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禱會換「新衣」！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腓4:18上）

自有教會，就有祈禱會。甚至在未有教會的時候，就有祈
禱會。若我們以五旬節事件為教會誕生的日子(徒2)，那
麼使徒行傳1:12-14記述的就是預備成立教會的祈禱會，
在聚會中大家選出馬提亞代替猶大，並遵從主耶穌的吩
咐，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的降臨，直至2:1在他們的聚會
中實現。

我想沒有基督徒會說 (或敢說) 禱告的操練在信徒生活或
對教會生活不重要，但我們的「頭腦」與「心靈」在禱告
的操練中委實有點「隔岸觀火」之感，距離實在遙遠，很
多時都會有「心靈願意，肉體軟弱」的慨歎。個人的禱告
操練有待大家按著自己的獨特處境，在日常生活的節奏中
去摸索，如何去提升與主「隨時」聯繫得力的竅門。但教
會群體的禱告聚會，則有著鮮明的目標與時間編排，讓我
們可以預先規劃好作參與，集體「發功」，為教會求「能
力」及「平安」。

但為何一般信徒這麼難「啲」起心肝，在每月的第一，三
及五周的周三晚回到教會禱告？現在我們教會公禱會的
平均出席人數約二十人，其中八人是牧養同工，這與我們
平均主日崇拜的人數450人 (包括少年崇拜) 實在是不成比
例。我想以下幾個字可說明大部分信徒在周三晚選擇回家
或到別處跑而不是步向教會的原因：「攰」！「懶」！ 
「悶」！

「攰」：接連數天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或工作性質較緊張
的信徒，星期三晚放工後很自然就會「攰」。疲累之軀很
想回到家中「攤抖」，這是大家都理解的。但我相信無論
大家有多累，成年信徒也會定期回父母家中吃飯與家人相
交吧。教會也不是期待弟兄姊妹委身每次公禱會皆出席，
而是可以定下目標，每年最少出席一至兩次，當然我們更
歡迎大家會「超標」完成。雖然這多少帶有為完成責任而
出席公禱會的感覺，但這也情理中應有之義。當然最理想
的是參加公禱會本身就是叫人可解疲累，身心得舒展的一
個相聚；就像和家人和諧共處，那一頓「娘家飯」本身就
是一件賞心樂事。

「懶」：這與「攰」好像是很有關連，但也有情況是身不
疲，心卻累；而心累卻反過來叫人身疲，沒有動力作一些
對人對己有益的事情。一般香港人皆缺乏運動。一些比較
清閒的人也提不起勁去做運動，甚至連在家中每天定時作

15分鐘的柔軟體操也嫌麻煩。這是心靈的軟弱，也是意志
的失陷。我並不反對人要有悠閒的一面，更不贊成人的心
靈經常負重纍纍。主耶穌也勸勉人要放下重擔，改而背負
祂輕省的軛 (太11:28-30)。但我們要有智慧分辨「閒」與
「懶」兩者的不同，前者是天父的恩賜，後者卻是出於我
們的罪性，「懶惰」是教會傳統「七宗罪」之一，深入人
的心靈及骨髓。我們中國人也有一句話：「懶得就懶」。
當然我們教牧同工也得反省，「公禱會」的氛圍是在加添
參與者心靈的壓力，還是叫人心靈輕省？這也與下面第三
個字有關。

「悶」：悶有兩個層次。有一些是與個人性格有關的中性
處境，例如我不喜好音樂，若被迫每周都要去聽古典歌
劇，必定是活受罪，會變成生活的重擔。我們不應扭曲個
人特性為去滿足一些沒有意義的目標，像一些望子成龍的
「虎媽媽」強迫自己的孩子達成自己的理想一般。但另一
方面，現代人又可能會過分強調「自我感覺」。有電視廣
告鼓吹若孩子有偏食問題，家長不用煩惱如何糾正他們，
只需吃某些牌子的奶粉便可解決營養問題。但我們可以相
信這樣的廣告宣稱嗎？事情真是如此簡單？均衡飲食習慣
單單是營養問題，還是有更深層的意義？那麼以後若事情
不合孩子心意的話，是否便即拉倒了事？若我們覺得參加
公禱會很悶，是否也可拉倒了事？

