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這個詞即時叫我想起的，就是天主教前兩任教宗的對比。約望保祿二世58歲被選任
教宗，當年是歷任教宗中少見的運動健兒，常在梵帝崗花園內緩步跑，而且舉重、游泳、行山，樣
樣皆能，活力充沛。他在任超過25年，後期健康轉壞，患癌及柏金遜症，當時大家議論紛紛他應否
退休，但他仍堅持應要事奉在位至死。他的繼任人本篤十六世當選時已經78歲，健康情況不明朗，
大家都猜測他在位不長，但他卻穩定在位近8年。去年2月，在大家都意料不到的情況下，本篤十六
世突然因年邁而宣佈退休。在此之前，近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中，只有5位教宗是在任內主動退下的，
並且都是因政治因素而非年齡及健康問題，對上一次已是六百年前(1415)的事了。本篤十六世宣布
退下時，表示會繼續以「禱告」服事教會。面對要放下位分的抉擇，這兩位教宗的心境如何？是感
到焦慮，恐懼，還是平和，釋放？

	 教宗沒有退休年齡，現在大部分國家的領導人也沒有年領限制。民主國家中只要你有選民的
支持，那怕已經是七老八十？孟德拉當選南非總統時便已年屆75歲。反而據聞進入21世紀，中國推
行幹部年輕化，高層領導人的年齡劃界為70歲，問題只是當權者退下時是真的退休還是假意的退休	
——	雖無實職，卻仍在「垂簾聽政」，故在內地有「裸退」(完全退下)一詞出現，表達了平民百姓
心底裡對當權者真正退休的期待。其實退休制度是現代複雜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的考慮因素下衍生的
一個民生系統，跟據一些數據分析，美國19世紀末65歲以上的男性約有75%仍在工作，沒有工作者
多是因健康條件而不能再繼續工作；當時因無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不少家庭是處於「手停口停」的
處境。今天先進的國家富裕了，社會保障相對提高，才有條件談制度化的退休安排。

	 一般來說，與「退休」相關連的實際情況是「變老」。人的年歲漸長，身心狀態難免走下
坡，若只從企業功利角度思考，退休者的價值似乎不再，難怪不少退休者會變得憂慮焦躁，自覺無
用，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扭曲了的價值觀所引發的後果。我最近在讀一本由一位德國修士古倫神父
寫的書《擁抱老年心生活》，其中他提及修院中一位修士形容年老的圖像是一根葡萄樹枝，秋天懸
掛在樹枝上的葡萄不再繼續成長，它們只要接受日照，逐漸成熟，直到被採摘來釀酒，成為別人的
喜樂泉源。老年人也不必再追求績效來獲取別人的肯定與認同，他們並非是多餘的，內裡還有驅動
力，如果能將他們的內在生命呈現出來的話，也會結出累累果實。另一種圖像就是「躺椅」，老年
人可以坐在其上觀察人生百態及靜觀自己的內心。有路過的人與他攀談，他們會專心聆聽；同時也
會說說感動其內心的事物，又會分享自己過去的生命經歷。他們讓其他人擔任演員，自己並不妄加
干預，而是在別人需要諮詢時，提供自己的意見(書頁20-22)。

	 作家陶傑在一篇文章［空談老有所養的涼薄社會］內寫道：「人老了，從來不必是負擔；老
不是問題，問題是人的質素。」他認為不只是老年人自身的質素，而是整體社會及管治者的生命質
素。今天我們一想到再過25年，香港長者人口達到249萬，是全港人口的28%，他們很容易被視為
社會一個沉重的負擔，甚至會對他們產生排斥的心態。古倫神父提醒我們：老人在過去的社會中是
很受重視的，他們是整個民族的財產。他引述摩西曾在以色列人中朗誦一首傳達上帝旨意的詩歌，
他把眼光移到老年人身上：「你當追想上古之日，思念歷代之年；問你的父親，他必指示你；問你
的長者，他必告訴你。」(申命記32:7)	若我們能看到「變老的過程」是上主給與我們的(生命)藝術
課，為要成就我們心靈的深邃，那麼「退休」就不會淪為「退憂」，我們便可以用智慧來擁抱這一
段歲月的礪煉！

崇暉
「退休」、「退憂」 朱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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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專輯 - 退休面面觀

