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有一套頗受歡迎的日本動漫名為《黑執事》(Black 
Butler,或譯作《黑管家》)，故事天馬行空，包含了十九
世紀英國貴族生活、靈異魔法、黑社會、恩怨情仇、無厘
頭攪笑…。這當然不是什麼偉大深思之作，但其中述及主
人與管家的微妙關係：「究竟誰操控誰？」這個矛盾之處
頗堪玩味。（書中主角的口頭襌：「我只不過是個執事而
已。」大家可感到似曾相識？）當然，前述這幾行引言的
出現，全因該書取名「執事」，與本文的旨題有相關之處
而已。

「執事」在現代華語世界的中文詞彙中幾乎變成了基督宗
教的專有名詞，這個詞在清末民初時期卻是民間用語，是
商號「經理」、「管理人」或「老板」的意思。想是當初
聖經和合本的編輯把新約聖經翻譯成中文時，參照當時的
中文用詞而選用「執事」來翻譯希臘文“diakonos”一
詞。當時選用這個詞，可能是想強調「執事」在教會的領
導角色，就好像一間商號的管理人一般，有一定的權柄及
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但在新約時代，diakonos在日常用
語的普遍意思是低階層的「僕人」或「侍應」，因此主耶
穌曾在比喻中提及信徒無論有多強的信心及恩賜，在服事
上卻常要心存謙卑告訴自己：「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
的是我們應分作的。」(路10:17)；保羅也告誡哥林多教
會的信徒：「亞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無非是執事…
」(林前3:5) 這說明了作教會領袖的，其實只是在履行一
個低微的職分，根本沒有什麼可誇耀之處。

「筲崇」剛於10月14日舉行了一次長執退修會，文彪長
老在會中向我們眾執事及傳道同工就「僕人領袖」(Serv-
ant Leaders) 的概念作了詳解及帶領我們作出反省。當中
說明了「僕人」與「領袖」間看似有很大的矛盾，但這正
是主耶穌親自捨棄自身榮耀，降卑服事的 ‘life model’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
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可12:10-11) 今天的教
會，包括信徒及執事，大家對「執事」作為教會管理群體
容易產生兩極的偏激看法：一是過分看重其作為領袖的身
分，以為執事會擁有無上權威，可就教會決策操生殺之

權，這是保守華人教會的傳統觀念；一是過分看重其作
為僕人的身分，以為執事只是民意代表，是由大多數會
友選出來的代理人，對會眾的意見唯唯諾諾，並不重視
上帝賦與這位分的權柄，這是受後現代社會泛民主思潮
影響的觀念。

事實上，主耶穌在地上活出來的樣式，絕非頤指氣使式
的領導。祂責備門徒為爭主導權而彼此較勁的心態，說
明祂來到地上並非要受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祂洗門
徒的腳；觸摸患大痲瘋的人；尊重患血漏的女人；拉著
不潔的少女遺體的手…祂所作的，是別人不屑為的厭惡性
服事。祂不愛聽人諂媚的奉承，懂得把別人由衷的稱讚
轉向上主。眾人要擁戴祂為王，祂卻自顧上山禱告，親
近父上帝，全然漠視受萬人景仰的飄然感覺。祂可以身
懷大能而不自負，是因為祂很清楚自己的身分及權柄都
是源於上帝。

另一方面，主耶穌在地所活出來的樣式，也絕非被人指
指點點的服事。祂對宗教領袖的挑釁，從不會逆來順
受，祂對門徒的頂撞也不忍氣吞聲；祂對假冒為善者絕
不容忍，對輕忽上帝殿的人更怒不可遏；祂堅持自己對
上帝真道的尊重與忠誠；祂以無可辯駁的聖靈大能醫病
趕鬼；祂毫不保留地讓祂美善的品格在生活的每一點滴
散發出來；祂也展現對上帝表裡一致的信心，及毫不做
造作對眾生的慈憐的心。祂從不為要得人心而討好任何
一個人，祂並不介意宗教領袖們挑剔祂沒有正統拉比的
訓練，沒有安樂的居所，沒有穩定的收入，沒有自表聖
潔；祂可以身處卑微而不自卑，是因為祂很清楚自己的
使命及服事是為上帝之名而作。

