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香港—此時此地

1	 編者的話	 陳士衡
2	 張力中的愛：真相和公義的重要	 陳傳華
4	 從爭議和紛亂中重尋教育的本相	 李穗洪
8	 信徒移民的機遇和挑戰	 羅錫堅
9	 預備心靈		迎對困境	 周賢明
11	 真相的信心危機？—教會面對謊言操作	 鄭嘉兒

播道差會

13	 播道神學院：更美的事奉春季課程
14	 飛book：LIT	詩歌分享會
16	 恩福堂及山福堂按牧禮
18	 文字部：復活節優惠
19	 分享家中事：招聘	
20	 教育部：動感聖經
21	 教育部：SEN兒童牧養講座
22	 播道會賣旗
23	 劉信之傳道按牧典禮
24	 兒童之家：
	 愛心業主助無家青年開展第二人生	
總幹事心語：新的一年抓緊上帝（封底內頁）	
播道神學院：以神的話2021-2022招生（封底）

目錄

播道月報354（總期數724）
出版者：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督印人：羅錫堅	 顧問：陳黔開
主編：陳士衡	 執行編輯：孫小慧
編輯委員：盧錦華、陳麗玉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來信申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出版
播道會總會地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大廈十四樓
電話：27159683					傳真：27110526
電郵：sarasuen@efcc.org.hk
網址：www.efcc.org.hk
播道月報電子版：www.efcc.org.hk/Publications

以手機隨時閱讀月報文章，請按你的手機系統，
scan以下的QR code，下載播道月報app。



	 播道會眾多的服侍中，我們有一個獨特的小

組：「時事關注組」，過往一年為教牧及領袖們

安排了一些聚會、講座，希望一同了解或探討我

們身處的社會及現象，最近小組成員還就此撰文

回應社會所出現的一些情況，以不同的切入點，

談一談一些該持有或應對的態度。

　　這些都是我們想盡的一點努力，相信大家都會體會得到，我們今天正處

於大時代的風眼中，前所未有的處境，或會令我們感到焦慮，無所適從，筆

者相信，對現世代要邁向的前景，沒有人會有答案，對這個生於斯，長於斯

之香港，出現一份陌生感，「此時此地」的香港，你認識嗎？那怕你已人生

半百，你曾有的經歷體會，都變得無用武之地似的，惟有向神的懷裏跑，問

我們可以如何？

　　「圍爐取暖」是當下心中泛起的圖畫，對！我們不是孤單的，這不單指

神與我同在，我們是奉主的名聚集的，應該不只兩三個人！神也留下寶書聖

言，及我們眼能見的肢體、牧者及親人，我們能從這重重的恩中得力嗎？能

心相靠近，一定暖些的，筆者相信！

　　筆者想，我們姑且放下對未來看不透的限制，仍是要為自己作些準備及

計劃的，按自己的能力及處境，考慮可能的下一步，甚或計劃將來。我們會

把這些交托給主，還是緊緊的握在手裏呢？我們會留空間給我們的主介入

嗎？若果那未來所出現，有別於我們所想所計劃的，請留意，這是祂在介入

嗎？我們要準備調整所想的嗎？還是只會在失望。

　　當眾人都失望時，我們還有信心嗎？我們還能不致於灰心嗎？無論處境

多麼不明朗，我們仍要踏實的走下去，信心再少仍要執着，否則連那丁點兒

的也消失！無論此時此地如何，總比不上那永恆，沒有灰心的必要！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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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力 中 的 愛 ：
真 相 和 公 義 的 重 要