訪問及撰稿： 張詩敏

我是一位老師，從二十二歲開始工作，做到六十歲正式
退休。曾參加師範學院「在職教師培訓課程」，最初在
一間天主教小學任教，後來轉到筲箕灣崇真幼兒園任
教；記憶中好像曾教過跳舞，例如日本舞及菲律賓舞。
雖然在一九九一年正式退休，但也沒有完全離開教學的
工作崗位，在筲箕灣崇真小學擔任代課老師至六十八
歳。至於教會事奉方面，退休後就沒有再做主日學老師
了；其他事奉崗位就有繼續，例如教會執事、擔任婦女
部部長及參加迦南詩班。我又自學鋼琴，每星期除了到
社區中心練琴之外，也到迦南詩班練詩，偶爾也會安息
禮拜獻詩.......。

我非常享受退休後的生活，但現在卻感到越來越不夠力
氣，健康也開始出現毛病，上年六月曾試過心肌閉塞，
差點還以為是天父召我回天家的時候了！總的來說，我
從來都沒有為地上生命的長短而有過擔心，因為我確信
在天家，上帝早已為我預備了永恆的生命！

我是公務員，是一級督察，在一九八一
年五十五歲退休。請不要誤會我是前線
的警務人員，其實我的職務是處理有關
電器工程方面的事務，例如：發電機、
電動摩打、交通部的紅綠燈也是我的工
作範圍。當時政府的退休年齡是五十五
歲，在我退休時，小女兒還在求學的階
段，因此我得另找一份工作，以應付家
庭的開支；後來在英文報章上得知在太
平洋島國—那魯共和國有一份當電器管
工的工作，於是便立刻申請而且獲得接
納。在該兩年的工作中，我可以很快成
功為女兒申請到澳洲讀書，較在港申請
還要快！兩年合約滿了後，就立即回
港，同時間也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就是
作職業訓練的電器導師……，數算下
來，直到目前為止，我仍是納稅人呢！(
領取政府的長俸)

鮑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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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玲     退休生活

「…………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使17:27-28)。

雖然很多人都會覺得退休生活很納悶，以前習慣忙碌工作，突然停下來，就會變得有點迷茫，一整
天該如何打發？猶記得有些舊同事希望馬上周遊列國、到處逛逛、有些會計劃參加社區中心的活
動、有些會努力鍛鍊自己的身體、天天不停游泳、行山、做運動等，每個人總有自己的方式去消磨
剩餘的下半生，林林總總的，雖有不同，「不停活動」卻隱約成為了潛規則。

幸好自己很早已決定了提早退休，目的是要完成神學的課程，然後希望專注服侍弟兄姊妹，這是我
一直以來的夢想。由於隨著外子在國內工作的關係，有兩年多的時間要到內地居住，未能配合入讀
神學院的時間，反而享受了一連串的退休活動！其後在神的帶領下，我終於進入了神學院，開始這
神學之旅；修讀的是四年全時間的神學學士課程，畢業後若受聘的話，我將會是一位「超齡」的傳
道人。

時光飛逝，我現在已是二年班的學生，暑假後便踏入第三年了！回想過往兩年讀書的年日，不斷地
上課、思考、反省、做功課、「趕死線」。想不到，在學習過程中，竟然出現了一堆堆衝擊著信仰
而且是自己從未想過的問題，於是就努力嘗試找方法去想、去分析，去解決問題。信主多年，自以
為對聖經的認識很多很深，誰不知原來所知的實在很有限！當要寫一篇釋經文章時，才知道對聖
經所認知是何等膚淺；當要寫一章論文的時候，更覺言不成理！若不是神的恩典，相信我早已放
棄了！不過這讓我更明白到「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詩16
：6)

我覺得一般女孩子對歷史可能不感興趣，我自己也一樣；可是現在甚麼教會歷史或中國教會史都是
必修科，一切的神學教義上的問題也要有所認知，而且要一一強記下來。要完成閱讀的書籍實在多
不勝數，多多的時間都不夠用，流連於圖書館就是我的「消遣」！可能學識根底乃問題所在，故此
做功課較其他人要花上更多的時間，才能在「死線」前完成，幸好還不至於欠交功課，或要申請延
期。所以這兩年以來，自己好像「六親不認」，一切朋友的約會、旅行、玩樂等都拒諸門外！希望
可以好好學習。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軟弱的我面前，更顯出神的完全。