今天的執事要作一個稱職的「僕人領袖」，正本清源之
路，仍是要從主耶穌身上學習。我們真的要好好研讀福
音書，默想主耶穌在地上與人共處的「僕人之道」、「領
袖之風」，心領神會，才可以作一個不亢不卑，言之有
物，推己及人，有能力感召信眾同心攜手，建立天國的
好執事。（白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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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昌宜

主内弟兄姊妹，感謝神的
帶領讓我和內子能重回筲
崇並讓我能在祂的殿中作
執事的職份。我懷着戰戰
兢兢的心情去接受這份事
奉。因着這執事的工作，
我與神的關係更密切。我
對 這 事 奉 ， 心 中 感 到 歡
愉，因祂讓我能重新檢視
自己，讓我好作衪誠實無
偽的僕人。

B 長老

盼望弟兄姊妹愛讀聖經，
在其中經歷主恩。願他們
慣 、 樂 、 早 、 晚 、 短 、
長、研、速讀、個人、集
體讀、用釋經、用譯本助
讀，並讀而思、問、記、
禱、行！

冼婉儀

作 為 牧 者 ， 亦 是 執 事 的
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經歷
上帝恩言的豐富和實在，
彼此建立生命。
無論是與上帝的關係、教
會生活， 靈命成長及對外
的見證都能成長壯大。

三言兩語
話期盼

執事篇
執事分享

2012-2014年度的執事，早已在年初選出來了(當然執事：
張文彪、林源發、朱永生、冼婉儀、羅釨旗；當選執事：
趙燕驊、蔡文中、鍾惠玲、葛品良、何錦誠、何應光、
許戈、杜本文、萬昌宜、葉永宗、馬貴平、葉志成、李永
健、李國華、王耀初、楊棉高、劉顯誠、黃偉倫、林希
維、黃錦泉) ，各人在或新或舊崗位上的事奉，不覺也有
大半年的時間，當中的滋味如何，可有機會與弟兄姊妹分
享、談談心中事？本期以「執事篇 ----- 三言兩語話期盼」
為主題專輯，讓長執們說說事奉的話兒，好鼓勵主內肢體
彼此配搭事奉，互助互勉，活得夠恩，建立健壯的教會 。

B 長老、萬昌宜、冼婉儀、馬貴平、鍾惠玲
葉永宗、蔡文中、何應光、杜本文、李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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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應光

過去一年，與身邊的弟兄
姊妹和朋友，一起經歷不
同的事情和轉變，當中有
不少悲歡離合的感受。期
望透過以下的經文，提醒
大家繼續向「善」的方向
前行，互勵互勉。「世人
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 。 祂 向 你 所 要 的 是 什
麼 呢 ？ 只 要 你 行 公 義 ，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神同行。」（彌迦書
六：8）

蔡文中

對自己的期望是 : 作個上
帝喜悅的執事，有好的榜
樣，更多關心教會及弟兄
姊妹。對弟兄姊妹的期望 
:教會是神的家，亦是弟
兄姊妹的家，大家各盡其
職，建立健壯的教會。     
          
經文分享 :「我們傳揚他 
...... 盡心竭力。」(歌羅西書 
1:28~29)

杜本文

在筲崇大家庭裡，持守真
理，遵主福音使命，按恩
賜謙卑事奉，對教會對社
區，做好執事的職份。

鍾惠玲

我盼望於明年初落成升降
機，可以幫助會友無障礙
地到達神的殿，與弟兄姊
妹一同聚集敬拜神，這件
美事是我們全體會友同心
奉獻給神的心意。

馬貴平

在教會當執事感覺如何？
是否屬靈？ 是否有身份有
地位？這些通通都不是。
為主工作是我委身的一部
分，我感覺服侍上帝是我
的光榮，主所用的器皿自
然會發出芬芳去配合教會
前面發展。求主憐憫，求
主施恩，讓我們在愛裡一
同成長。

