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按其職，合一成長」

「各按其職，合一成長」原是教牧同工們商議後，在2013
年就我們的主題路向「新生，成長，壯大」中想聚焦及強
調的部分。原想有一個更簡潔及「in」一些的主題，可惜
我們的「諗頭」有限，熬不出一個既新鮮又能全面表達我
們想強調的素質的分題來，惟有向現實低頭，採用一個比
較傳統 (可能沒什麼驚喜)，但妥貼及清晰的分題。(原先想
過一個比較簡單的分題「分工，合一」，但後來覺得涵蓋
面不夠全面，未能反映教會看重「成長」的元素，故最終
未有採用。)

最初構思主題時，我們體會到在「簡約教會」慨念的四大
元素中 (溫習提示: 進程 (Movement); 焦點 (Focus); 調配 
(Alignment); 清晰 (Clarity))，我們教會現在較弱的仍是未
習慣以「整體」的眼光去協調配合 (aligned)，達至聖經描
繪舊約以色列人大家同心時，「如同一人」地完成上帝交
付給他們的使命。「群策群力」、「同心合意」、 “team 
spirit”, “network” … 我們大家都知道重要，但今天社
會面貌的主調卻是「個人主義」、「自我中心」、 “self 
actualization”…，這兩個取向常在我們的內心世界以致
待人處事的層次中各自爭持，叫我們不能作上帝叫我們所
應當作的。其實兩者雖然取向不同，卻並不一定是天敵，
也不可以說那一方是絕對的善及絕對的惡。人不可脫離群
眾作孤島，人也不可在群體中迷失自我。其實真正的「自
我實現」是在群眾中尋找到自己獨特的位分，並配合群眾
的「大我」所需，盡情發揮自己獨特之處，叫整個群體得
益處，甚至藉此祝福群體以外的人。

這正是以弗所書4:11-16所述說的:「… 要成全聖徒，各按
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
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真正成熟的信徒，不會以
自我為中心，也不會失去了自我。捨己的結果，不是失去

了自己，反是得著自己：「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
命。」 (太10:39上)但這個願意擺上自己的意向，並不是為
求更多彰顯自我的手段，而是從心底裡湧出來的真愛及敬
虔之心：「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林前13:3)

分題另一個重點是「成長」，所以大家若果仔細看一看崇
拜周刊的新版設計，右下角的「年青人仔」(2012版) 已成
家立室，還已經「開枝散葉」了。並且我們的主題字體大
小也有分別，以突出我們盼望會眾能在主裡「成長」的意
願。當然我們想強調的不單是年歲的成長，更是靈程上的
長進。前陣子我們提醒會眾要小心「異端邪說」(如「東
方閃電」) 的誘惑，最有效的方法是我們能在聖經基礎及
信仰經歷中不斷成長，根基穩固，便不怕經常改變形象的
異端及世俗思想的侵襲。「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
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弗4:13-14)

我們當然期待「筲崇」成為一間強壯的教會！踏入2013
年，150周年已過，回顧及感恩之情也是時候化為前進的
動力，邁步向前了。但荏弱的身軀是經受不起力爭上游所
帶來的衝擊，我們必需先操練好自己的屬靈筋肉，才可承
擔大任。而散兵游勇也必不能成大器，若教會各部內外彼
此不能協調，大量精力便會在內耗盡，未能「如同一人」
去為主爭戰，攻城略地，拓展天國版圖。願主賜下恩典能
力成就我們的成長，更願我們都謙卑自己順服恩主塑造我
們的生命。

朱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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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夠」恩，靈命成長 
羅釨旗

栽培是「大使命」的必要部分，若只著眼於「你們要去」傳福音，而忽略了「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只不過完成了使命的開首的部分。負責任的佈道是我
們除了傳福音外，也要實踐栽培，兩者是互動而緊扣；栽培往往比傳福音更難、更花精
神與時間。

