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喜悅

朱永生牧師

從去年10月起，一連串弄瓦弄璋的浪潮席捲筲崇這個
大家庭，觸發「筲崇嬰兒潮」，這個現象曾在我女兒
出生那兩年間（即1987及1988年）也曾出現過。是
否每逢大約25年就會出現的潮漲現象，我不得而知，
但感謝主的是個個BB都是趣緻可愛，帶給父母的喜悅
不在講，整個教會也充滿了新生的喜悅！現在每逢主
日崇拜後，弟兄姊妹們都增添了額外節目：抱抱BB、
逗弄他們說話或有所動作、拍照留念 …。
若然肉身的嬰兒出生也帶來大大的喜樂，那麼屬靈生
命的誕生在教會裡是否也會成為我們的焦點及喜樂的
源頭？若我們是在屬靈的「懷孕期」，我們又會否作
好預備，迎接新生命的誕生？在上一期「崇暉」，我
曾提及教會的主題是把信徒的生命劃分為「新生期」
、「成長期」、「壯大期」，「新生期」是由一個信
徒回到教會開始，由慕道到決志信主到接受洗禮，我
們預計這段時間大約為期1-2年。當然，每一個信徒
的信主及初生成長的經歷都很獨特，不能一概而論，
我們也經驗過一些慕道者超過數年探索才決志信主，
也有一些信徒因種種緣故要多年後才接受洗禮，但這
些都應該是較特別的情況而不是常態（這裡指的是成
年人而非少年或兒童）。一個慕道者心裡的種子何時
發芽，就像多個撒種的比喻中所說，它埋在地裡如何
變化，我們不得而知。為何一些人對福音有正面反
應，反之有人卻未能經歷上帝恩情，這是一個天國的
奧秘，非由我們（教會）所能控制。我們能作的是提
供適切的環境，好的屬靈土壤（合乎真理的教導），
足夠的陽光、水分及溫度（美好的敬拜生活及弟兄姊
妹彼此相愛的見證）及園丁悉心的照料（傳道人、長
老執事、導師組長等的牧養關顧），好讓幼苖能有機
會結出果子，收成30倍、60倍、100倍。
生命的成長當然不是機械式的程序，但也有一些普遍
的經驗可作為初生信徒信仰生命健康的指標。初生的
基督徒像每一個剛出生的嬰孩一樣地好奇，也要學習
過信仰生活學得最快最深刻的階段。就像小雞破蛋殼
而出，第一眼見到的就是「媽媽」。若我們在這個階
段，可以給與初決志信主的弟兄姊妹正確的指引及真
誠的關愛，在他們的心靈裡必定充滿溫暖、喜樂及對
主清晰的獻上。我們期盼每一個進入教會的朋友都能
夠先經過「啟發課程」的「啟發」，理解我們所信的
道及經歷主藉聖靈對我們生命的更新，同時可與我們
一些弟兄姊妹相熟了，更能夠在以後的教會生活中穩
定地參與小組生活。若一位慕道者在啟發課程中決了
志，最理想的跟進方式，就是他能夠在教會的一個小

組內，獲得成長的造就，讓他新生的喜悅轉化成為根
基穩固的深層信念。因此我們現在為新小組第一年聚
會所設計的內容，都是以「初信成長八課」、「基督
生平」及「價值觀重整之旅」的教導作核心，讓小組
有一個鮮明追求的方向及目標。
我們亦會鼓勵初信的弟兄姊妹開始參與一些簡單及合
乎他們能力所能達到的事奉，當中最自然的是他們能
為主作見證，把他們生命改變的歷程及感受與別人分
享。另外如禱告、事務的支援、招待的工作及協助啟
發事工等也是很合適的崗位。我們體會到教會人人都
事奉的寶貴之處，切忌形成錯誤的觀念：以為事奉是
一件很艱深難行的事情，只有資深者才可承擔。這會
扼殺了初信者對教會的熱誠及投入，久而久之會叫教
會多了一層「主日基督徒」的靜態會眾。
我們期待這個「新生期」約為時一年，我們會鼓勵他
們在1-2年間接受洗禮，成為本堂會友，以實現聖經
所教導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的自然過程，讓這
些弟兄姊妹正式成為崇真大家庭的一份子，並開始學
習承擔這個家的責任及本份。每一次教會洗禮都充滿
著感恩與喜樂，因弟兄姊妹能夠在新生命的根基處站
穩，我們便感到一份滿足及放心，並體會到保羅對帖
撤羅尼迦信徒的心意，他如同母親與父親般建立及記
念他們(帖前2:6-12），最終叫他可安心的是他們能穩
站在救恩的台階上：「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
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
他面前站立得住麼？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
的喜樂。」（帖前2:19）
四月教會的主日崇拜周刊也改版了，變得充滿色彩及
動感。願筲崇的新一代也像周刊上的小女孩一樣，舉
目向天，看著大樹的頂巔，心裡充滿期待之情，終有
一天她能長大成人，成為一個帶給別人祝福的美麗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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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簡介