其實我們的人生智慧都會告訴我們，通常最佳的答案都不
是落在兩極，而是在光譜中間的某一點。要解決回到教
會操練群體禱告遇到的「攰」、「懶」、「悶」問題，教
會與信徒雙方都要有所更新。本堂的公禱會今年穿上了 
「新衣」，於流程上作出改變：每次有一明確主題、精簡
信息分享時間、減少每次教會禱告事項的數目、回復會
眾溝通及彼此代禱的安排、留意上帝應允禱告的過程及感
恩…，所有這些改動都期盼信徒更能聚焦，減少累贅，避
免虛浮，大家切實禱告。當然這只是在形式上作出配合的
嘗試，靈裡是否能有長進，端在乎帶領者及參與者的心靈
是否在禱告操練的過程中與上主契合，這確是超越了人力
所能及的範疇。但我們相信主的應許：「人有願作的心，
就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無的。」(林
後8:12)，雖然保羅原本所談的是捐獻的事，但應用在禱
告的操練上，也無不可；若教會願作改變，信徒願作回
應，上帝豈會不願在禱告中與我們相會嗎？

下次，公禱會，期待你的出現，一同享受禱告。

朱永生牧師



福音行動 
16/12/2012

胡雅華

當天約有六十多人參加，接觸了四十多位新
朋友，當中有兩人決志信主，另外有7人願意
更多認識耶穌。

分享
劉顯誠

在那個陽光明媚溫暖的下午，約六十位福音
大使和敬拜隊員浩浩蕩蕩的從教會出發到東
大街─── 我們的鄰舍當中。參加的隊員
來自「五湖四海」，有迦南團契的長者、有
成熟穩重的專業人士、有可愛活潑的青少年
人、更有帶著孩子的媽媽，也有些是剛剛受
洗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為主作工，有不少
人還是第一次參加呢！

隨著「獻上自己為祭」的歌聲在背後慢慢響
起，牧師傳道人逐一為每位出隊的隊員掛上
寫著「福音大使」的名牌，送上從神而來的
祝福，這次福音行動的差遣禮就完成了。每
位隊員都知道，幾分鐘後，他們就要效法主
耶穌基督進入人群當中，宣講神愛的福音；
這可算是一場硬仗，當然不容易！不過我們
仍然因為得到耶穌基督愛的激勵，心裡火
熱，願意走出去；就算不時遭到拒絕，但福
音的種子卻也給傳播開去了。

在公園裡，敬拜隊很用心唱出福音詩歌，遇
上有些路人駐足欣賞的時候，福音大使便把
握機會向他們送上福音單張，分享見證，向
他們送上從神而來的慰問和關心。

就是這樣，這一群神大能的子民勇敢地為神
重建東大街「倒塌的帳幕」，堵住了其中的
「破口」！下一次，你願意和我們一同出隊
去為基督重修毀壞的祭壇，釋放被擄的靈魂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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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雅華

分享
劉顯誠

聖誕節午間聚餐剪影
小記者

聖誕崇拜後，有午間的聚餐活動。當天的食物，由Omega各
組弟兄姊妹負責安排及準備；他們殷勤的服侍，令一眾的會友
感到窩心，在此再說一次：謝謝！弟兄姊妹們享受午餐之餘，
亦不忘與好友交交通、拍拍照。大家可找到自己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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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周年晚宴
濟濟一堂共慶主恩            
小記者

去年聖誕節，除了崇拜後的午間聚餐，還有慶祝教會150周
年的晚宴，肚皮有點兒辛苦了！當晚新知舊雨濟濟一堂，一
同見證上帝在筲箕灣崇真堂的恩典，誠然是賞心樂事，也是
美事！另外有「數主恩‧作對聯」的環節，弟兄姊妹異常投
入，絞盡腦汁；大家在再思主恩之餘，原來亦想名列前茅！
在這裡大家可一睹當中傑出之作，同時也欣賞、佩服得獎者
的中文功力。相信參與者都懷著洋洋暖意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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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我們的鄰舍
胡雅華

1月27日「筲箕灣：我們的鄰舍 - 關懷筲箕灣貧窮體驗
活動」，邀得新福事工協會的同工和義工來協助。 約
60人參加，有一家人的、有年輕的...  感恩上帝賜我們
合適的天氣，更讚賞參加者均十分順服，願意徒手執
垃圾、躺在街上都照做。

當我們實踐耶穌愛鄰舍的教導，第一步是出去關心鄰
舍，先嘗試去體會和明白，邀請大家一起去!