葉永宗

若談到執事會，人很快聯
想到經常主日下午的「議
事亭」，有點枯燥。我嘗
試用另一個形式來介紹。
執事會就好像一班學生開
班會，這班會每兩個月開
一次。這班同學出名有“
三高”：出席率高，準時
開會率高和學歷高（當中
有 兩 位 「 長 老 級 」 的 同
學）。這班同學的學齡亦
非常參差，同學可以有三
次留級的機會呀！

開 會 時 ， 同 學 最 怕 「 三
多」，即議題多，討論多
和超時多，而班主席則最
怕同學「問題」多。這班
同學開會其實也開心多，
因為茶點多，而且可以邊
吃邊開會！最開心的是不
用做家課，更不用考試，
只需參加每兩年一次的「
選 舉 試 」 。 咦 ， 老 師 在
那？你猜猜看？ 叮！叮！
叮！又上課了！

李永健

有 一 次 參 加 教 會 的 祈 禱
會，嚇了我一跳，除了教
牧 同 工 外 ， 只 有 兩 位 會
友，我們的執事在哪裡？
有兩姊妹，每次參加祈禱
會 ， 雖 然 很 多 時 都 會 遲
到，但卻不會缺席，她們
積極的參與，實在令我十
分佩服。希望執事們可以
多參與祈禱會，作會友的
榜樣。



主題專輯: 執事篇

4

執事篇

執事篇 執事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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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足跡

2012年9月9日星期日為本堂的「差傳主日暨差傳博覽活
動」，當日的崇拜由世界福音動員會總幹事劉卓聰先生
證道，差傳小組獻唱。差傳博覽除了本堂的攤位外，更
邀請到新生資源中心、世界福音動員會，非洲內地會香港
區會、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國際主僕差會及香港基督教
崇真會差傳部參與。當日有不同差會及差傳機構的事工簡
介，透過遊戲讓參加者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及福音的需
要，也讓弟兄姊妹進一步認識本堂的差傳工作及宣教士，
願上帝感動更多人關心及參與。

當天的參加者除了弟兄姊妹及學校家長外，還有數十位鄰
舍，他們對是次的活動有很好的回應，並希望有機會再參
加。這都是聖靈的工作和弟兄姊妹的努力成果，讓參加者
都感受到喜樂和親切，期望在未來可帶領更多人認識耶穌。

差傳主日 差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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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圖片一覽

兒童部開學禮

啟發

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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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圖片一覽

少年啟發營

音樂劇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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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上帝的恩典 -「活恩團契」 冼婉儀

記得去年陳一華牧師在崇真總會的同工會分享有關「基督
教癌聯」的事工，頓時產生了共鳴，因為在過去數年間有
不少的弟兄姊妹及其家屬也患了癌症，當時要支持他們頗
感吃力，好像欠缺了一個支援系統，就是這樣我們便和「
基督教癌聯」開始連繫起來。在成立「癌關團契」的過程
中，我們亦蒙受上帝的恩典。

第一個恩典：得到教會的肯定和鼓勵。當我們在教會的執
事會分享希望成立「癌關團契」時，長執們都給與我們很
大的支持和認同。

第二個恩典：籌備進展順利。我們在今年5月5日才召開第
一次的籌備會議，很快便可以在7月8日便舉行「癌關團
契」成立典禮，8月份已開始第一次的聚會，一切很順利、
很感恩!

部門足跡

OMEGA 5 - 成年部新組成立禮 胡雅華

2012年8月12日成年部第20個小組-- OMEGA 5 成立!