呂玉如姊妹

柬埔寨約有一千三百多萬人，首都金邊人口
約95萬。由於戰亂、貧窮、醫療系統不發達,
其中以愛滋病最為嚴重，造成該國壽命平均
58.92歲。死亡率高、尤其是嬰兒的死亡、人
口成長率低，構成人口結構不均，性別比例
以女性較多。
1976-1979年，「赤柬」統治時期，共產
黨專政，估計當時約有二百萬柬埔寨人被
殺，當中90%的佛教僧侶和基督徒因而喪
生，只有少數信徒倖免於難，稱為「紅
色大屠殺」。於1993年，在聯合國駐柬
機構及和平部隊監督下，通過新憲法規
定國體為世襲君主立憲制，國名改回「
柬埔寨王國」。目前佛教是柬埔寨的國
教，僧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佔總人
口95%。
久經戰火的柬埔寨，有三分之一的成年
人是文盲，平均每一個家庭有四至六名
小孩期待撫育。貧窮是現今的嚴重社會
問題，還有戰爭所殘留的未爆地雷、官員
貪污舞弊，正是百廢待興。近年政府實行
自由市場經濟，對外開展，爭取外國和國
際組織的援助；更因有世界聞名的吳哥窟
古跡(西元九至十五世紀的吳哥王朝遺址)
，吸引各地遊客，刺激了旅遊業的發展。
相較其他東南亞地區，柬埔寨是容許宣教
士自由入境工作和建立教會的國家，國外
差會可以透過社會服務、神學教育等各種
福音事工，見證和傳揚基督。現時約有十三
萬名基督徒散佈在全國兩千多間教會中。
柬埔寨約有三十多萬華僑，大多數集中在
首都金邊。他們大部份都生活在困難、孤單
和惶恐的境況下。現時金邊約有七間華人教
會，其中有籌辦幼稚園和孤兒院的，全由外
地宣教士牧養。除了華人福音事工，還有當
地柬埔寨人的禾場，然而作工的人少；無論
是佈道、開荒、植堂、或是帶職宣教的事奉，
都有極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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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分享 (一)

趙善富
二月五日的清晨，帶着興奮與忐忑的心情，開始柬埔寨短宣的旅程，甫到埗便有生命樹機構當地同工的接
待，很感謝他們的付出，旅程中有以下一些深刻體會與大家分享：
1. 水 ─ 鄉村每户門前都有幾個大水缸，用以盛載雨水，儲備作日常使用；在三天的探訪中留意到他們對水的
珍惜，亦令我體會到福音的重要。生活在物質豐裕的地方，誰會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大家內心只渴望金錢，
權力 ……，心靈早已乾涸！但主的話語猶如甘露，滋潤朽枯的靈，讓生命轉化，而且取之不盡。
2. 戰争 ─ 柬埔寨於70-80年代經歷「紅色高棉」的戰禍，接近三分一人口被屠殺，那創傷至今仍未復原，影
響深遠，經濟落後，人民較保守，到處都充斥著偶像。求主憐憫，讓他們也能夠享有主所賜的平安。

劉慧玲
能夠再次參與「柬埔寨短宣」之行，是主給我最好的「愛的禮物」。
跟隨當地的牧師Bunthoeun入村探訪，親身體驗農村簡樸的生活；要為約70多位的小朋友安排四個多小時不
同的戶外活動，絕對是一個挑戰！探訪華人宣教士的工場和參與華人教會聚會，讓我知道當地人的需要。看
到以前是CPCDO孤兒院的小孩子，現在搬入了新的院舍，環境有所改善，我向主獻上感恩。
想起詩歌《恩典太美麗》的最後一句：「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袮是最尊貴！」
感謝主這麼愛我們，讓我們一同學習以祂的大愛去愛人。