主題

陳傳華牧師

	 每個人內心的深處都渴求愛和關係，而要滿足這種渴求，首要當然是從
神得到滿足，因為神是愛。同時聖經亦有很多篇幅提到人與人之間的愛，如
夫妻之間眾水不能息滅的愛情(歌八7)	 、人與人之間彼此付出的愛(約十三34-
35)。
	 甚麼是愛？愛是一種感受、一個口號、一些空泛說話、對罪惡隻眼開
隻眼閉、一味忍……？不是！真正的愛乃是有心有力的承諾，包含委身的心
態、實質的行動、恰當的元素。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4-8節中，對真正的愛有
經典的描述，包括以下這些：愛…是恆久忍耐．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是永不止息。
	 熟悉聖經都知道，這段經文的背景主要不是談及有關夫妻之間的愛，而
是有關在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愛，怎樣可以在爭執、比較、分裂的社群中維
護關係。在無風無浪的	 情況下去愛，相對發生了事件的張力下去愛，完全是
兩碼子的事。這段愛篇首尾呼應的教導了我們，真正的愛是甚麼？愛是恆久
忍耐、又有恩慈（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愛是永不失敗／止息（love	
never	 fails/	ends），意思是真正的愛不只是一時三刻的事，乃是持久，經得
起考驗，能渡過各種的挑戰，直至最後愛也並不會失敗、不減退。而要有着
這種真正的愛，當中有些元素是不可忽視，若忽視了就會把愛變成了「偽」	
愛、「倣」愛，這些元素包括愛是「不喜歡不義」，愛是「只喜歡真理」。
不義是邪惡的事，而真理／真相（truth）是邪惡的事之相反，當有不義、邪
惡的事情發生，不是隻眼開隻眼閉或啞忍，而是必須找出邪惡事情的真相，
並以聖經真理回應。
	 聖經另一處在以弗所書第四章提到愛、寬容時，提醒信徒必須要說誠實
話	 /	 說實話，即是說真相，這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群體（互相為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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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惟用愛心說誠實話（truth）
，凡事長進。……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truth），因
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弗四2、15、25）留意以上哥林多前書和以弗所
書當中提及三個有關truth的字—喜歡「真理」、說「誠實」話、說「實」
話—原文都是同一字根。
	 可見真正的愛和寬容不是與「找出真相」、「除去不義」、「行出真
理」互相排斥的，相反，乃是互相緊扣，目的是在張力和破裂中能重建真正
愛與復和的群體關係。愛是不容讓人放任地和不負責任地做甚麼都可以，這
是假愛、溺愛，「真正的愛所擁有的特性，是不能容忍不義，而且喜歡真理
（真相），所以在任何不義又模糊不清的事情中，都要找出不義，弄清真
相，……叫人無法瞞天過海。……人有真正的愛才有勇氣指出不義、找出真
相，目的是盼望人醒悟、回轉，找出解決方法，建立真正的和諧關係。」1

這原則適用於家庭、教會、社會中，任何不公的欺壓，都要以愛弄清真相，
才可讓人能真誠道歉、承擔應有的責任，真正的和諧關係才可重建。沒有真
相，就沒有真復和，也就沒有真和諧。
	 回顧近期各國社會的情況，不少不義的事件都在弄清真相，得到公正的
處理時，才能令社會漸漸歸回平靜，例如早前美國黑人遭警察膝蓋強壓不治
事件。但當重要的事件仍是模糊不清，例如俄羅斯疑下毒反對派領袖納互爾
尼、本港	 721	事件，任何一方都有責任清楚說出或查出真相、除去不義、行
出真理，這不是為了破壞關係，乃是一個活出真愛的基礎，這使各方能在愛
中寬容，重建真正的和諧關係。找出真相是一個愛的互動和交流，甚至在必
要時需要對質，把事件越辨越明。奧斯伯格在他的《足夠關心以致能對質》
（Caring	 Enough	 To	 Confront）一書中，描述尋求真相應有愛的心態：我
愛你。若我愛你，就必定要告訴你真相。若我告訴你真相，你會否聽到我的
愛？你會否從我的真相中聽到愛？我想要你的愛。我想要你的真相。給我足
夠的愛，以致你能告訴我真相。2
	 作為主的門徒，堅持真正的愛和寬容，就是要追求真相、公義、真理，
這對真誠的群體多重要！那怕有多難、那怕要窮一生的光陰、那怕就算窮一
生的光陰都不能完成……也要堅持！
	