當天成年部的弟兄姊妹一起慶祝、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喜
悅。胡姑娘又藉此機會簡介教會的歷史、架構及成長過
程，強調 [一崇拜，一小組，一重點事奉，一訓練]；另外也
重申小組的目標 ── 彼此建立造就及擴展，實踐大使命。

第三個恩典：共證主恩。7月8日「癌關團契」立典禮當
天，有65位弟兄姊妹出席，當中亦有不少的長執及同工一
起見證上帝的恩典。在典禮過後，亦有不少弟兄姊妹願意
參與團契及成為義工。

最後，我們將教會的「癌關團契」命名為「活恩團契」
，盼望每一位參與團契的弟兄姊妹都能「活在當下‧盡享
主恩」，這亦是我們團契的口號。團契的團訓是「他對我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林後12:9上) 。「活恩團契」在每月逢第一個星
期六下午2:30 – 4:00在副堂舉行，盼望可以透過小組，服事
癌症病患者和家屬，給予他們支持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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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暑期領袖訓練計劃》- 分享篇

吳子臻

感謝天父，今年再一次成為暑期同工，為教會的暑假活動
出一分力。今年有別於往年，只有三位青少年人參與工
作，但因為大家已經是第二年參與，所以彼此都有一定的
默契，而且大家更懂得分享自己的信仰體會。

我今年的參與心態也有別於往年，在暑假開始前領受到天
父的異象(Vision): 要跟一群「走失了」的弟兄姊妹對話，
為的並不是要他們立刻返教會，而是讓他們知道天父的愛
並沒有一刻離開過他們，也希望他們想想自己與天父的關
係。所以我今年參與暑期同工的方向是著重人與人之間的
對話，特別是信仰上的對話，感恩的是在參與暑期同工的
同時，我們會參與不同類型的課程，而內容大致上都需要
與群體溝通(例如:研經OIA就是如何帶領小組查考經文，少
青啟發訓練班就是學習與未信的人有深入對話)，這些都可
算是天父為我而設的裝備。

黃文皓

這兩個月的「暑期同工訓練」很快便過去了，很快但也很
充實，神讓每個人從經歷中學習，我也不例外。在「暑
訓」中最令我深刻的是籌備「少年啟發營」的時候，雖然
我不是第一次擔任總務，但我還是經常忐忑不安，對自己
不夠信心，我怕因我的一時大意，令營會有不順暢的地
方。我誠心禱吿，希望神能賜我信心。最後營會也能平
安、順利完成。後來回想的時候，發現神真的在幫助我，
賜我平安。我學會的，不只是一般的知識，而是要常常倚
靠神，只有倚靠祂，我才會更有信心去事奉。 

我在「暑訓」的日子，我還學會了一樣我從沒有發現的事
情，就是要認識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崗
位上，都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責任，神讓我們學習彼此
配搭、服事。 

不停的學習令我不停的成長，這是我最感恩的事！

部門足跡

劉志峰

這是我第二次参加暑期同工，感覺跟第一次很不同，第一
次是去年的暑假，當時感覺很新鮮，抱著嘗試的心態去參
與：擔任SOK的導師、參加Alpha Camp、在教會辦公室工
作等等，幾乎每件事都是第一次嘗試，也因為如此很多的
工作都未能夠做到最好，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不過這
些服事都給了我很深刻的經歷和回憶。

今年再回到這裡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有點不同了，因為較
有經驗，所以在很多事工上都更熟悉和更有信心，同時也
會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可是在過程中依然有很多不足之
處，甚至在最後需要別人的指導和幫助，才把當中的問題
解決。這次暑假的事奉，讓我學懂了其實自己仍有很多的
不足，有很多簡單的工作都未能恰當處理；同時發現原來
當自己放眼周圍留意別人的優點時，便會看見了自己的不
足和需要改善的地方，只有謙虛的學習和觀察才能使自己
成長和進步；也明白到既然每人都會有優點和缺點，所以
不要只顧批評別人而沒有看清楚自己，原來大家都需要互
相包容和忍耐，否則就不會有好的事奉獻給天父。

很感謝天父和教會給了我這個機會，度過了一個充實的暑
假，雖然這很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暑期同工，但我會牢
記這兩年所有的歡笑和所學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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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Kong Experience sharing 吳子臻

生命，對於你來說是甚麼？讀好書？入大學？做商業奇
才？有車有樓生活講究？
今年八月參與了道風山主辦的一個「信仰體驗團」，與瑞
典的教會作一個信仰上的交流。13日的旅程，天父上帝讓
我看見生命最重要的是 - 愛。