Winnie Lam
信主以來，天父把許多恩典給予我，所以參加了這次短宣，希望藉此回應天父對我的看顧；也讓我在他方的
服事，多一點點的體會。
記得出發前，我對「短宣」是一知半解的，對柬埔寨亦只有表面的認識，應該是很「貧窮」的一個地方吧！
數天行程，讓我有很多機會接觸當地人，與他們談話，感到友善、舒服！和當地的小朋友接觸的時間是最
深刻的(這是我參加短宣時極希望實現的事~^^)，仍記得和村裡幾十位小朋友玩遊戲的情景，即使簡單的遊
戲，他們也會玩上很長的時間，還會為小禮物而歡欣！他們讓我明白到滿足、快樂活著是多麼美好!!到孤兒
院探訪小朋友，也叫我難忘，看到他們即使沒有家人，也活潑快樂，與我們相處時也非常熱情！和他們比較
起來，感到自己一向承受壓力的指數是偏低了吧！感謝天父讓我和這樣純真的小朋友有接觸的機會，並且有
所得著。
經過這次短宣，讓我知道有很多人需要福音和關心，感到自己要好好學習主耶穌服侍人的樣式，才能得力，
繼續關心別人。再次謝謝天父，給我這次寶貴的屬靈體會。

謝振昌
人一生裡總有為着種種的原因，參與長短不一的旅程，把我們帶到不同的目的地。到柬埔寨短宣對我而言，
是一個洗滌心靈和滿載感恩之旅。與當地教會交流、和宣教士交談、到孤兒院探訪，都讓我深切體會到縱使
在地上有不同的地域與文化，我們都是相信同一位神，同屬一間教會。以為在事奉付出時，卻往往讓我們有
所學習─從交流與禱告中看到柬埔寨弟兄姊妹更多的順服與信心。
感謝神，讓我有學習和體會的機會！讚美神！！

來吧！柬埔寨福音的門戶已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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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顯曜
感謝神的恩典今次短宣能平安及順利完成，當中經驗了神的愛及聖靈的帶領。
1. 按著當地的需要，今次向會友徵集物資，雖然沒什麼呼籲，但反應很好，可見弟兄姊妹除了在禱告外，亦非常關心及
樂意在各方面參與及支持柬埔寨短宣。這次買的是團體機票而需要5點多到達機場，特別感謝有幾位弟兄清早特地送我
們到機場，他們的關愛，在離港時寒冷的天氣，特別感到溫暖!

我們的分享

2. 今次探訪村民能接觸多些已信主的村民，了解他們的信仰生活。如一位年青姊妹在當地製衣廠工作，她分享了在工作
上得到晉升而感恩，亦開始向同事傳福音。我們分享了服事主的喜樂及主必加倍祝福愛神的兒女的經歷。另外有不同的
姊妹告訴我們，她們每週日都到教會敬拜，但丈夫卻仍忙於採椰糖(村民在旱季的主要收入)而沒空陪她們到教會。那個
大自然環境正好藉馬太福音6章(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鼓勵她們一家要有信心倚靠神生活。

李恆信

3. 生命樹機構在柬埔寨的牧師Joseph，在整個探村過程均與我們在一起。一次吃飯其間，談論到關於泰國-柬埔寨邊境
為爭奪一個佛教廟宇而正在開戰，Joseph認為泰國的入侵非常不合理，還覺得泰國會戰敗，因為柬埔寨人較強悍，並
且久經戰事。願神能醫治及改變柬埔寨人，用愛及信仰征服她們敵意的鄰邦。

這次是我第二次到柬埔寨短宣。這次去的地方跟上次很不同，自己亦從中體會了不同的東西。我於隊中是負責兒童活動
的，所以要設計不同的遊戲給當地的小朋友。出發前的準備縱有不足，但當看到小朋友們快樂地參與、投入及享受，
就感謝神在當中的補足。另外，探訪農村時，我有機會為不同的家庭禱告及向他們傳福音；雖然今次沒有探訪孤兒的機
會，但自己於不同崗位上也有得著和學習，獻上不盡的感恩!

鍾惠琼 ─ 柬埔寨短宣分享‧2011

李少霞 ─ 柬埔寨2011‧感恩之旅

感謝神帶領我們夫婦二人可以再次參與今年的柬埔寨短宣，一起服事、經歷主的恩典。短宣隊行程第三至第五天上午去
鄉村佈道，心情有點緊張。我們每天早上探村，大家分作六小隊，以下是一些較難忘的經歷：
（一）當我們探訪一個家庭時，兒子剛看過醫生，因他早前不慎從樹上跌下來，正在床上休息，他的媽媽便扶他下床與
我們閒談，他還給我們看他的傷口。他看來不太開心，可能仍有痛楚吧！隊員謝振昌弟兄給他按手祈禱，求神醫治他。
（二）有一家只有媽媽和三個孩子在家，丈夫到了邊境的軍營受訓，準備與泰國打扙，那位太太非常担憂，面帶愁容。
也曾探訪另外一家人，只有媽媽與一位孩子，記得那家的牆很特別，貼滿年青男女的海報，洋溢着青春、熱鬧和快樂。
她的丈夫到外面採糖，她的健康不太好(曾入醫院)，她很憂慮自己的健康。我用五色珠向他們傳福音，並為這兩位媽媽
祈禱；我為她們禱告完畢，送上五色珠後便離去。後來謝振昌弟兄告訢我，她們在祈禱完後都眼泛淚光、很感動的樣
子。原來我一直沒有注意到！有機會為她們祈禱是我的福氣，願她們感受上帝的愛和恩慈，求神保守她們的健康、她們
的丈夫可以平安回家。