小記
兒時我居住在灣仔，梯間經常被露宿者(或吸毒者)長
期佔用，上落時總要側身而過；當年自己也曾在街上
撿拾木板回家以作燒柴之用。今次參加教會(新福協
辦)的體驗基層生活活動，包括睡在路旁，撿拾紙皮和
從垃圾箱找物資，我是抱着重温兒時生活點滴的心情
參加，亦可響應教會服侍社區的初探。

按組長指引，在行人隧道外的路旁鋪上舊報紙，無枕
無被睡在地上，雖穿着羽絨背心，仍感涼意，唯有用
餘下報紙蓋在身上保暖。無所事事我便放眼四望，向
上望只見到灰灰的高架橋底，側望則見到污漬斑斑的
路肩，毫不悅目；唯有閉目養神，聽着風聲，人聲和
車聲，等待著結束的時間。

當時心中自問，若自己真是一位無業的露宿者，我這
刻的感受會是怎麼樣？我想我會繼續睡下去，不理會
令人噁心的污漬和奇異的目光，更不想聽到自己成為
家長教訓孩童的負面教材，以免增加自卑，我會讓報
紙蓋著我僅餘的自尊。在半睡半醒的混沌中，我聽到
組長呼喊說：「時間到了，大家起身去撿拾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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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顯曜於去年四月到南寧短宣，認識雲彩中心與
及一群辛苦照顧殘障兒女或孫兒的家長，為我們能
夠一起事奉而感恩。

感恩可以參加紅色門徒，多謝一共11位組員有美
好的分享，為大家努力讀經的心感恩！

感謝神在過去一年讓我深深地經歷祂，讓我當中有
成長，困難中有歡笑﹗

記得2012年1月時跟隨著丈夫到北京，整個生活是
180度轉變，半年後仍未完全適應，但是神是聽禱
告和施恩的，讓我在北京有更多時間認識祂，參加
婦女祈禱組和聖經查考班，讓我經歷更多！更感謝
神在今年賜下一個小生命給我們一家，願神繼續使
用我們一家，祝福我們的前路！

惠琼

Jennifer

黃美蘭分享
這次和兩個孩子參與「關懷筲箕灣貧窮體驗活動」的
確很有意義。首先，我們吃平價麵包，例如白方包，
孩子平常甚少吃的，這次都吃得津津有味。其後，新
福事工協會的同工在活動前詳細地介紹活動的目的及
意義，讓我們明白活動的具體意義。我們在街上「露
宿」、拾紙皮及在垃圾箱內找尋有用的東西。這些都
是特別的體驗。

生活在物質豐裕的家庭，孩子需要了解，要知道社會
上還有許多貧窮階層的需要，從而學會知足、珍惜和
感恩。

對兩個孩子來說，最深刻的體會是將一袋方包送了給
一位伯伯，那位伯伯看來很肚餓，他馬上把麵包吃
掉。而伸手到垃圾箱找有用或值錢的東西也並非容易
的事，千辛萬苦可能只找到一個汽水罐！

這次只是起步，我希望孩子有更多體會，真正進入有
需要的羣體，去關懷他們。

姊妹分享
Celebration
Shirley YU

根據劍橋英語詞典， Celebration 意指慶祝、歌頌
和讚美，我們都能夠將這些元素應用在靈修的生活
中。

其實我們不用等到某個時間和日子才慶祝，我們每
天都可為被揀選、得救而去慶祝。為每一天的生
命都能更新而去慶祝，正如聖經所說：「若有人
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歌頌神的創
造，為我們所準備的所有。耶和華是一位充滿愛和
寬恕的主，我們可以多向身邊的人述說主的說話和
事蹟。