栽培所牽涉層面非常廣泛，不單在聖經與真理的知識教導，也涉及以基督為目標的全人
生命塑造與轉化。靈命的成長不在乎我們知多少，更在乎我們行出真理有多少。知識只
被視為基督徒成長的途徑，而非最終的目的。故此，栽培的核心在於生命轉化的培育過
程，最終使我們能將「外在」的信仰，內化與整合於個人生命裡，成為上帝「新的創
造」(林後5:17)。栽培的目標是讓「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加4:19)，「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4:13)，所有的教會活動與事工都涉及信徒靈命的栽培。我
們需要有均衡的信仰生活，屬靈生命才會健康成長，參與崇拜、小組、事奉與學習都是
「需要」的。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長。」(林前3:6) 縱然我們多麼努力建立別
人，只有上帝才可以帶來屬靈的成長，這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盼望信徒能多參與不同
的教會活動及積極學習真理，上帝在當中讓我們經歷祂的恩典與更新改變我們的生命。
阿們！

主題專輯:  栽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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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重整之旅 
栽培部 - 主日學課程：28/10/2012 ~ 9/12/2012‧導師：胡雅華姑娘、呂志浩及何應光

曾經有人說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一隻小象在它出生後，
便被人綁在木柱上。後來，這小象愈來愈大，變成了大
象。然而，它竟然仍被綁在木柱上，而這一根木柱，只
需牠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拔掉的。何以牠仍沒有脫離木
柱？

原來主要的原因是「心理因素」！其實，當我們留意我
們信主後的身份與地位，主已賜給我們的能力及應許
時，我們絕對可以克服以前的捆鎖。最重要的，是我們
肯仰望主，靠祂所賜的力量去做到。要發揮這力量，重
整價值觀，乃是重要秘訣。我們必須在原生家庭觀、自
我形象觀、成功觀、失敗觀、苦難觀、工作觀等，徹頭
徹尾地被主改變，否則我們無論去了教會多少時間，仍
可以依然故我，經歷不到上帝給我們生命的寶貴。

在上帝眼中，世上最可憐的人，就是那些只「擁有」地
上的，沒有擁有天上的；只有短暫的，卻沒有永恆不朽
壞的！這些有永恆價值的東西，很多時是要我們「犧
牲」一些短暫的東西方可得到的。例如，為上帝的國、
為福音擺上金錢；為人的需要付上時間、錢財、精神；
為人的得救、得建立，付上時間與精力；為建立自己品
格、生命而放棄屬世的引誘……這一切的擺上都會帶給
我們永恆的果子，且帶給我們豐盛的人生，成為「為己
無所求，為主求所有」的天國精兵，委身於天國事工，
投資永恆。

如經文說︰「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
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
造你的主。」（傳 12:1）

2013栽培部課程預告
2013年上半年栽培部的課程有《歌羅西書》(張文彪長老)、《研經基本原理》(劉顯曜、羅釨旗)、《靜候恩主 
- 約翰福音》(胡雅華、吳鳳媚)、《建基吾家》(胡雅華)、《何西阿書》(李永健)、《以詩篇做靈修》(羅釨旗)
、《從路加福音看耶穌的比喻與言訓》(冼婉儀牧師)、《新約概覽》(羅釨旗)。

主題專輯:  栽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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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圖書館
鍾惠玲 (栽培部-副部長)

教會的栽培部除了舉辦不同的課程外，還設有一個收藏了
不同主題、不同類形資料的圖書館，以支援栽培課程的需
要；並提供不同主題屬靈書籍及光碟給會友隨時借用，讓
他們從不同的渠道明白神的話更多，靈命也有更多長進。

圖書館現有中、英文書及期刊逾3,000多冊，還有影音及
光碟資料200多件。館藏資料包括不同主題：教會歷史、
神學及教義學、聖經研經資料、靈修禱告、信徒生活、敬
拜讚美、醫治及心理輔導、戀愛婚姻及家庭生活、福音見
證、小組餵養資料和傳記散文等等；館藏量雖少，但「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資料新舊溶合，切合一般信徒生
活上需要，而且借用資料的方法也異常方便容易。栽培部
每年購入新增項目約有300項，大部份都是最新出版的，
教會圖書館也可算是一個實用的小小資料庫；最近還為《
活恩團契》安置了一個有關醫治及輔導資料的「活恩資源
角」專櫃，以便弟兄姊妹更容易得到相關的資料。