今次再三去柬埔寨，是要兌現對「彩虹橋」一個小朋友的承諾。沒想到今次的計劃行程，並沒有包括探訪「彩虹橋」，
頓時令我覺得有點兒失望，短宣的熱誠也好像退卻了！但感謝天父，柬埔寨的每一天的行程，都再次燃起我內心裡對短
宣的一團火。
今次的行程較短，但能夠多點了解當地華人宣教士的工作及勞苦，也可以知道怎樣為他們祈禱守望。第三至五天我們都
在一處偏遠的村落教會服事，與那裡的傳道人一同去探訪村民，並為他們作牙齒檢查、舉行講座及佈道會。能夠為那些
村民作祈禱守望及奉主耶穌的名為他們祝福，實在是我的榮幸及福氣！

每次我們用五色珠傳福音後，必會邀請村民接受耶穌，當他們表示相信，會為他們祈禱。後來才知道，他
們願意相信，很多時只表示他們多信一位神，下一次我會清楚告訢村民，天下間只有一位真神，而衪很愛
我們 ……
感謝羅醫生與短宣隊同行，可以提供牙齒檢查及包括福音信息的牙科講座，黃淑儀姊妹負責掃氟(fluoride)，我協助羅醫生記下有問題的牙齒。對於這個新的崗位，我感到非常有趣新奇，不單知道一些牙齒的
常識，而且讓我們一隊人有愉快的合作和事奉的機會，非常感謝主。牙科用具的消毒工作由劉顯曜負責，記
得羅醫生還吩咐他要小心清倒污穢的漂白水，不要傷害村民和小童，也不要傷害植物，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
污染。
回到香港後，除了為自己周圍的事和教會禱告之外，還會為到短宣隊所遇見的人和事禱告，特別是那位受傷的男孩、兩
位有憂慮的母親、從香港去的兩對宣教士夫婦、Happy Land孤兒院的孤兒等等。
願以歷代志上4：10雅比斯的禱告作為我的禱告並與各位共勉：
「甚願祢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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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光明
在短宣體驗中，讓我能與一眾弟兄姊妹同行服事，察驗隊工和肢體合一的寶貴和重要；在屬靈爭戰中與弟兄姊妹緊緊結
連於基督，謹守崗位，為主作見證。此外神更能讓我看見宣教士家庭的重擔和那份外人難於明白的孤單感，卻也看到那
在他們心裡耶穌基督不滅的愛，教我回港思想日後當如何為他們禱告和服事。
在短短幾天裡，神也讓我看見人的貪婪和罪性。有一天的靈修經文提到「麥子和稗子的比喻」，對我有著很大的提醒。
稗子在教會中仍未被除掉，不是神的縱容和無視，乃是神的恩典；時候到了，稗子便被拔掉，扔在火裡。罪躲藏在神
家，是無可避免的，人若稍一不慎跌倒，便被遍地遊行咆哮的獅子吞噬，反要時刻警醒，靠著聖靈的帶領和保守，教會
弟兄姊妹的互相守望、代求和提醒，將「老我」釘死，免至失腳。

胡雅華 ─ 福音的大能
第一次接觸柬埔寨的土地和當地的人，見證福音的大能，對上帝的信靠。柬埔寨人經歷「赤柬」時期，受到極大的傷
害，無辜者血流成河，當中包括不少華人信徒。是次有機會探訪華人宣教士及當地最大的華僑教會，聽到曾有200人的
教會，在「赤柬」後只可找回7人；教會經歷苦難後現在又興旺起來，全是主的恩典。
探訪柬埔寨村民時聽到一些婦女分享生活雖然艱難，但主的供應是足夠的；她們懂得感恩，更會與人分享福音，到教會
幫手。我見到她們心靈是富有的，而且懂得分享和感恩，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我們在香港生活可算是充足，比很多柬埔寨人富有；我們的社會尚算平安，未曾經歷甚麼災難，今天我們從上帝得恩，
豈不是更要與人分享嗎? 願意我們的生命都能夠為神付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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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剪影

青成部 - 「約會有情人」(13/2/2011)