1	陳傳華：《真饒恕：徹底悔改，實踐復和》（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20），頁	136-137。	
2	David	W.	Augsburger,	Caring	Enough	To	Confro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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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爭 議 和 紛 亂 中
   重 尋 教 育 的 本 相 

主題

李穗洪博士

	 近年香港的社運引起政府及社會對教育政策的高度關注與回應行動，例如：最

近一位小學老師被教育局指鼓吹港獨並取消其教師資格1；今年考評局按教育局局長

要求而取消一條DSE歷史科試題。2教育局聲言會為學校提供詳細指引，在學校管理

及學習活動如何提高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3另一個關注點是通識教育，

前特首董建華說：「失敗的通識教育，造成現在年輕人的問題。」4最近教育局便提

出對通識教育的改革方案，引起社會熱烈討論。5此外，社會也關注天主教的宗教及

倫理課程教材《踏上星光途》教導耶穌事蹟是認同國家民族身分的典範。6由於篇幅

所限，本文不會直接討論這些爭論事件的對錯，而只嘗試從兩方面探索教育的本相

並回應部分教牧的關注。

再思教育原則

	 第一方面，筆者從教育理論去思考教育原則。在不少教育理論中，面對多元

化社會發展，教學不應只著眼於知識傳輸，而是幫助學生進行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避免人云亦云，透過慎思明辨，對不同個人或公共事務的合理性、可

信性進行反思，以幫助學生應付社會的需要或挑戰。7但我們在香港不難觀察出一個

張力︰如果以推動國家意識和恢復秩序為優先目標，就可能會著重符合政府立場的

理念傳輸，但這樣營造出的環境就可能不利師生對官方立場作出慎思明辨、批判思

考。不論我們的政治立場，無可否認，這成為一個取捨的問題。

	 然而，社會進步有賴於不斷的思考，政治哲學家Arendt	 認為思考就是「我」與

「自己」的沉靜對話（silent	 dialogue），化解我們思想固定習慣或既定接受的行為

規律，避免使用普遍性標準價值來判斷獨特性事物。8心理學家	Thorndike	則發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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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藉不斷嘗試錯誤與練習，以減少錯誤和探索正確解決方案，從而歸納出「嘗試