栽培部為了推廣圖書館使用和鼓勵會友閱讀屬靈書籍，盡
量於每期《崇暉》刊登「好書推介」專欄，藉此向會友推
介一些屬靈書籍，如果你也有好書介紹，我們鼓勵你投
稿到《崇暉》，與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你從書中所得到的亮
光之餘，你也會得到栽培部為你送上的書券乙張，以表鼓
勵。

另外，會友可以在教會網頁上進行搜索，可輕易找到圖書
館館藏資料；根據借還登記冊上資料統計顯示，現在每月
平均借用圖書及光碟人次約有30人，隨著明年教會升降
機落成啟用後，希望能幫助和鼓勵會友更多使用教會圖書
館，如果藏書使用量大幅增加時，相信教會就有需要添置
圖書館電腦化的流通系統了，我們也非常殷切期待這一天
的來臨呢！若要進一步配合現代社會的生活模式，圖書館
也可提供網上資源，包括一些靈修日引、栽培課程資料、
各種電子聖經、電子書和實用連結等等；但現階段無論在
尋找技術支援及資源添置，都需要搜集更多的意見和詳細
計劃，方可進行。栽培部很希望得到這方面的支援，其他
任何可以改善圖書館的建議，也無任歡迎！因為每個建議
都可能成為圖書館明日發展的方向，請你不妨給我們提供
有關意見，或直接與栽培部聯絡。

最後栽培部鼓勵你要多研讀聖經，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
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三16 -17)。現今信徒面對生活上各樣衝擊、「在這
彎曲悖謬的世代」，一定要裝備起來，透過讀聖經、參加
各類栽培課程及閱讀屬靈書籍，讓神的說話使生命得着改
變並應用在生活上，使靈命得以不斷成長。 

主題專輯:  栽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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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圖書館

差傳部 -《東莞短宣分享》 
伍子斌

作為基督徒，將神的福音傳到地極本來就是一個命令，我參與短宣也是遵行神的命令。跟差傳部到東莞短宣
不知不覺已有半年的時間，初到東莞教會時給我一個特別的感受，就是內地的弟兄姊妹對福音的熱切追求；
最近開始跟他們熟落後，發現自己都被他們熱切的心所感染，大家真是主內一家人一般。雖然只是唱唱詩，
祈祈禱、說說笑和吃吃飯，但神的愛可以從他們身上見得到。

感謝主！真盼望神福音在未來日子中仍然可以傳到自己的國家－中國。

成年部 -《歷久常新的愛》
11月4日舉辦了小組交流活動，是次為夫婦感恩聚會， 主題是《歷久常新的愛》，大家溫馨共聚，學跳舞、
玩遊戲，重溫成長點滴，經歷主愛更新，獻上感恩。
預告下次小組交流聚會在3月3日，主題: 家庭感恩。

部門足跡

胡雅華



6

常青部

洗禮

教會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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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部

洗禮

冼婉儀牧師按立禮

啟發課程及啟發營

教會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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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上帝的恩典
冼婉儀牧師

「在牧職事奉中我最深的體會是：我是一個無用的僕人，
我是不配的，一切全是上帝。早前出席了「教會改革運動
495周年感恩崇拜」聚會後，更令我體會一切全是上帝的
恩典，前面日子，在上帝的國度裏我要努力事奉，但心態
上一定要認定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如詩127:1記載：「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恩典叫我的生命要站立得穩，學習謙卑，不高舉人的能
力、榮耀與權柄，只知高舉上帝的名。恩典提醒我在前面
事奉的日子，要堅持及勇敢面對一切的挑戰。求主幫助我
的生命，正如詩班所唱的詩歌一樣，要降服在主的愛、懷
抱中，能常常數算主的恩典，不忘記上帝的恩情，時時刻
刻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不致在幻變的世界裏左搖右擺，
失去盼望。求主幫助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思全奉獻給主，讓
聖靈引導、指教我的心思。一切原是上帝的祝福，是上帝
所賜下的恩福，願一切榮耀頌讚全歸給祂。」