「生命之道課程 ─ 但以理書」

分享

冼婉儀姑娘
最美好的相遇，就是認識神；最動心的言語，就是神的話。
最知心的陪伴，就是神的擁抱；最充足的能力，就是等候神。
讓神的話語，幫助我們面對生命中的關鍵時刻。
很感恩能夠與九十九位弟兄姊妹一同查考但以理書，盼
望在教會中建立查考聖經的文化及彼此分享上帝話語的
氣候！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在「馬太福音查經班」再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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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部講座 -「父母秘笈」 (19/2/2011)

李玉玲
在小組組長鼓勵下，我和幾位組員都參加了生命之道的但以理
書查經課程。
與那麼多人一起參與查經課程，心裡有點戰戰兢兢。正式
上課後，發覺學習氣氛是既熱鬧又輕鬆，大家都懷著愉快
的心情去學習和聆聽神的話語。每次大伙兒先一起唱詩、
敬拜神，接著就是小組的分享時間，大家一起討論及分
享要查考的經文內容和問題，最後導師會深入講解、分
析經文的內容和重點，使我們更加明白神的說話和提醒；
導師講經文時都很生動有趣，讓各學員能在愉快的氣氛下
學習。
實在很感恩能有機會參加這次的查經課程，使我學習查考
經文並更渴慕神的說話和教導，靈命不斷增長！神為我們
預備最好，盼望弟兄姊妹都能把握機會一同參與，一起
經歷這愉快的學習、一起聆聽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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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部退修會 - 「我要成長」- (11-12/3/2011 )

尹玉芳
從幾位資深的弟兄姊妹得知「但以理書」是一卷很難理解的
經文，特別是後六章的異象。對我這個對聖經無從入手的初
信者來說，報讀「生命之道：但以理書」之查經班，完全是
一個挑戰。真的要感恩，因上課時間相撞關係，當初我想放
棄報讀這個查經班。但在組長及弟兄姊妹積極鼓勵下，我嘗
試申請把原本的課堂稍作調動，因涉及其他學員關係，所以
要等待回覆。那時我能做的就只有每天祈禱，求主為我安
排。等了三整天，從手機轉來的回覆，我調動課堂的申請被
接納了，所以今天我才可以跟大家一起在查經班學習。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晚上，戰戰兢兢地步入小學六樓禮堂
參加第一課查經班。經過講者講解「全書導論」和每次在家
預備下一課的「查經作業」，現已略懂讀聖經的方法。另
外，在課堂上的小組分享和講者風趣幽默的深入講解，令我
在輕鬆的環境中領受到上帝在聖經的話語。
記得講者梁國權先生在第三課的一番話和分享經文中四個重
點：「生命之道是在於我們從上帝話語中得著的意義，不是
為了滿足求知慾和好奇心。
（一）追求均衡生活 ~ 健康的重要；
（二）基督徒的優勢 ~ 有耶穌無難成的事；
（三）人生路上須有三兩位好朋友 ~ 能彼此守望支持；
（四）把握機會，見證耶穌。」他再次提醒我要學習上帝
話語，並將當中的得著應用在日常生活裡。
「耶和華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極其深！」
（詩篇 92 : 5）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
慈愛離開我。」
（詩篇 6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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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課程 ─ 但以理書」

第 56組 62組分享

分享

陳慧兒

詠怡:
柏謙:
浩欣:

很感恩讓我有機會能夠上這個課程，當中學到用一個全新的角度研讀聖經，非常有意義且很有得著。
每堂的功課可以令我好好備課，上課時可以更加專心。
生命之道這課程令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不再是「故事」了，但以理書充滿著對我們真切的提醒，充滿著值得我
們學習的榜樣。我最感恩的是透過這次研經，我學會更敬畏神和信靠神。希望能繼續和神建立親密關係，和弟
兄姊妹繼續渴慕親近神。
恆信: 參加生命之道查經令自己讀聖經更認真。從每次的功課中令自己對經文的字眼更留心，以致自己對每次的經文
有新的體會。每次老師(梁國權先生)的講解令自己在生活上有不同的提醒，願自己在馬太福音的學習上學習更
多。
皞文: 經過8堂的生命之道課程，讓我更明白但以理身上所發生的事和他在那時代的歷史。最重要的就是末段的預言，
更清楚明白認識耶穌的重要。
Pierre: 平時查經，不會特別逐句仔細查考，今次的生命之道，啟發了我用不同的角度查考聖經，以觀看體裁、文法、
主題等方式帶出經文的意思。感謝神，讓我對查經的方法有所得著。