錯	誤練習律（trial	 and	 error	 law）」應用在教學上，並提出老師應該引導學生嘗試

其他不同的解決問題方式去獲取學習滿足感。9由於不害怕過程中錯誤是自由學習的

重要一步，心理學家和人文主義思想家	 Rogers	 就主張教學應以人為本，提供一個

「安全支持」的自由學習環境，以協助學生進行自我思考、自我啟發、自我尊重、

自我引導的學習之旅，達致「自我實現」的終極教學目標。10

	 部分人或許會認為學校應該只教導官方所反對或批評的事情，否則將有很多害

處而毫無益處，於是期望學校嚴禁反對官方標準價值的聲音在學校中或學生心中有

任何對話，以免產生半點差錯或越線的討論；寧願犧牲對話和思考的益處，以換取

行為規律和學校及社會的穩定。社會上的其他人當然會有相反的取捨態度，所以，

我們應	理性考慮怎樣處理才算為合理的平衡或取捨。

再思教會的教導責任

	 本文的第二個思考向度是返回對聖經和教會（與作為教育團體的教會學校不

同）的考慮。涉及港獨風波的學校曾發聲明指「藉辦學傳福音為使命，並盡力確

保校園保持政治中立」，但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強調，在政治問

題上，學校沒有政治中立的餘地，學校要禁止，並積極、明確反對教師宣揚港獨思

想，正如教會學校不容教師宣揚無神論和反基督思想一樣，沒有中立餘地。11

	 第一，聖經只反對假神、無神論、褻瀆聖靈，而教會舉辦的學校也有容許課室

就這些題目進行適當討論，所以教會本身沒有支持或阻止任何政治思想（如果沒有

違反聖經價值）的同等級責任。任何人不宜將學校責任與教會責任劃上等號，聖經

或教會不是為了某種政治思想或制度（不論好壞）而設立，教會的最重要責任是教

導聖經裡的價值觀及其在世界的應用。

	 第二，聖經沒有要求或反對愛國維穩。先知多有批評政府的不義，同時審判以

色列和外邦；羅馬書提及一般情況下順服政府（當時更由外族統治），但啟示錄暗

藏批判和審判羅馬政權的信息；神自己建立以色列國，也自己促成國家分裂成南北

二國；耶利米先知有愛國情懷，但也勸導本國百姓向巴比倫投降，所以愛國或威脅

國家都不應該是教會教導或宗教教育的目標或內容。即使背後有否良好動機，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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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聖經內容以達到任何政治或道德目的，教會就應反對之並要避免自己所辦的學