上述的分享是11月25日按立禮時，由我代表其他按立傳
道作出整體性的述志分享。在按立禮後，「崇暉」編輯希
望我可以分享我個人的有關被按立牧師的心底話，當一執
筆時，又再次想到上帝的恩典……。

記得在去年朱牧師建議我為「按牧」一事禱告時，當時我
回應了朱牧師一句說話：「若這是『眾人都以為美』的
事，我就會留心去作。」我很想確知這事是否上帝的心
意？對於我來說，「按牧」是一件很「戰兢」的事，「按
牧」並不是「升職」，而是盼望能夠幫助弟兄姊妹服膺被
按立者屬靈權柄的一個群體見證，這亦是上帝給我一個莫
大的恩典﹗「按牧」亦令我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

1. 在按立禮當天，姊妹們為我的儀容及禮袍悉心照
顧，同工、執事們亦悉心地打點一切，實在無言感激。
從相片中，看見大家燦爛的笑容，實在是給我莫大的祝
福……。

2. 起初我曾為一事記掛的，便是擔心「按牧」後會
否與弟兄姊妹產生疏離感呢？但感恩的是，這疑慮於按牧
後便很快就消除了，相反，與弟兄姊妹的關係更加緊密。
每次弟兄姊妹稱呼我時，總是給我一份很親切的感覺，現
在我擁有不同的稱謂，例如：同工們叫我「Ruby」，弟
兄姊妹會稱呼「冼牧師」、「冼牧」、「Ruby牧師」，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稱呼我為「牧師姐姐」﹗

3. 相信弟兄姊妹和我也需要時間一起去適應我這個
角色上的轉變的。「冼姑娘」這個以往慣常的稱呼，直至
現在也有部份弟兄姊妹掛在口邊，但當他們回到家後，卻
又用Whatsapp向我致歉﹗其實，弟兄姊妹，請不要介懷
一時間未能改變過來。

4. 在這段時間，我很感受弟兄對牧者的關注。有不
少弟兄姊妹擔心朱牧師會否離開教會？我又會否被調往總
會？在此我很想釋去大家的疑慮，朱牧師和我都會繼續在
「筲崇」事奉的，我亦深信牧者能穩定在一間教會事奉，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盼望前面日子，我仍需弟兄姊妹繼續以禱告守望我的生
命，我只管學習每步跟隨主，求主幫助我成為一位「看得
遠」、「心靈寬濶」及「謙卑」的牧師。再者，也請記念
我丈夫Matthew的適應（曾有人問應如何稱呼他：「師
公」、「師爸」、「師丈」……？他說：「Matthew」
便可以了）。祈求天父引領我們夫婦二人懂得在這新的轉
變當中，更加同心在事奉路上奔跑下去。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相信大家記得有一
節我很喜愛的金句，就是「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
的一切厚恩。」(詩116:12)按立禮後回到家中，有一位姊
妹Whatsapp了「全年好日曆」11月25日的金句給我，當
日金句竟也是詩116:12﹗我深信這是上帝給我親自的確
定，實在有說不出的感動﹗

開心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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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上帝的恩典 我與詩班
張婉華口述       張詩敏撰稿

我從2004年開始加入教會詩班，到現在都已有8年了。初期，總覺得詩
班員的紀律不太好，例如遲到、早退，後來才知道他們身兼數職的事
奉，才有此情况出現，自己的心頓時就釋然了。詩班的指揮和司琴為詩
班所付出的心血，是我最為感動的。現在我覺得詩班員都很委身事奉，
而自己對詩班也愈來愈有歸屬感；另外，我感到獻詩及詩歌不但能感動
別人，對自己的靈性也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在不知不覺間長進了不少。