生命之道 – 職場之道

很高興與教會九十多位會友一起尋求主道，參加了「生命
之道-但以理書查經班」。我在小組中擔任組長一職，如
何帶領組員在時限內討論完習作？這對於我是一大挑戰。
課堂的紀律非常嚴謹，課堂準時於七時半開始，遲到者需
於會眾在唱完第一首詩歌後，才可以進入會場；大會並要
求組員每次必須於八時前到達，否則當缺課計算，八次課
堂中只可缺席兩次，我認為這些要求可幫助我們更認真投
入這次學習，當然也是有一定的壓力呢！
雖然每次習作也會要求我們分析經文結構，但也從中體會
但以理如何在職場作好見證，但以理學院同樣鼓勵我們於
職場中雙職事奉，研讀但以理的經歷提醒了我們在職場上
要靈活應變，但時刻以主為念。
我們的小組在課堂期間也添了新成員，便是Jacky及Sam
的女兒，她提早了三星期出生，「生命之道」的胎教，果
然給予我們豐盛的生命！

呂學明
在機緣巧合下參加了「生命之道─但以理書查經班」。課
程共八課，有系統地硏讀此卷先知書，內容十分有趣，但
亦十分難於理解。
每星期四晚上約三百人聚首一堂分享大家的硏讀心得，是
一個有趣而難忘的經驗。最感動的是一批義工，無私地
奉獻自己寶貴的時間及精力，為要將上帝生命之道傳揚開
去，幫助平信徒更了解聖經及其中的真理。想更了解上帝
對人類及自己的旨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讀聖經，多聽
講道，及多實行其中的「生命之道」。

趙燕驊 – 讀經如此多FUN！
當我寫這篇分享的時候，今期「生命之道」的「但以理書查
經班」已不經不覺間到了最後一課，原來時間真的過得這麼
快！回想報讀之初，已聽聞一些弟兄姊妹對「生命之道」查
經班的推介和正面評價，因此我對這個課程亦抱有一定的期
望。
怎樣形容這八個星期上課的心情呢？就好像昔日追看一齣每
週只播映一集的電視連續劇一般，心裡總是滿有期盼的。當
然，追看電視連續劇，跟上「生命之道」課程所得着的並不
能同日而語！課程的安排其實很簡單，就是讀經，做功課，
上課時就是分組討論，然後聽課，由導師親自講解有關經
文。透過每週的作業及導師深入淺出的講解，無疑能夠幫助
我對所讀的經文有更深入的了解，然而，我覺得最珍貴和享
受的卻是每次「分組討論」的環節，透過組員互相討論，既
可互補對經文認知的不足，又可以彼此分享一些不同的體
會，例如我不時發現自己讀經時往往忽略了一些細節，而當
中原來會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啓示；我說互補不足其實不是太
恰當，因為大多數時間都是透過與組員的分享來補我自己的
不足罷了！但當中的感受，的確是滿 FUN！

朱永生牧師

#100

九十九隻羊，平平安安在羊圈內，得著悉心的看顧，每天被
牧放得草吃。但…不是有一百隻嗎？不見了一隻，牠可餓壞
了？外面有狼、有賊、有硝皮匠、有火窩店廚子…凶險得超
標了呢！曾聽說羊是最愚昧的牲畜，方向感差，認不得路，
如何把牠領回羊圈？

葉永宗
回想三十多年前已開始參加中神的聖經延伸課程，回想當日放工後，總是一個人拖着疲倦的身軀去上課。很感謝神，今
天讓我再有機會參加中神主辦的聖經課程，今次不再是一個人，而是和太太、女兒及九十多位包括老中青的會友一起學
習神的說話。兩個小時的課程包括唱詩歌敬拜神、分組討論和分享功課、最後講師講解經文內容和分享信息，很快便下
課了，時間一點也不覺冗長。
今次研讀但以理書，使我在信仰上有以下的反思：但以理在國破家亡下被擄至敵國的皇宮中，在無選擇下接受培訓，以
預備服務這一個信奉異教的國家。他的處境，令我聯想到在香港殖民地時代，服務港英政府的政務官〈AO〉。但以理
的智慧和能力〈包括解夢的能力〉都是鶴立雞羣，使他在仕途上能扶遙直上，但他一點也沒有自傲，相反凡事將榮耀歸
給上帝，並每每將他的獎賞與他三位同胞分享。最難得的是他在多番被陷害並得到平反後，沒有向他的敵人加以報復，
反之他仍是忠心耿耿，殷勤和謙卑地服務了三個王朝。
環顧今日的香港，無論議員、傳媒或市民動輒都向別人問責、投訴、遊行示威和抗議的行徑，顯然和昔日
但以理的處事模式大相徑庭，讓我們學習但以理以不記仇、以和平、以愛和不問回報的態度去服事社群和
教會。