校或主日學課程落入這罪。

	 第三，為討論內容劃「紅線」的方法難以贏取人心。在智慧書中的箴言沒有將

律法引入成為教育年青人的工具，相反是讓擬人法的智慧及愚昧，各自發表言論，

廣泛引述世界的不同觀察和正反意見，說明行惡路也有利有弊，行正路有收獲也要

付代價，當中是有討論的空間。如果香港真的要限制教育界討論「紅線」外的議

題，與美國白宮限制那些批評總統或常常提出總統所不喜歡的問題的傳媒到白宮採

訪性質相似，不利於人學習或追求真理和事實，只不過前者限制的地方更廣泛和寒

蟬效應更大。相反，箴言容讓讀者自由推理，自我負責去選擇自己的道路，但作者

仍致力游說讀者選擇正路，這值得教育工作者、機構和教育政策製訂者反思對學生

最有益和有效的教學方法。教牧或主日學老師也不宜為會眾分享或討論立下議題的

紅線，反而應教導會眾以合宜言詞、謙卑包容態度、相愛原則去對話和討論。

	 第四，真理一方不需完全禁止反對聲音。神或舊約先知容讓百姓去討論或與

自己爭辯對律法的詮釋，新約中的耶穌與使徒保羅也與法利賽人和文士對話。聖經

透過正反意見的記錄，讓讀者不背記官方標準答案，卻透過自由反思問題，以更明

白當中意義及自行判斷。在教會作教導或管理的應引以為鑑，避免自己成為「一言

堂」去消滅不同意見，相反，要給社會一個有包容性胸襟的好見證。

	 最後，萬一將來政府的任何政策或行動為市民帶來廣泛虧損（包括嚴重破壞學

生的自由學習空間或加深社會撕裂）、違背聖經價值、篡改聖經內容、限制教會內

部運作主權或向外傳福音的自由，教會和信徒就顯然有責任去勸喻和批判。教會回

應時，需對本國、香港或外國政府一視同仁，例如國內限制教會外的地方傳福音，

或美	 國禁止在公校教導聖經或祈禱，我們都不應為這些政策辯護，但同時要分辨它

們的嚴重程度和廣泛影響之差異。整體上，筆者認為近來港府在不同教育事件上的

回應行動及背後的取捨態度，將可能對教育界專業自主和社會關係復和帶來壞處，

但又未必能得到所盼望的維穩和管治威信等好處，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討論如何

取捨才較合適。
	
1教師在生活教育科以港獨問題探討言論自由，採用香港電台鏗鏘集的《觸不到的紅線》為教材，內容包括香港民
族黨政崗介紹及建制人士反對港獨意見，問學生對言論自由及港獨的看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港獨議題不符
合《基本法》，毋須在學校討論，更不應開放式討論，老師在解釋時須按照	《基本法》解釋。除了以懲罰手段去阻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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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政府認為違規的教學外，政府亦尋求指示教育界配合政府認為正確的教育內容和方法。鄭啟智：「【教師釘牌】
教育局指課程花長篇幅討論港獨	楊潤雄：港獨不	應作開放式討論」，眾新聞，2020	年	10	月	6	日，https://www.
hkcnews.com/article/34546/教師釘	牌-香港民族黨-港獨-34546/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2	 引發爭議的考題為：「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教育局批評：「嚴重傷
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社會激烈討論該考題的「開放式」設計是否合理、有
否違教育宗旨，歷史思辨對於教育的重要性，及政治因素有否干涉考評專業。筆者相信絕大部分人不會認同任何戰
爭可以為被侵略國帶來益處多於害處，所以十分明白那些飽受二戰傷害或黑白分明的人對題目會產生反感，但也相
信絕大部分學生會客觀按理分析以表達不同意。不過題目用字需否調適，卻不一定要令我們絕對性抹殺題目考驗學
生據理分析的原意，或完全排拒考生客觀辯論有關歷史事件的能力，因為讀歷史的人本身需要減低主觀情感影響而
作出客觀分析。取消試題是幫助學生知道戰爭的黑暗，還是帶來反效果，又是另一回事，不過不是此文的焦點。由
於此文篇幅有限，所以不會具體討論如何修訂試題或作出其他處理，既可以避免傷害民族感情，同時減低不公平地
影響考生成蹟，並保持學生正反討論任何歷史事件的教育益處。但事件令我們看見教育理念與一些人的關注存在張
力，並引發如何作平衡或取捨的爭論。苒苒：「香港涉日軍侵華歷史試題引發教育改革之爭，背後的焦點與政治角
力」，BBC	News	中文版，2020	年	5	月	19	日，https://www.bbc.co	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721767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3	香港電台：「教育局發指引中小學幼稚園要認識國安法」，香港電台網站，2020	年	10	月	6	日，	https://news.
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5701-20200703.htm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4	 高中通識課程宗旨本身是加深理解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對當代議題作多角度思考。苒苒：
「香港通識課：被中國官媒批評的必修科「教壞」年輕人？」，BBC	News	中文版，2019年	10	月	31	日，https://
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216924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5	明報：「通識科｜楊潤雄：通識科將改名公開試評核及格或不及格」，明報新聞網，2020	年	11	月	26	日，https://
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01126/s00001/1606382674866/通識科-楊潤雄-通識科將改名-公開試評核
及格或不及格【短片】（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20）；鄺曉斌：「啟思校長不滿通識改革零諮詢	指高官不
明政策衝擊：請林鄭來觀課」，HK01，2020	年	12	月	7	日，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57314/啟思校長不
滿通識改革零諮詢-指高官不明政策衝擊	-請林鄭來觀課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20）。
	6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言人鄭家朗質疑該課程中國民教育部份已取代宗教部份，憂慮洗腦國民教育悄悄透過宗教
科啟動，灌輸學生將愛國與道德畫上等號。《踏上星光途》系列中，「天主愛中國」課程目標包括教學生愛中國人
身份，「關心我民族」則包括以合適的行動去關心國家民族。雖然相關內容可能始於近年社運事件之前，但教育界
和不少家長們擔心日後其他學校課程會邁向此情況。公教進行社：「《踏上星光途》小五冊內容簡介	」http://www.
rmeceo.org.hk/files/document/P5/SP5_Su	mmary.pdf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蘋果日報：「涵蓋幼園
小學國教取代宗教」，蘋果日報：2020	年	9	月	14	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914/76PCP76SVBAT
3E4FT6P	TPS6OMU/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7	蔡啟達：《圖解：教學原理與設計》（台北：五南圖書，2012	年），頁	118。	
8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誓學家之一，於	 1975	 年完成最後一本哲學著作《
思考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的首兩冊，研究	“vita	 contemplativa”（沈思的生命）的三個基本元素：
思考、意願、判斷。參考“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	 ato.stanford.edu/entries/arendt/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9	Edward	Lee	Thorndike	於	1898	年發表〈動物的智慧〉（Animal	Intelligence）博士論文，除提出	以上的練習律
（trial	law）、也發現效果律（law	of	effect）和準備律（law	of	readiness）。Greg	Seals,	Teachable	Moments	and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8),	42-	3.	
10	Carl	Rogers	強調個體自由發展對世界的看法、感覺、理解，於	1969	年提出「以人為中心」(personcentered）
理念，提供自由空間和發揮學生的潛能，而非只專詳細講解注教案內容。Godfrey	T	Barrett-Lennard,	Carl	Rogers'	
Helping	 System:	 Journey	 &	 Substance	 (SAGE,	 1998),	 183-86;	 Reinhard	 Tausch,	“Research	 in	 Germany	 on	
Person-centered	Methods,”	in	Carl	R	Rogers,	Harold	C	Lyon,	Reinhard	Tausch	eds.,	On	Becoming	an	Effective	
Teacher:	 Person-centered	 Teaching,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Dialogues	with	Carl	 R.	 Rogers	 and	Harold	
Ly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115-119;	Pete	Sanders,	“The	Overall	Influence	of	Carl	Rogers,”	in	Brian	
Thorne	and	Pete	Sanders	eds.,	Carl	Roger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2012),	99-130;	蔡啟達：《圖解：
教學原理與設計》，頁	54—55。	
11信報：「梁振英：學校沒政治中立餘地」，信報，2020年10月7日，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
current/article/2602054/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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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徒 移 民 的 機 遇 和 挑 戰 
主題