婦女部聖誕慶祝
張詩敏

崇真總會婦女部在十二月八日舉行了「聖誕崇拜暨頌讚會」，當日由詩班的一位姊妹帶領會眾敬拜，
而我也有幸與其中一位詩班員的姊妹協唱。會眾當中有來自不同堂會的會友，當我們敬拜的時候，台
下會眾有用搖玲伴奏、有用拍掌唱和，令整個崇拜氣氛也活潑起來，也令到我這個「協」唱者頓然放
鬆起來，更能溶入敬拜中。頌讚會的其餘項目，包括由總會婦女部及其他堂會的教友或詩班員獻唱，
當中有陽光詩班及救恩堂的舞蹈，當然也有我們的迦南詩班，最後大家以「讚美操」去結束整個聚
會。

當天的頌讚會以不同的組合及方式表達，最終都是為了達到那唯一的目標 ── 敬拜及稱頌上帝。第一
次參與這次頌讚會，使我印象難忘！

開心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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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家 
伯特利小組 - 李永堅夫婦

回想十四年前因著弟兄姊妹的愛心引領我到筲崇，開始的時候其實是不容易的，信仰剛起步，聖經內容故然一竅不通，
又不懂得一些教會禮儀，連祈禱都不懂。教友們都是熱情友善的，面對著百多位教友，真不知道怎樣去開始，對教會生
活未能適應。

當時「伯特利小組」組長的女兒和我女兒是同校同學，他就邀請我倆加入了這個小組，我們便開始和一小撮人熟悉起
來，亦開始認識教會生活。所以小組是我走進教會的橋樑，小組餵養是我信仰生命成長的搖籃。

透過2005年啟發課程的服侍，新增加了組員，現時恆常出席的組員有十人。我們大部份組員都參與教會不同崗位的事
奉，亦有報讀「生命之道查經課程」，「門徒課程」，「但以理學院職場宣教操練」和神學院的「神學課程」。

感謝馬弟兄熱情款待，開放居所讓我們到他家中開組，預備愛筵一同享用。各人分工合作：有負責聯絡的、帶詩歌敬拜
的、帶查經的、祈禱的、甚至做飯燒菜的；各顯所能，互相守望扶持，互相鼓勵，互相服侍，互愛互信。我們一同分享
詩歌內容，查考神的話語，分享大家生活上的點滴和感恩，更為到各人的家庭代禱。小組就像一個充滿溫暖和愛心的家
庭，每次聚會，靈糧和肚子都得到飽足。姊妹們甚至覺得較「回娘家」更歡喜快樂。

感謝神， 因着衪的愛和恩典， 帶領我們回到父的家。

立拿組分享  
(一)    時光流逝，同輩朋友的父母親和自己的母親都年紀老邁，身體虛弱，活動範圍多受限制，幾年前開始我們姊妹小
組，建議並切實執行每季外出探訪姊妹們的父母親，其實，大家夾時間外訪確實有一定難度，因很多姊妹身兼不同的事
奉或工作繁重，但大家都願意「愛鄰舍如同自己」。受訪的長輩因身體虛弱，反應好像較緩慢，甚至沒有太多反應，但
我們仍深信他們內裡滿有快樂，而我們有機會服事他們，為他們禱告祝福，是我們的福氣，「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  Wai Siu                                                                                                                        

(二)  今年我們小組的活動可分為三個部份： 靈筵共嘗、 探訪、慶祝。
我們以讀聖經或屬靈書籍的領受在小組中分享，每人都有帶小組機會，使我們學習引導組員分享與禱告。

我們學習以詩篇敬拜及回應上帝對我們說話，我們浸淫在上帝的同在中，享受祂的臨在並帶領、陶造和深化我們的生
命。有一次組長分享她在書中的領受，作者教導我們要努力追求耶穌所賜的獎賞，原來我們願意花時間開小組，除了可
分享主耶穌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外，還可以得到將來的賞賜。

我們的探訪對象是組員的父母。我們學習以主耶穌的愛去服事、關心身邊的長者，實踐愛神愛人的命令；另外我們會為
組員慶祝生日，雖然好像又是飲飲食食，但原來「慶祝給生命帶來喜樂，喜樂使我們強壯！」─節錄自《屬靈操練禮
讚》。