如果天父沒有愛，怎會有阿當，更加不會有夏娃。人若果
沒有愛，我們怎會出現，世界也會變得冰冷。信仰沒有
愛，同死守律法無分別；盼望沒有愛，只會變成盲目的期
望將來。這種生命好嗎？「生命之珠」其實是一個信仰旅
程，它的著眼點是我們與天父的關係，以下是我在瑞典的
得著與「生命之珠」的關係:

「神之珠」- 我們很富足，因為在我們生命中遇見神
第一日到達瑞典，去參觀第一間教會，進去之先，牧師講
了一段歷史，就是以往的人因為打仗的關係隨身帶了很多
武器，他們在進入聖殿前，要先放下武器。當初我不明白
說話的意義，進入後卻不能安靜，心裡有很多很多的聲音
不停向我說話，很吵耳！晚飯的時候不停在想：是甚麼原
因不能安靜下來？很感恩，我很快便已經知道答案，原來
心中的煩惱就是阻隔我與天父的武器，這個武器並不會攻
擊天父，相反，它正每一日攻擊我們的心靈。每人每天或
許都有大大小小的煩惱，我們卻有天父的同在，所以何不
安安靜靜，打開心靈，讓天父幫上一把呢？

「自我之珠」
這顆珠並不是要我們自私自利，反而是學習要欣賞自己多
一點。天父按照祂的樣式創造我們，雖然我們很微少，但
在天父眼中卻很特別，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的存在，並不
是為世界的名與利，而是活在真理當中的那份喜樂！

「愛之珠」
住了三日host family，他們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令我感
動。他們不單止為我們提供住的地方、煮早餐、帶我們參
觀他們的農場、一齊觀賞奧運，而且還帶我們行山找藍莓
去弄自家的雪糕。他們的付出都是因為愛，沒有愛，他們
大可以淡然的款待便可以了，但正正因為愛，他們為我們
所作的，都叫我們感到很窩心、很溫暖，我想這因為是上
帝的家，正正不分你我他

「寧靜之珠」
最後的四日是退修營，第一次參與，感覺很特別，很多的
默想，很多的安靜，很感受到天父的帶領。在香港，所有
東西好趕急，很多人都沒有時間停下來，退修就是要人放
慢腳步，回想上帝的創造，看似很普通的一杯水，對很多
人來說已經好寶貴。

「黑夜之珠，洗禮之珠」
我在最後一日的退修的時候，對這兩顆珠有以下的反思：
最後一次早上步行默想，甚麼都想試(赤腳在草地上步行)，
因為晚上下過雨的關係，有些陰暗無陽光照到的地方特別
冰凍，頓時感覺好孤單，好想找到溫暖。就如人生一樣，
人情的冷漠，好想被愛，好想找到溫暖。行到有陽光的地
方，時間尚早，雨水被照到閃閃發光，好似鑽石。這個時
候腦海中浮現了一個問題: 當你身處溫暖的地方，會否忘記
那些在陰暗裏孤單的人？很好的反思問題，自己的信仰火
熱的時候，又會否忘記了身邊那些未信的人呢？！

這十三日的旅程我得著很多，信仰及心靈也火熱了，希望
可以參與更多的信仰體驗，更加親近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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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書海．偶拾．閒思 江昆然

仲夏．書海 

神的道理浩瀚如海，雖是炎炎夏日，在充滿講神道理的書
海中碧波暢泳，作為其中一個弄潮兒，我實在是興奮得流
連忘返。

偶拾 

1985年1月德蘭修女到中國大陸訪問北京。後來記者訪問
她：「你認為共產黨員是怎麼樣的人？」她回答說：「是
神的兒女，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摘錄自《經歷神 - 退
修默想導引》