呂雪梅(KATHY)
當初抱著一試的心態去報讀「生命之道 – 但以理書的查經課程」，因為之前從未有報讀過類此的查經班，擔心課堂會否
很沉悶？會不會很難明白？功課會否艱深難做？很多的問題纏繞在心裡！當正式踏進課堂後，當中豐富的得著，靈命的
更新，便取代了哪些「問題」！後來還很期待及珍惜每一個課堂和小組的分享。
課程也使我學習到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聖經的教導，對於我無論在日常生活及聖經的學習上，都有很大的幫助。其中最
深刻的是第四課，師母講述但以理三個朋友被扔進火窰的故事及其兒子得了罕有病症，在祈禱後兒子仍未能獲得醫治，
但她還能以感恩的心去回應上帝，真的震撼了我的心靈！她親身的演繹，使我們真實地認識到「即或不然」地信靠上帝
的意義和態度。她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去教導我們，讓我們在信靠上帝的功課上，上了寶貴的一課，感謝上帝！

「生命之道」GPS -- 清晰輸送從天而來的數據系統，叫如何
無知的羊，都可得知生命方向，安穩回航，懂得分辨惡狼悍
賊，避開羊剪屠刀，重回羊圈。早前，九十九隻雀躍回歸，
你會是#10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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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蹤跡
（一）栽培部

「高脂信徒」與「即食信仰」 羅釨旗

（二）成年部

父母秘笈

胡雅華

2月19日晚成年部舉行了「父母秘笈」的講座，成人及孩童有六十多人出席，以下是內容的節錄：
《低IQ時代》一書指出「日本人已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只想快速知道答案。」後現代人追求即時的滿足，
被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生產模式所塑造的文化影響下，一切但求快速完成，毋須用腦。學者們也指
出，香港教會同樣也有甚多「高脂信徒」。現今信徒大多在參與崇拜、查經或講座時，拒絕思考，嚮往現成
答案或感動；平時缺乏行動與操練，甚少閱讀、也甚少提問；只被動地接收，也不敢有任何想像或思考的空
間！
記得自己在信主初期，除了牧師、導師及身邊弟兄
姊妹的分享與教導之外，獲益及信仰反思最多是從
閱讀屬靈書籍而來。當時心內對信仰有許多的疑
問，但又未能一一的請教別人，而最方便的就是閱
讀，自此養成閱讀的習慣。到了讀神學時，由於需
要在短時間閱讀大量文章及書籍，也學懂了篩選、
有系統及快捷的閱讀方法。相比起錄像及錄音的記
載，書籍給我有更大、更多的思想空間，及能主導
閱讀的速度。當遇到一些吸引或特別的內容，我會
停下來反覆思量，或用螢光筆把它間下來，或在旁
邊寫下自己的心得。讀完之後，會再重看書裡的重
點，加深記憶。
閱讀不單增進我的知識及對身邊發生事物的瞭解；閱讀屬靈書籍能滋潤我的心靈，幫助靈命的成長。透過
閱讀我可以與作者「對話」、交換想法；反思對真理的體會；在我的生活中延伸別人的見證與生命。不少
作者的生命與見解對我影響深遠，如楊牧谷牧師、盧雲神父、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及唐慕華(Marva
J. Dawn)…….等(實在有許多，不能一一記下)。傅士德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禍因是淺薄。」 我們需要拒絕
作「平面」、沒有深度的信徒。人生不同的經歷與體會，能擴展我們生命的闊度；而透過反思經驗，能加深
我們生命的深度。但每人的經歷都有限，而書籍承載着不同作者對生命所累積的經驗、體會與心得，閱讀書
籍就能讓我們拜訪這些「生命師傅」，讓他們指導、豐富及擴張我們生命的長闊高深。
我們應如何選擇書籍呢？讀神學時，每個學科都會有長長的書目介紹；平時我也會留意報章、雜誌所介紹的
書本。當遇到好書時，我會介紹給別人，同樣，當聽到別人的介紹，也會選擇性買回來或到圖書館借來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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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績差，讀書沒興趣，只愛上網及看電視，其他活動都沒動力，點算？」
父母擔心孩子會落在別人的後面，所以孩子變成了課程的奴隸，父母變成了孩子的奴隸。現代父母確實不易
為，面對社會挑戰甚多，如何維繫家庭價值?
秘笈一: 夫妻關係是家庭關係中最重要的，愛是每人成長的動力。
秘笈二: 彼此了解，處理情緒，學習改變
秘笈三: 認識潮流文化，父母按真理教導孩子，更新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上帝創立家庭，夫妻是家庭關係的基礎，兩人要明白彼此
的難處，彼此認識體諒，記著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共同建
立美好的基督化家庭。另方面，父母需要促進與孩子的溝
通和聯絡感情，告訴孩子你是多麼地愛他，研究表明，經
常獲得父母愛的表示，可以使孩子在經歷失望、沮喪和其
他不愉快的時候仍然積極地面對生活，並且尋找辦法來處
理和脫離暫時的困境。
做父母不容易，不要對自己要求太高，要學懂信靠上帝，
作個好管家。不能封閉自己，藉著真理認識孩子及自己，
也要了解自己的家庭及社會的狀況，才能引導孩子走上正
路。