但願我們的組員以喜樂的果子祝福別人，使人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門！  

-  梁淑嫺

開心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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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家 

立拿組分享  

小小羊兒要回家
江昆然

鬼鬼祟祟的小羊，乘著黃昏日落，小心翼翼地已經走到羊圈的邊緣。心想只要橫過眼前的一小段路，走進那不遠
處的樹林裡，牧羊人就不能再找到牠了。

小羊正要邁出腳步，忽然聽到聲音，循著聲音方向望去，赫然發覺右側有一頭大野狼；由於中間有樹阻隔著，故
此小羊未有發覺任何異樣。

野狼聽力甚好，嗅覺也靈敏，早已發現了小羊；牠剛剛擊殺了另一頭羊，飽餐一頓後，正悠閑地在休息。

狼： 哈哈哈，我今天走運，竟然有兩頭羊送上來！
羊： 我…我不會怕你的，你這惡狼，有本事便放…過…馬…馬…來……
狼： 啊哈哈哈，好勇敢的小羊啊！你今天走運，我剛吃飽了，真的很飽，所以我吃不下你了。
羊： 你…真…的不吃我？
狼： 小小羊兒啊，我只是頭野狼，並不是冷血的「殺羊狂」。吃飽了，我也懶得走去胡亂的殺。看！躺在這裡 
 欣賞日落不是很好的享受嗎？
羊： 那你…你…為什麼殺我的同類？
狼： 我只是善用上天賦予我的技能找食物，我知道這裡是羊兒出走的必經路線，只要守株便能待羊，你能怨我 
 什麼呢？要怨的就只能怨你們經常出走。小小羊兒啊，告訴我，你們為什麼要離開羊圈，那裡不是有吃不 
 盡的青草嗎？
羊： 羊圈不但有青草，還有甜美的溪水，但羊圈事事都有規律、有秩序，我不願呆在那種淡而無味的環境，我 
 希望尋找更刺激的生活。我經常遙望前面的樹林，想著或許那裡有更有趣的事物。雖然牧羊人說那裡危險
 ，不過我不大相信，其實有別的羊都已偷偷地走了過去。
狼： 偷偷地走了過去？算了吧，牠們未到樹林便也全都給我們殺了，都在我們肚子裡。
羊： 為什麼你們這樣殘忍呢？
狼： 你們不離開羊圈，我們便殘忍不來；若你們能安安靜靜地生活在羊圈的話，我們不是餓死，就是要被逼遷 
 移到另外的地方覓食了；你們有沒有想過因為你們的愚蠢，企圖離開秩序、擺脫規律，才把自己帶到我們 
 的牙齒和利爪面前？這是你們對自己殘忍才對呢！
羊： 那我應該回頭走，還是向前闖？
狼： 為什麼你把牧羊人的忠告拋諸腦後，卻向野狼追問有關自己生命的決定呢？你可以往前走，但我不能保證 
 前面還有些什麼野獸。當然，你可以再呆在這裡一會兒，待我消化肚裡的東西再把你吃掉！
羊： 那我還是趕快回家吃飯了。

小羊掉頭便走，它的身體很快便隱沒在一片剛罩下來的漆黑夜色中。

在跑回家的途中，小羊心裡的恐懼感逐漸散去，思考能力慢慢恢復，想道：這野狼傻的嗎？有機會也不殺我？明
白了，一定是我剛才強裝鎮定嚇怕了牠。

小羊的心底泛起另一次出走的衝動，這衝動不知從何而來，存在心中，驅之不去，它在小羊尚未返抵家門之前已
經形成，並把剛才險死還生的可怕經歷吃過乾淨，乾淨得就像野狼吃掉了羊一樣！

開心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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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有好壞？  
朱永生牧師