在這條漫長的學習之旅，若沒有家人的
支持，絕不能這麼容易的經過並繼續前
行。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家務之煩瑣事
就令人應接不暇。簡單如一日三餐的安
排、打掃的責任，他們也得要互相分
擔，也要各自處理一般的起居生活。若
不是他們的包容與忍耐，我會變成了一
個令人疚病、不稱職的家庭主婦及不稱
職的母親了！假若我讀得不理想，還會
成為一個不稱職的學生。

期望在以後的日子，我可以成為一個稱
職的好母親、一個稱職的好妻子、一個
稱職的好學生、一個稱職的好傳道人！

主題專輯 - 退休面面觀



鄧惠怡     我享受的退休生活

不經不覺，我從忙碌的學校工作退下來，已有兩年多。記得有些朋友和主內肢體曾關心地問及為何
要提早退休，因為這年頭人人都希望有自己喜愛又穩定的工作；他們又提醒我要好好計劃，以免呆
在家裡，與社會脫節；又或活動多多較之前的工作生活來得更忙碌，而變得難以適應。哈哈！真感
謝他們的愛心提醒和種種建議，使我這個「準長者」不致在人生下半場容易迷了路。

執筆之際，時近歲晚，回望這兩年多，當我數算上主的豐富恩典，真的叫我驚訝歡呼！願在這裡分
享點滴。

感謝天父提醒我，有計劃地為提早退休作好準備，在適當時候交捧，使學校的工作能平穩過度，安
心退下來！

感謝天父讓我藉著整理學校文件和事務，重溫衪奇妙的作為、憐憫、豐盛的愛和恩典，並鼓勵我繼
續前行！

感謝天父給我機會，在最後一次畢業典禮中，見證及分享衪與我同行的恩典，把榮耀歸給衪！

感謝天父的保守和看顧，在退休的第一天，母親因受不知名的病毒感染而需進出醫院多次，期間我
能陪伴在旁，分擔探望及照顧她的工作。一位姊妹的關心竟然讓我們偶然發現她已患中期認知障礙
症(腦退化症)，只是我們一眾姊弟忙碌，忽略母親的健康及情緒的變化。這段時間是天父刻意的安
排！

感謝天父的智慧和憐憫，母親的記憶衰退，使她
逐漸忘記積壓心裡多年的苦毒，甚至放下她的偶
像，聆聽冼牧師講解福音。最後她願意接受上帝
的救恩並接受洗禮。母親信主，蒙上帝拯救，是
一個神蹟，出自衪諸般的憐憫。洗禮的一刻，我
以為自己在發夢，太奇妙！這是退休半年後，天
父給我的珍貴禮物，鼓勵我繼續努力向未信的家
人和朋友傳福音，還福音的債！

感謝天父的耐心教導，使我沈睡的心靈再次甦醒
過來，得著衪的更新。透過參加姊妹祈禱組及系
統聖經課程，上帝帶領我檢視自己的生命，為自
己的罪求赦免，學習用信心倚靠聖靈的引導，每
天以禱告和讀主的話來親近天父，明白衪的心
意，好好地生活！天父更為我預備教會內外的服
侍機會，使我能實踐衪的教導。我踏入人生下半
場，仍能經歷衪保守、懷抱和拯救，感謝衪的恩
情！

有機會退休，身體仍然健康能活動，可以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實在是上主的賜福。天父給我
還有健康的年日，與家人共聚，以禱告守望他
們，讓我仍可關心及愛親朋鄰舍。在地上，生命
只得一次，十分有限，所以好好活著，便是我最
大的喜樂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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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卿     退休生活多忙碌

陳艷芬     退休面面觀

去年九月，我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崗位退下來，提
早退休。剛巧家傭合約期滿，順理成章，我接任了
「清潔大隊長」及「一家之煮」的職務。

原本以為這些工作並無難度，可以輕鬆應付。誰知
原來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每天六時多起床，煮
早餐，接著是一連串的清潔工作：洗衣服、吸塵、
打掃、抺地……，然後到超市購物，回來忙著煮午
餐，下午煲湯，六時準備晚餐，直至九時才算告一
段落。但這只是恒常工作，還不包括抺窗、清潔抽
氣扇……等等。九月至今，只是幾個月的時間，但
我已覺得很漫長、很疲乏了！不過，看見家人欣賞
我煮的餸菜，胃口大開，我已滿心歡喜。這是我退
休生活的唯一收穫。