（三）青成部

「約會有情人」活動簡報
地點：教會副堂		

時間：2月13日下午

6對青成部的夫婦出席參與，及4對成年部夫婦協助。10對夫婦一起享用浪漫情人午宴；聚會由徐鏗夫婦引領
大家一起談談情，跳跳舞；胡姑娘教導如何為愛侶自製情人禮物及帶領一同探討如何建立切合神心意的基督
化家庭；何錦誠夫婦及李永強夫婦先後分享及帶領大家一起分享婚後的甜酸苦辣；羅先生帶領遊戲及大家重
溫在婚姻的盟誓。眾人一同共渡溫馨、愉快而又有意義的浪漫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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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書名： 屬靈操練之旅 = Devotional Classics
作者： 博士德 及 史雅各 編著
出版 / 日期： 天道書樓/2004年
筲崇圖書館分類： 靈修生活
本人一向對市面上出版的屬靈書籍都不大感到興趣，但這一本卻例外。它與眾不同，
是一本十分實用的書籍，值得細讀。編者博士德 （Richard Foster） 的前一本著作
＜屬靈操練禮讚＞也是一本公認的好書，亦可以視為與本書的姊妹作。
本書共分為六個部份：
(1) 為靈性生命作好準備
(2) 充滿禱告的生命
(3) 充滿美德的生命
(4) 充滿靈力的生命
(5) 滿有憐憫的生命
(6) 以道為中心的生命
內容主要介紹了52位偉大的基督徒的生平和代表作的選段；編者更加入了一些反思問題及屬靈操練建議，幫助讀者更深
入了解作者的思想，心路歷程，以及如何提升讀 者自己的屬靈素質。書中「博士德的話」是編者對作者生平及思想的洞
見，可以作為一個精彩的註腳。「再進深部份」則附有作者代表作的書目，可以使有興趣的讀者作進一步的閱讀。
本書共介紹了52位聖人，所以編者鼓勵讀者每星期可閱讀一位人物，用一年的時間去細心閱讀，這樣吸收其中的內容就
會更有效，而且又可以跟從書中的靈性「操練建議」來提升自己的屬靈生命。例如在十架約翰(St. John of the Cross)的
生命中，可以見到那些有偉大靈性的領袖，如何藉著心靈黑夜的歷程來擺脫罪的捆綁，從而建立美德。梅頓（Thomas
Merton），一位基督新教的偉大屬靈導師，教導我們如何祈禱，他提醒我們在祈禱的操練上不要耍花招，以為多花樣
就是「祈禱高手」，其實這只會使我們與神的距離更加遠。屬靈生命的道路是無捷徑的，只有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夠漸漸
進步。
除了上述兩個例子外，還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聖徒，包括：奧古斯丁、盧雲、馬丁路德、加爾文、約翰‧衛斯理、潘
霍華和倪柝聲等等，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期望這本書能幫助大家在靈性生命上有長進，並且與神更加親近。

呂學明

編者話
瞬間看地球，會有甚麼味兒？環遊世界不是很多人的夢想嗎？為何躊躇
不知何去何從？細看地圖，朦朧眼簾下出現的竟是筲箕灣、梅窩、柬
埔寨、英國、埃及、紐西蘭、雲南、利比亞、巴比倫、日本。超越時
空，去到亞洲、去到歐洲、去到非洲、去到大洋洲、去到 中東、去
到……，啊！我在環遊世界！？何以沒有80日環遊世界那種振奮，
卻是忐忑，甜變成酸、苦、澀，在滿腔洶湧翻騰！呀！「甜」不見
了！我在找「甜」！你在哪裡？何以躲藏？何以不應？ 你知我在
找你嗎？卻見它安躺在雲外，等待著彩虹一起再現！
沒有天上掌權的，歷史不忍細讀；沒有天上掌權的，螢幕不忍細
看；沒有天上掌權的，哀號不忍細聽！祈求天上掌權的，重繪我們的
心靈地圖，像火窰的少年、像獅子坑的少年，有美好的靈性，去再細
讀、再細看、再細聽！

岑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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