 數周前「聖樂敬拜主日」講員在午堂的信息中曾提到「廢歌」一詞，在會眾中引起不同的迴響。我相信這是講員因為著
緊在教會中的「聖樂」素質良莠不齊有感而發之辭，頗有中國傳統中「愛之深，責之切」的意味。但這一辭彙聽在現代
人耳中卻不甚舒服，像帶有輕蔑之意的貶詞。我想需要就此作出一些回應。

就如我在崇拜當天曾指出，我認為「教會音樂」只是一個「容器」，當中盛載的內容才是重點所在。但容器本身也有不
同的品質及作用。如保羅說：「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
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2:20-21) 一首詩歌是木瓦還
是金銀？端在乎作曲者是否以「誠實心靈」還是「虛情假意」去創作，而不在乎音樂形式；再者不同的器皿也會因應不
同場合而被使用：如在新界圍村吃盤菜，大家是用平價食具而非高級瓷器；但在高級餐廳用餐，都會使用銀餐具。對於
一些從未進教會的朋友來說，坊間大眾文化音樂是較易接受及引起共鳴的音樂形式；但對一些已返教會數十載的信眾，
當年他們已學懂的傳統詩歌最能引起感動。這裡的重點當然不是要分貴賤，只是說明不同場境需要不同樂式配合而已。
當然，若詩歌創作者能夠有正式的音樂訓練，這對他所創作的詩歌素質必定有所提昇，如「讚美之泉」的始創者游智婷
姊妹本身便是一位受正統音樂訓練的音樂碩士。所以我也鼓勵有音樂訓練底子的弟兄姊妹考慮在聖樂事奉中進深受訓，
提昇素質。但這不是一個絕對的限制，像很多繪炙人口的民謠 (包括我們的客家山歌) 也不是由專業樂人巧手成曲，而是
普通村民以赤誠之心率性而為之作 (就像流行國內教會《迦南詩選》小美的作品)。

我希望大家的判斷不是以「傳統聖樂」與「現代敬拜詩歌」作一對立。其實一首詩歌是否夠格成為 “classic”，非只
因其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因素所致：旋律，歌詞，編曲，環境，聽眾，歌者 … 不一而足。現代敬拜詩歌如： “The 
Spirit Song”, “Shout to the Lord”, “讚美之泉”, “讓讚美飛揚” 等也漸成這一代信徒的 classics。其實在70年代成
長的信徒，也有其當時的現代詩歌classics如: “Love was when”, “In the image of God”, “He”, “年輕人”, “As 
the deer” 等。也有一些是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被特定的群體所喜愛尊為金曲的詩歌，像筲崇的「啟發課程」也有一首
classic “在你慈恩裡”，可能是啟發的參與者會更多感受當中特別意義的，就像“Edelweiss” 對奧地利人而言，也是
別具意義的一首歌。另一方面，其實在傳統詩歌本中數百首歌，一般信徒熟悉的通常只是其中的30%-40%，卻也有一
大部分是我們一次也沒有唱過的。

音樂世界本身自有其汰弱留強的過程，所謂「廢」者，若只是形容一些樂曲的存廢現實，不能叫人感動的詩歌，最終都
會消失於浩瀚的樂海中。那麼「廢歌」可以是一個不帶褒貶的用詞，我們當可接受。若在教會的音樂世界中，大家能彼
此尊重，不以是否出於專業手筆來衡量一首詩歌的價值，這會是教會的福氣。

單元五 - 年長兄姊見證在主內「活得夠恩」  
150周年堂慶籌委: 許戈

一百五十周年堂慶專欄 

十月二十八日是常青部迦南團聚會，冼牧師和我們一班部委特別安排了以150周年堂慶為主題的周會。聚會中年長兄姊
帶來不少私人珍藏，當中有珍貴的大合照、詩班獻唱的照片，還有數張剪報，記載筲崇中小學的變遷、歷史的時刻。
作為年輕一輩的一眾部委們，見到兄姊們滔滔不絕，回首同讚主恩時，無不喜樂萬分。朌望他朝輪到我們成為年長一輩
時，也同樣懂得感恩，無忘上帝在自已身上滿載的恩典！

香港筲箕灣崇真堂出版
督印人：朱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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