讚美神給我一個新生命，我覺得多說讚美神的事可
以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感恩的習慣。我習慣在每天放
工的時候讚美神，久而久之，我發覺每天可以感恩
的事多的是。為此讚美主！

親愛的主：
感恩的事情有很多，包括：
1. 能夠有幸認識主、決志及在2012年洗禮，當中經
歷了很多很多，也深知道有很多人為我代禱，為此
感謝  神的恩典。

2. 被神使用作為Alpha Course的Helper，很感到  
神當中的心意，感動的，得著比付出多很多。

3. 參加「勵敬女童院事奉」，學習到代入他人的角
度看事情，感受神的愛。

愛祢的女兒
淑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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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福音，一位神！
呂玉如

每次乘車到灣仔，在告士打道下車，都會經過一座外
觀有別於一般商業大廈的建築物，一座教堂，門外有
一塊牌匾：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我很稀奇，它是
否正統基督教的教會呢？

經過一番小小的資料搜集！僅與弟兄姊妹分享，如有
錯漏，懇請糾正並指教。
它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名稱 － 摩門教（即摩爾門教）
，原稱為基督的教會，後來於1838年4月26日改為耶
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現翻譯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
會。
　　
摩爾門教（英語：Mormonism，舊譯摩門教）一詞
是廣義地描述在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相近的
幾個後期聖徒運動（舊譯末世聖徒運動）的數個信仰
宗派。摩爾門教徒們相信《摩爾門經》是由美國人小
斯密約瑟在1829年翻譯自一組金頁片，他們認為該頁
片是由美洲大陸住民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420年間
所寫的神聖記錄。1830年斯密約瑟出版了《摩爾門
經》並宣稱復興了「基督教會」，而信徒們彼此互稱
自己是「後期聖徒」。在教會外面，教會會友被稱為
「摩爾門教徒」，因為他們除了相信斯密約瑟重譯的 
《聖經》以外，也相信《摩爾門經》，還有《教義和
聖約》，《無價珍珠》等典籍。

摩門教(Mormon)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基督教異端，算
是一個包羅萬有的宗教「萬花筒」。如今是以「耶
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etter-Day Saints)之名稱出現在世界各地。就信仰而
言，它借用了基督教的術語，就教制而言，它集各家
之大成，有主教，也有教長；有使徒，也有先知；有
會長，也有長老...總之應有盡有。雖然，摩門教有一
些基督教的成分，但事實上，它不能算是基督教。他
們宣稱相信聖經，實質他們不是信一位上帝，而是信
三位上帝。不是信一神，而是信多神，我們基督徒應
該知道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有很多人都會被其美麗外觀的殿堂吸引而進去觀摩一
番。一般人都會很欣賞他們獻身事奉的精神，包括我
們基督徒，尤其他們對經卷知識的追求，服侍別人的
熱忱；他們不抽煙，不喝酒，重視家庭生活，對這
些，我們心裏說「好」；有時我們感覺自愧不如，與
弟兄姊妹分享時每每淚流披面。但是這個時候，我們
不是談生活，而是談信仰，所以我們需要根據聖經，
在對與錯之間來思考一番。

加拉太書1:6-9「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
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
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
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

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
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
同，他就應當被咒詛。」這是保羅清楚的教導，我們
只有一個福音，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為我們被釘在
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們只有一位神，以賽亞書
43:10「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沒有。」我
們只有熟讀聖經，使我們的信仰有根有基，才不會被
一些似是而非的異端邪說所迷惑。

詩篇1:1「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
褻慢人的座位」，罪通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一
節的從，是跟隨著行走，繼而站立在其中，然後是坐
下；一不留神，我們便會被這個世界所同化，最終與
它們一起被定罪。我們必須要浸淫在神的話語當中，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祂將指引我們的人生方向，使我們不致遍離祂的道
路。我們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要有根，必須飲
於屬靈泉源，是神的活水，才能按時候結果。我們要
按著神賜給各人的恩賜，享受神所賜的福份，並且要
成為別人的祝福，帶領更多人來接受主耶穌的真光，
讓凡相信祂的人得著這份救恩。願共勉之！亞們！