在天路歷程上，執著使我們成為觀光客而不是朝聖者。
朝聖者深知這是一條窄路（太七13-14），須要背起十字
架跟隨主（太十38）；觀光客也在跟隨，卻是離得遠遠
的，他擔心緊緊的跟隨會打擾目前的生活方式。觀光客更
恐懼主耶穌回過頭來，要他變賣所有的，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太十九21-22）。在旅途上，觀光客因不斷累積而飽
受纏累，朝聖者卻因不斷虛己和捨棄而步履輕省。朝聖者
開放地投入路程的所有體驗，要在每一人、每一事、每一
物背後察驗神的作為；觀光客卻早已安排好連串的節目，
恐怕有什麼突發的事是他控制和計劃之外的，因此整個旅
途是關閉的。摘錄自《經歷神 - 退修默想導引》

我們可以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以及去什麼地方，但是神
仍然會負責擔任「空中交通管制」的角色。祂以全知全能
的雷達屏幕看見了一切 ── 包括氣候、機場狀況，以及當
時機場附近的所有飛機。有時候祂也會告訴我們原因，有
的時候則不會；祂認為此刻對我們最好的，就是維持在「
等待航線」狀態中。當我們的機身在上空盤旋著，祂正忙
於為我們清除障礙、解決問題，安排所有周遭的人們，直
到事情好轉。然後，惟有在那一刻，祂才允許我們順利地
安然著陸。摘錄自《改變生命的十種祈禱》

閒思 

《出埃及記》記錄了神將以色列人從法老手裡拯救出來，
結束他們在埃及居住430年的日子。十二章37 - 38節說：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程，往疏割去；除了小孩，步行的男
人約有60萬。又有許多不同族群的人，以及眾多羊群牛
群，和他們一同上去。」有估計當時出埃及總人數約 2至
3百萬。其後金牛犢事件發生，利未人遵摩西的話殺了三
千人（出三十二28）。這件事之後，神向摩西說：「我
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領你到那流奶與蜜之地。我自己
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項的百姓，恐怕我在路
上把你們滅絕。」(出三十三2 - 3)

思緒在這段聖經飛快的圍繞盤旋，粗糙的想法在腦際剎那
閃現：若把被利未人那晚所殺的人數跟出埃及的人口作出
一個比率 (3,000：3,000,000) ，簡約後得出1：1,000。
從1：1,000這比率看，只要達到這個槓桿，我們也許就
能「成功」去到神不再與我們同在的絕境了。

以現今科技、交通、通訊水平，這實在是不難達到的目
標。所以我們應當儆醒，不要以為神對人的寬大如山高、
如海深，就可以胡亂張狂，因為魔鬼和罪惡會把我們帶到
山有窮、水有盡的地方，到時才後悔，也就太遲了。而那
山窮水盡的死角，可能就在離開我們只是咫尺之遙的燈
火欄柵處；事實上，金牛犢事件也證實了離成功最近的地
方，往往就是最危險的時刻，我們應當時刻儆醒，努力遠
離那向神不敬的懸崖邊緣。

結語 

我嚮往碧波暢泳之後，彼此交換意見、分享經驗和心得的
時間，每次心裡都充滿期待和欣喜。本堂的書海在4樓，
那裡有免費供應的良言美語，那裡的椅子也希望你可以多
坐它們一會，那裡就在等待你的足印。在這陽光燦爛的日
子，你作了你的書海下水禮沒有？

參考書目：
1.《經歷神 - 退修默想導引》 王志學 著. 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6).
2.《改變生命的十種祈禱》 Anthony DeStefano 著. 台灣啟示出版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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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                     呂學明

書名：讓孩子到我這裡來
 (It is a Lost Cause？Having the Heart of God for the Church’s children)

作者：唐慕華     出版：學生福音團契 (2008年)
   
這是一本少有並較深入探討兒童在教會中成長的書籍，英文書名的意思比較
好，就是要我們擁有上帝的心來對待教會中的兒童。全書共十四章，作者一
方面探討現今世界如何影響著兒童的成長，另一方面以聖經作為基礎，來教
導我們如何正確地看待教會中及家中的兒童，將他們帶到耶穌跟前。

