樊填的

罱 Ⅱ我最渴婆的爽是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男/女配角 ?

最佳新人 ?最佳撙演 ?最佳膈劁 7可有 「天囡金像奖颁

奥樘」?我最渴望的是哪一填的奖 ?上帝籍我的又鲁是

甚瘿檬的奖嗄呢 ?

世界的大舞台也不愁寂寞 !一幕又一幕的大事件渎琨在

我亻F弓的眼前 :地震 `煤磺炎肄 `猪流感 、人吣炸弹 `波

蔺牢鞋⋯⋯等等的天炎人祸 ,幕幕俅目震心 ,令人忐

忑 ,全年好像没有耠我lPg喘息的榴舍 !主耶稣回来的日

子是否又近了一步 ?十涸童女都率侑好迎接新郎了嗝 ?

智慧耆常言道 :Γ 日光之下业缎新事 !凵 日月更替 `四

季鳟移 `人事燮逼`事奉交接⋯⋯一切都有定峙 ,按本

分而行1努力以赴 ,演好上帝耠我亻卩号的一埸崴 ,甚至拾

身去演 ,也是我lFs常鑫的本分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

角?是他、也是你和我 !

督印人 柒永生牧茚

校封 弘莳扭

锶辐辑

美衍

岑秀口  耙者 ≡浩欣 吕置恿

弥扭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