神的使女，呂玉如
(資料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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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精兵 海外會友分享 
Catherine LUI 李曼婷

改變自己，作主精兵，由「靈」開始。

我是一個容易感觸的人，常因事情及別人的
行為影響情緒。過去幾個月，參加了教會一
個主日學課程(與情緒共舞)和一個解夢小組(
以一年為限，每月一次固定開組，由一位對
解夢有研究的姊妹和幾個想學解夢的姊妹組
成)。

與情緒共舞 *
在課堂中的情緒海報「喜怒哀懼」，「喜」
在我以前的生活經歷中很少出現，營營役役
生活，生命的意思只有返工、收工及休息。
從課堂中明白人的行為及性格，往往是因過
去的經歷所影響。我學懂了解自己，從而去
作出改變，重整自己，首要是建立一個好的
靈命，使基督的靈在我的生命裡時刻提點，
不再被情緒牽著走。

解夢 #
以前害怕發夢，無論是好夢或惡夢，民間流
言說：「發夢和現實是相反，當發好夢時
可能有壞事發生；發惡夢時可能有幸運降
臨。」現在認識了發夢，可以從基督教信
仰去解，心靈不再害怕，不用胡亂猜度。我
相信發夢是上帝給自己的啟示，可以看到上
帝的帶領。感恩上帝令有血氣的生物都可以
發夢，我的狗狗也會發夢，牠們日間玩得開
心，晚間睡覺在夢中發出可愛的叫聲。

【備註：課堂導師參考書籍： 
*情緒有益 (李兆康‧區祥江) ；  
#夢與生命的轉化 (譚沛泉博士)】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我已經在加拿
大有七年的時間。這是我第一次在崇暉分
享，希望藉此讓大家了解一下我這七年來的
生活。

我在加拿大經歷過很多高低起跌；申請大
學，選擇專業，大學畢業，迷茫找工作，去
與留……。每一個都是重要的決定，有時候
會覺得孤單、無助，好像所有事情都要自己
承擔。幸好有媽媽常在電話中提醒只有靠著
神，凡事都能作。她每天的提醒，讓我明白
到我這七年來的生活都是恩典，神的看顧。
亦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為我代禱，仍愛護在
外國的我們。

我從每天想念香港，到現在已經很習慣在這
裡的生活，這裡就好像我另外一個家。奇
怪的是，有些時候香港就好像一個陌生的地
方，每次回去都會懷著興奮的心情，要一定
的時間才能調整心情。但是每次都很期待與
大家見面，有更多相處的時間。特別是和我
一同成長的你們，希望我們的友誼不會中
斷，即使相隔很遠。

短期內我都會在加拿大工作，希望大家會繼
續為我祈禱，讓我有更清晰的道路，讓我倚
靠神更多。

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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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一代宗師》                     
羅釨旗

已看了《一代宗師》幾個星期，但至今仍然不斷
看到有關的評論，此劇確實帶來不少的迴響。導
演在劇中刻意營造的一些對白，讓人不斷反思與
推敲當中想表達的「點一盞燈」(原意是希望把東
西傳下去)；讓我迴響的不是劇中的情節或對白，
而是對信仰的反思意義，當然也令我「念念不
忘，必有迴響」。故此，我也談《一代宗師》，
但是會從「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方法，
從基督教信仰讀入。

誰是真正的「一代宗師」？ 評論中不斷有人在發
問，是葉問？ 還是宮二呢？ 從武功的境界，可能
是宮二；從武功的發揚光大，應該是葉問；從信
仰的角度看，不論是境界或是承傳，真正的宗師
當然是我們「創始成終」的主耶穌。當梁朝偉在
片頭宣示功夫只有兩個字：「一個橫，一個直」
，就讓我想起「十字架」。劇中原意是指「只有
站著(最後勝出)才有資格說話」；