我期望的退休生活是休閑而寫意的，並非整天忙個
不停，看來我要重整生活，調節節奏。

要用文字表述處境，對我來說確實有困難，但經過編輯組
不斷催促下唯有匆匆送上簡報。

自60年代尾離開校園，因家境貧困及成績不理想，便投
身社會工作。憑着小聰明，待人態度認真，不怕吃虧的性
格，加上記憶力強，在短短兩年已從藍領轉到中環做白領
儷人，一直在同一機構服務長達40年，由小規模進展成一
所本地主版上市公司，喜悅之情不斷浮現在腦海裡，沖也
沖不走。

事業與家庭帶來的歡樂充滿了生命中每一個角落，為人樂
觀的我，縱使間中有不快事件發生也能從容面對。「有子
萬事足」是潮語嗎？哈！你有多少？金子、銀子、夫子、
妻子、兒子…我想最重要的主子，祂常透過留下的話語和
信徒間的生活見證，去激勵安慰及教導所愛的人。

法定退休日子來臨後，工作仍停不了，雖然在業務崗位上
退下，礙於多年受培育之情，承諾在允許時段內繼續協
助。除此以外，2013至2014年間參加了教會內外的多項活
動、課程及訓練等等，盼望能在其中得着指引，選定向前
行的路徑，不致走錯寃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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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愛蘭     退休感言

430，四月三十日生日過後，我便要退休了。很難接受，我心境仍然年青，行動也伶俐，怎麼退
休........

真難以想像，一下子便工作了四十年。還記得一九七四年二月的一天早上，我帶著簡單行李和棉被
去聯合醫院那打素護士學校報到，開始護士生涯。三年護士學習，再一年產科訓練，畢業後在聯合
醫院工作，又參與護士團契服事，這是我護士生涯中最享受的日子。九一年離開聯合醫院後分別在
不同醫院處理護理行政工作，加上專業進修，非常忙碌。2003年起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上班，處
理新界東聯網的質素與風險管理、醫療事故等事宜，又是非常挑戰和繁重的工作，不經不覺已十年
了，卻已是接近退休的日子。日子愈近，愈是捨不得，捨不得離開崗位，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捨不
得我的同儕下屬，太多事情還要一起去闖.....！多年來的工作，令我獲獎無數，自覺也建樹良多，無
奈日子來到，便要放下，離開我的辦公室，沒有了崗位的身份，頓然有些惆悵！

在荒漠甘泉讀到下列的分享：	「在音樂譜中有一種符號，叫做休止符。當音樂奏到休止符時，聲音
完全停止；這常是音樂最精彩之處。我們的一生，也如音樂一般時時有休止符。音樂家如何對付這
休止符呢？他照常擊拍，在休止符之後，重奏音樂，一若中間並無甚麼間斷。神編給我們一生的音
樂，並非沒有計劃的。我們只管按譜奏樂，不必怕遇見休止符，它們是不能刪去的，因為一刪去就
會破壞音樂的精彩處。如果我們仰望我們音樂的導師—神—祂自己正在為我們擊拍，我們的本分只
是按照祂的指揮奏樂；奏到休止符的時候，雖然音樂停止了，可是請記得：這是音樂的精彩處！過
了休止符之後，樂音就要從新奏起。」

退休是人生的一個休止符，無論怎麼不捨也得在
工作崗位上退下來、靜止，靜待音樂再起。我是
工作型和性急的人，過去的四十年總是忙忙碌碌
的生活工作，且沒有停止事奉。未來的十年或二
十年如何過日子？心裏常常發問音樂如何再起？
在那裡重奏樂章？繼續工作嗎？讀神學嗎？全職
義工？遊山玩水？探索期間	‘Healing’	(醫治)	
and	‘Caring’	(關顧)	兩個字常出現在心中。
上帝要我操練靜止安息、好好等候、全心倚靠。
去年經歷過	Healing，叫我心靈重新得醫治，重
新得力。