究竟我們的兒童如何被世界影響呢？作者強調我們現今正處於後現代
(Post-modernism) 社會中，它是一種文化思潮，無論在生活和信仰上對
基督徒都產生很大的沖擊，我們也在不知不覺受到它的影響。

作者強調，後現代主義主要是否定普遍真理的存在，以個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來取代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這導致我們的兒童在思想和行為上產生偏差。

另一方面，物質消費主義（Material Consumerism) 亦是現今一個極具
影響力的思潮，它鼓吹我們不斷追求物質享受，以致聖誕節已經成為大商
家每年賺錢的好時機，而不再是紀念救世主的降生。最後，資訊消費主義
（Information Consumerism) 是互聯網時代中一個產物，它以娛樂為主
要內容，不斷影響著我們及兒童，令我們不知不覺間成為說謊者(LI.A.R.)
，即是「低信息與行動」的簡寫 (參閱：204頁)。

究竟教會如何應對呢？作者强調，我們作為成年人，必需在聖經知識上好
好地裝備自己，還要在行為上成為我們兒童的榜樣。例如：已經有文獻証
明電視對兒童腦部具破壞性的影響，那麼我們怎能沉迷電視呢？這是一本
探討現代文化的書籍，特别是後現代主義和消費主義對我們一代思想和行
為的影響，作者也舉出如何應對的方法，使我們的下一代能够健康快樂地
成長。

書評及150周年

1862年，西營盤西教士住所建成，召集了一班客人聽道受洗。當時筲箕灣的教友於每次聚會都要一大清早，由筲箕 
灣步行至西營盤聚會，朝去暮回。巴色差會體諒筲箕灣的教友，撥助經費作建堂之用，在當時的筲箕灣地段138
號，即今日的巴色道4號，建成了一個小小的房舍，長150尺濶120尺，這就是筲箕灣崇真堂的第一座教堂。

1933年本堂需要重建聖堂，當時主任傳道李道華先生，與會友同心合意，籌得全部建築費港幣 $11,918，其中包括
總會撥助、香港其他堂會及本堂兄姊奉獻。在同年12月23舉行第二座教堂的開幕典禮。

1935年2月24日，區董會(即今日的總會)決議，鼓勵筲箕灣堂籌備自立。1941年1月1日，本堂舉行自立開幕禮，正
式宣佈自治、自養、自傳。同年12月8日，香港不幸淪陷，為日軍侵佔，本堂牧師及群羊四散逃難，新堂更不幸為
炸彈洞穿一個大孔，崇拜之所也被佔據充作臨時憲兵司令部。幸賴前主席黃德鄰先生之夫人即前執事曾純廉女士及
一群愛主青年，據守本堂，不然破壞程度當更加不堪設想。

1945年8月30日，日軍投降香港重光，教友陸續遷回本區居住，正擬修理聖殿之際，亞公岩之政府軍火庫，忽然發
生大爆炸，致令本堂窗戶瓦面等處又遭到嚴重破壞，後得政府賠償損失，當時的黃德鄰主席暨兄姊籌足數千元，始
將聖堂重修。

因鑑於筲箕灣區人口激增，原有之禮堂已不敷應用，故在1974年動議三建聖堂。但由於缺乏具體的計劃和資料，始
終還是議而未決。董事會於1977年7月3日(主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最後通過籌建新禮拜堂的議案，並於會後隨即
選出九人建堂委員會。蒙主恩佑，感動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踴躍捐獻。

在人不可能的事，在上帝卻是輕而易舉，一座價值五百萬元之新禮拜堂能於1983年順利落成並於1984年4月22日舉
行新禮拜堂獻堂典禮。

一百五十周年堂慶專欄 (單元四 - 建堂回顧)                     許戈

1)

2)

3)

4)

5)

6)

 (參照一月一日「一百五十周年堂慶啟航禮」短劇旁白之資料)

上一期崇暉(#68期)第五頁「葛品良弟兄分享」一文，因處理稿件上有謬誤，致內容不符，現已將更正版上載於教會網
頁，謹在此向葛品良弟兄致歉，祈為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