經過了人生的歷劫滄桑，到最後，對葉問來說，
「一橫，一直」彷彿正表達一個人，倒下了再起
身的勵勉。一橫一直的十字架代表着信仰的兩個
向度：橫向是指我與別人的關係；直向是指我與
神的關係。兩樣都重要，也是互動的，我與神的
關係建立得好，就能與別人建立好的關係；反過
來，與別人的關係不好，正反映着我與神的關
係。而信仰的基本功夫是要有好的禱告、讀經與
靈修的「直向」操練；和聚會、見證和傳福音的
「橫向」實踐。十字架顯示出神對人犧牲的愛。
因着這份愛，人願意順服神。這是信徒成長的基
本功與心法。

劇中帶出「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
天地，見眾生。」在我看來，靈修之人也是一
樣。第一「見自己」：信仰的起始是見到自己的
罪與不足，從而體會到需要神的拯救；愈進入自
己的內心世界，愈能體會人性的軟弱與醜惡，更
感神的恩典浩大。第二「見天地」：從大自然的
默想中，看到神的創造與大能；從人生的際遇與
境況變化中，看到神的掌權與帶領。第三「見眾
生」：從宣教、傳福音、以至關懷身邊有需要人
的體驗中，見證生命帶來的改變與行動，看到神
福音的大能。「見自己」是起步，也是持續不斷
的基本功，也是最難的靈修操練，去面對自己的
本相。人是從「自我」去觀照世界，自我觀也反
映了人與人的關係，也反映了對神的觀念。從生
活際遇所產生的內心觸動，觸摸到神在我生命的
帶領；從發現自己的內心世界，更能發現神的屬
性與恩典。可以這樣說：「靈修是從認識自己，
去認識神。」

葉問稱得上宗師，是因為有一個徒弟叫李小龍，
將詠春拳發揚光大。而主耶穌已超越了所謂的「
宗師」，祂的門徒與跟隨者，歷世歷代對個人、
對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直到現在仍然帶領
及改變着我們每個人的心靈。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傳1：4)

(電影海報來源: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7564/2

013/01/14/1326s39902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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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孤星淚」的觀後感                     
呂學明

    年青的時候有機會在英國觀賞「孤星淚」
的舞臺劇，覺得很有新鮮感。因此，今年
聖誕節先睹為快，去看看電影版有什麼不
同之處，看後覺得十分感動。

   這部電影是改編自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的小說《悲慘世界》，原
名是《Les Miserables》《悲慘的人們》，
以幾個人物的遭遇來反映當時的社會不公
義及貧窮階級的悲慘遭遇。故事的主角名
叫冉阿讓，他曾是監獄中的囚徒，假釋出
獄後卻棄保潛逃，最後改名換姓，當上了
法國某鎮的鎮長。冉阿讓答應照顧芳汀的
私生女兒珂賽特，同時他也必須逃避警探
賈維爾的追捕，最後被捲入了法國巴黎共
和黨人的革命事件。

   這部電影獲得很高的評價，有十分感人的
故事和動聽的歌曲。但是，以信仰的角度
來觀看這電影時，有兩點是值得我們去思
考的。

   第一，電影中的主角冉阿讓因饑餓為自己
和別人去偷麵包，很容易被解說為個人的
犯罪，是應該受罰和罪有應得的，是否被
判得太重則作別論。但從另一角度來看，
他的行為是被迫的,是在絕境和無可奈何之
下，人性被扭曲而去犯罪的。從解放神學
的角度求看，這是結構性的罪 (Structural 
Sin)，意謂「罪」並不只是隱藏在每個人
裡面，也在機構和制度之中；它影響著在
其中的每個人，而且並不是我們各人做好
本份就能夠把它解決或消滅的。如片中的
主角，他偷麵包並不是因為貪心，而是因
為饑餓所致；這樣的慘況，是因為在一個
極不公義的社會中，貧窮人被極度剝削及
壓迫，走頭無路所導致。因此，「罪」並
不是只牽涉個人的層面，而是關乎整個人
類，也關乎於社會及機構的制度。