漸漸的，前路清晰了。在執事選舉，神給予我重
返執事會和服事的機會。我希望在	Caring	上服
事；專業上我將會在部門出任榮譽督導，協助
評審和培訓工作，還繼續MSI	(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在國內的培訓工作，主要是醫院
管理和護理方面的培訓，是「醫療宣教」的一種
模式；我也會做紅十字會的專業義工，在有需要
時往海外參與人道救援。生活中希望重拾趣味、
唱歌、打太極拳、攝影、旅行、行山都是我喜愛
的，最好能結伴同行。

人生下下半場，我把時間交付給上帝，讓主使
用，求主讓我成為流通的管子，to	serve	with	
love	(用愛去服侍)，但願活得充實又精彩！榮
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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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年九月我參與了一個關於退休金的講座，有幾位在這
方面有認識的人講有關退休預備，有些有趣的資料想與弟
兄姊妹分享。講者說以前我們的退休開支時間比累積儲備
短，大概1：4，但現在人的壽命長了，預計男仕年齡為
79而女仕為85（2013年），我們的退休開支因壽命延長
而增加了，亦這樣我們要儲備更多的金錢才足夠我們未來
的退休生活。在香港，其實有一半的人認為他們沒有足夠
的退休資金，你的看法又如何？講者又說到，從二十歲開
始儲蓄，四十五年後，資金可維持二十一年至八十六歲；
如果延遲至二十七歲才開始儲蓄而他只儲備他收入的百份
之九及其投資回報為百份之二點二年利率，他的儲備只可
支持到八十歲！請問二十幾歲的弟兄姊妹，你開始儲蓄了
嗎？較年長的，你現在有没有流着冷汗？

對退休人士來說，退休後的主要支出，除了生活費用
外，就是醫療費用，人老了身體就會軟弱，自然醫療
費就提高。因此講員的結論就是要及早儲蓄、買醫療
保險及購買年金產品。讓我們看看聖經怎樣說？路加
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及三十四節説：「你們要變賣所有
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

張詩敏     退休計劃 

退而不休 – 天國耆兵畢業禮

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因
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耶穌基督叫我們累積財寶於天，衪不是叫所有跟
隨衪的人要先成為窮人，而是叫我們心存天上的
事而不是專注地上的事。所以，當我們努力儲蓄
為未來退休作準備時，也不要疏忽了、忘掉了地
上的善事，也得盡上我們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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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成大聚會

21屆啟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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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剪影

以歌聲及動作表達小組的異象 一齊BBQ



兒童部歡送林燕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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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剪影



鄭家駒

陳麗明姑娘

這次台灣信仰交流之行，內容很豐富，包括參
觀原住民的教會及認識他們的文化，當地客
家教會的發展及現況，並台灣的基督教文化背
景及歷史。原住民教會及文化背景，給我的印
象尤其深刻。他們的信仰體系中，以基督教長
老會及天主教為最多，而且佔原住民比率中達
90%。當我們參觀新竹的原住民教會時，有的
是依山而建，令我們嘆為觀止。

在整個行程裡，上帝的恩典處處。感謝上帝，
在這次旅程中，開了我們的眼界，認識上帝在
台灣基督教發展中的奇妙作為，也使我們更明
白當地的福音需要，並體驗了當地不同教會的
聚會模式。

這次參加台灣交流團，讓我可親身到訪台灣教會。參觀了多間教會所接觸到
的弟兄姊妹，給我的感覺是温純友善，人比較安靜。這個主日我們參加台北
崇真堂的崇拜，敬拜讚美所唱的詩歌是「願祢裂天而降」，當大家一起唱這
詩歌時，讓我感受到大家都在盼望主耶穌現在就回來與我們相聚，這特別的
印象深深留在我的腦海裡。崇拜後我們在教會内一起用膳，跟著教會有幾個
领袖帶我們去逛街、行書室，他們還特別給我們每人買了一杯珍珠奶茶，真
使我感到又意外又窩心。

這次旅程，除了感受到台灣弟兄姊妹的温情，也認識到台灣傳福音的歷史和
現況，明白到先前到台灣開荒的宣教士，他們的付出和忠心，真是很值得人
敬佩。另外我們也探訪了一些向原住民、客家人傳福音的傳道人，又參觀一
間較新型的教會，了解到他們傳福音的工作也不是順利和容易的，但他們卻
没有卻步，仍然積極進取，默默耕耘，這一切都擴闊了我的眼界並帶給我很
大的激勵。

今次台灣之旅的確開了我的眼界，增廣見聞；特別是知道更多關於台灣的福音工作，牧者的分享，亦令我獲益良多。

五日四夜的行程中，我們探訪過不同的教會，接觸不同的牧者，當中最深刻的首先是一個為原住民傳福音的牧師，他告訴我們
原來在台灣的原住民中有98%已經信了主，我一直以為原住民有自己流傳已久的習俗和神明，理應不容易改變信主，但原來絕
大部分的原住民已經信主，令我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大能，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另外我亦很佩服這位牧師，他原來早已有為原住
民傳福音的心志，在他早年修讀神學課程的時候，所選擇的畢業論文題目，亦是和原住民有關的；他近年選擇不再做教會的工
作，只是全心全意專注在原住民的福音工作；另外還成為一所原住民博物館的負責人，讓其他人更認識原住民。在他身上，我
感受到他真誠愛原住民的心，不單傳福音給他們，更是全然的委身服侍。

負責接待我們整個台灣之旅的白傳道，亦令我印象深刻，雖然我們交流只有一天，但當日她向我們分享了她所參與的福音工
作。她主要是向客家人傳福音的，最令我深刻的，是當她提到台灣客家人中只有0.5%相信耶穌時，她的眼神和說話，都令我感
受她為福音的緣故而有的緊張和懇切，希望福音能在客家人中大大傳開。白傳道和她的教會都很努力去傳福音，但她們亦沒有
忘記祈禱的重要，所以他們發起了為客家福音工作祈禱的運動，邀請其他信徒每天都為客家福音工作祈禱，可見他們仍是以神
為首，積極作上帝的精兵。雖然他們面對不少困難，包括語言不通，未能和客家人建立關係等，但她們仍然努力堅持，宣講福
音。

除了以上的見聞外，整個行程都很感恩，特別是天氣，行程中天父總是為我們預備合適的天氣。雖然我們事前都有了解過行程
和交通，但始終「人生路不熟」，事前都擔心行程和車程，但最後一切盡都順利。還有在我們回程時，當時香港正懸掛三號風
球，天氣不穩，但對我們的回程亦沒有影響，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加今次台灣之旅，讓我在過程中經歷祂的帶領，讓我體會到神的恩典夠我用。

陳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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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3日至2014年3月20日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與崇真會筲箕灣堂一同舉辦的「生命之道查經
班」正式開課，今次查考的經文是舊約聖經─民數記。

就在開課的前幾天，現職的上司要求我們報名参加於2014年2月20日在九龍會展中心舉行的表彰大
會，當日除了有頒獎項目外、還有魔術、唱歌及跳舞等表演，而最吸引的莫過於大抽獎及人人有份
的枱面奬品(數百元的現金禮券)。

報名初時，內心的確很掙扎，究竟那天去上課還是去參與一年一度的表彰大會呢？當還在猶疑不決
的時候，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在當晚靈修時，神藉著經文提醒了自己，羅馬書14:17「因為神的國，
不在乎喫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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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無論是喫肉，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叫弟
兄跌倒，一概不作纔好」；14:23「若有疑心而喫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喫，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
於信心的都是罪」。

翌日，就堅決告訴上司自己因為要回教會上查經班，將不會出席表彰大會；當說完了之後，內心確
實非常感恩，感謝神藉著祂的話語提醒自己！感謝神藉著祂的話語勸勉自己！感謝神藉著祂的話語
堅固自己！而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遵守神的誡命，要有好的見證，更不要因自
己不當的行為絆倒別人，只有這樣，我們的行事為人才可以與所蒙的恩相稱。哈利路亞！

劉昆曉     少年崇拜分享

吳惠芳     生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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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崇拜已整整兩年，與一眾青少年一同敬拜讚美
主，聆聽神的話語；另外還有小組分享的時間，可以
與組員、導師分擔顧慮，學習將一切交託給上帝，這
讓我有如進入了避難所的感覺。Engineering	Camp
和Alpha	Camp是令我最深刻的。在營裡，令我回
憶起神在自己軟弱時，抑壓得甚至要從窗口跳下去
時，拯救了我！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個「問題少年」。在這兩年間，觀
察到身邊會主動思考的人不多，感到有點心酸。	對我
而言，不思考經文和講道內容，跟被洗腦沒兩樣。有
一次，少年崇拜講道談及撒旦音樂，短短10頁Pow-
erPoint帶出有關主題，我認為只是一隅之見；為求
深入清楚了解，我便在網上搜尋有關撒旦音樂的資
料，但驚動了小組導師並加以勸阻。另一次，由明光
社的同工分享同性戀問題，在發問環節，我未能盡訴
心中的話，於是就在網上繼續與其討論有關問題。有
時，我會為有著這般追求真理和公義態度而自豪，不
過耶穌十二歲已經有這態度了！馬丁路德“You	are	
not	only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	say,	but	also	
for	what	you	do	not	say！”