   第二，那位疾惡如仇的警員沙威，是法
律的化身，他一生以維護法治為己任，亦
以大公無私為傲。他鍥而不捨地追捕逃犯-
冉阿讓，就算知道別人捨己為人的精神，
也不接受人是可以改邪歸正的。當他被冉
阿讓救回性命而不求任何回報時，個人一
向引以為傲的價值觀就產生混亂而導致崩
潰，最後只好走上自我毀滅之路。相反，
主教的救濟及包容就改變了冉阿讓的人生
觀，令他的思想改變而重新做人，去幫助

窮人，伸張正義。這裡令我想起耶穌的愛
與包容如何蓋過律法的界限，把我們(罪人)
從律法的枷鎖中釋放出來。這並不是說我
們可以任意妄為，而是表明律法的限制以
及愛是如何完成律法的不足，如聖經說：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
內了。」(加5:14)

   總的來說，這套電影提醒我們作為基督
徒，不要像那個警員一樣自以為義，以為
自己已經抓住真理，把其他可能性排除開
去。此外令我們看到，生活在一個沒有公
義的社會下，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貧窮
人是如何被迫害的；而法律不能改變人
性，相反，只有包容和寬恕才能夠改變人
心，超越律法的極限；人的悔改是可以獲
得上帝接納，正如冉阿讓的結局，死後被
引向光明大道。

呂學明
２０１３年１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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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www.hk jc.org.cn/big5/about/act iv -
ity_club_full.asp?in_fi le=/big5/news/2013-01/
news_2013012902027.html)

探本溯源
江昆然

我想向大家介紹以下的一個展覽：

名    稱： 
探本溯源 — 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

地    點： 
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

展覽日期： 
2013.01.30 – 2013.05.13

入 場 費： 
HK$10.00

美索不達米亞一詞指「在（兩條）河流之間」，
即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流經的地域，這個
名稱其後有更廣泛的意思，涵蓋兩條河流相鄰的
地方，即現今的伊拉克、敍利亞的東北、以及土
耳其東南一帶的平原。美索不達米亞早在公元前
六千五百年已有人聚居，以耕作和飼養牲畜為
主；到了公元前三千年，大城市湧現，複雜的社
會、經濟和宗教組織相繼建立；在隨後的二千五
百年間，多種文化 興盛發展，包括來自蘇美爾
人、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文化，它們對美索不達
米亞文明的貢獻無與倫比，其影響更遠達中東及
更遠的地方。

以往學習但以理書的時候，讀到「主將猶大王約
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巴比倫王尼
布甲尼撒）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
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這給我很
深的印象。現在有機會了解尼布甲尼撒時代的文
明，真叫我雀躍不已。

這次展覽由康樂文化事務署與大英博物館托管會
聯合主辦，展出大英博物館美索不達米亞藏品中
最重要的170件（套）珍貴文物。這些展品剛於澳
洲完成展覽，香港是這次巡迴展亞洲區唯一展覽
場地，之後就會轉到加拿大多倫多繼續展覽。若
錯過了這次香港的展期，便要往地球的另一面才
能一開眼界了。

香港筲箕灣崇真堂出版
督印人：朱永生牧師

編輯委員：岑秀蘭 張詩敏 葉浩欣 梁淑嫻 楊詩詠 朱銘恩 吳奇恩

據有關機構資料，美索不達米亞長久以來被稱為
人類文明搖籃，許多現代重要發展皆植根於美索
不達米亞，例如文字、行政體系、城市、天文
學、藝術、文學，以至學術及科學發現，對現今
生活影響深遠，故此這次展覽極具參觀價值。

請容我建議大家善用場館安排的導賞服務（每次
介紹時間約一小時），導賞員會把個別的展品背
景資料和使用功能作深入淺出的介紹，並將它們
對當時文明所作的貢獻清楚解釋，讓我們可以在
腦海浮現一幅站在更高的視域所能看到的時代圖
畫。在我而言，導賞服務較我們獨自觀賞展品更
能帶出展覽的良好效果。

我已參觀了這個展覽，它讓我對聖經有更多了
解。盼望弟兄姊妹參觀後會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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