敢言是我的本性，亂世小羔羊多言了！

開「 心 」寫「 意 」部門足跡 - 差傳部



岑秀蘭     喜悅！仍是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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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崇暉#49」，是我參與編輯小組第一份的出版	 ；2014年3月「崇暉#77」，是我參與編輯小組最後
一份的出版，眨眼原來已有五個年頭！在當中最大的體會：青蔥！仍是青蔥！喜悅！仍是喜悅！

我們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創造的主，神的創造從無到有，創世記描述了神對創造的喜悅：「神看著一切所造的
都甚好…。」(創世記：1：31)。其實祂也賦予人有創造的能力，藝術、文字…等都如是。「崇暉」，從無到有
的喜悅！

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事奉，縱然是忙碌、縱然是不同年紀、縱然是不同性格，大家在不同的崗位卻清楚向著目
標努力。事奉，同心事主的喜悅！

在職人士都明白，工作常常都要跟著「死線」(deadline)	 而行事，「死線」前的日子，一點也不好過，筋疲力
竭之餘，甚至造成壓力，失眠也是有的！「崇暉」出版「死線」前的經歷，仍歷歷在目，間中需要與排版的弟
兄姊妹在夜半的時候進行校閱及更正的工作(多謝他/她們無怨的辛勞)，雖毫不享受當中的私語，但卻感受到神
的帶領。經歷，倚靠上帝的喜悅！

印刷刊物，最怕的就是內容有謬誤的地方，因此校對的工作是需要「金睛火眼」，希望做到百分百準確，不容
有失！可惜事與願違，縱使萬千小心，當中仍有兩期是有較嚴重的錯誤，需刊登道歉聲明	 (如你知道是那兩期，
請親自告知我，會給你送上小禮物──為對你細心閱讀「崇暉」的謝意)！我們糊裡糊塗，神的恩手卻常看顧。
保守，領受主恩的喜悅！

道歉聲明:
「崇暉76期」，有關葉浩欣姊妹撰寫「兒童崇拜」一文，最後一段應該仍有兩行文字，給錯誤刪去，
現已更正妥當，請參見網上版本。特此向葉浩欣姊妹、兒童部及弟兄姊妹致歉，敬希包涵相關錯誤。

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出版					督印人：朱永生牧師					編輯委員：岑秀蘭　張詩敏　梁淑嫻　楊詩詠　吳奇恩　吳美華　朱銘恩　許彩燕

每一期「崇暉」可以成功出版，都有賴弟兄姊
妹及各部負責人的來稿，他們樂意、無私的分
享，真的成為我們編輯小組的支持；此外更要
特別多謝朱牧師為我們撰寫大部份的主題文
章，令大家獲益良多，我常是先睹為快的一
個，十分享受！不過當每次與牧師約稿時，是
怪難為情的，好像加添了牧師的工作壓力？朱
牧師，你辛苦了！投稿，支持共鳴的喜悅！

出版刊物，得到讀者垂青，是很欣慰的事，我
們編輯小組也盼望這份欣慰！尤記得栽培部出
版「崇暉」的目的，是希望它可以作教會與教
友之間的一座橋樑，發揮認識、關懷的角色，
如果你在閱畢「崇暉」後，會為教會的部門或
弟兄姊妹禱告的話，我想它已發揮了所扮演的
角色，否則它只是另一堆的資訊，我們不是已
經被排山倒海的資訊壓得透不過氣來嗎？還是
讓你來判斷、加強它的生命力，讓它的角色發
揮得淋漓盡致；登上最佳主角的寶座，全賴有
你！關懷，彼此關顧的喜悅！

人生有幾多個五年？「生命之道」常提醒我
們，不去追問所不知道的，只需知道我們在地
所當作的是尊主為大，遵行祂的旨意，將最好
的獻給神！

開「 心 」寫「 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