羅錫堅牧師	

	 百多年來，香港都被稱為「自由港」，人口和物資的進出都比其他地區方便
和自由。每逢局勢動盪，人口的流動就特別顯著。現在本港正經歷政治和經濟的
變動，一些國家	也放鬆移民門檻，於是香港不少人考慮移居外地，另覓家園。
	 最近我與一些教會領袖交談，感受到他們的牽掛。他們擔心信徒移居外國後
不適應，也憂慮教會面對人口和資源的流失，於是鼓勵信徒不要離開香港。上述
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信徒移民本身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環境或會令未信
者容易歸信基督；信徒移民後，靈命也有機會重新振作。至於傳道人移民，也可
能為素來缺乏牧者的國家增加供應。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著益處。
	 因此，每當肢體與我商量移民的問題時，我會細心聆聽、不勸阻、只祝福，
並為他禱告，鼓勵他依靠神。當然，移居外地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信徒考慮移
民，一方面需禱告等候，也應該詳細評估自己的處境，和將會面對的挑戰。我曾
在加拿大居住了三十多年，認識不少新移民，對他們移居異鄉面對的挑戰有深刻
的體會。讓我在此談談新移民通常面對的挑戰。
	 一個重要的挑戰是尋找適合的工作。因制度的差異，新移民尋找工作不容
易。二十多年前，加拿大接受了一批從香港和內地來的新移民。很多超過一年都
找不到工作。就算經濟未成問題，心情也開始抑鬱。男性的情況比女性嚴重，因
為傾向孤獨，不善於彼此傾訴。
	 另一個挑戰就是文化的差異。外國的天氣、飲食、語言都與香港不同，很
多香港移民就把自己關在華人圈子裏，失去了結交外國朋友和欣賞異邦文化的機
會，這是很可惜的。
	 第三個挑戰是關乎信徒的，就是在異鄉尋找教會。大部份香港信徒都希望參
加華人教會，這是可以理解的。教會不單提供屬靈的牧養，也成為社交平台。然
而，很多基督徒就這樣地長年累月留在華人教會裏，不願與西方教會聯繫。
	 以上的挑戰令一些新移民一生都不能融入當地的社會和教會，甚至連他們的
後裔也繼續成為新移民！那麼，考慮移居外地者如何克服這些挑戰，以致成功地
在新國家裏植根發展？我在此提議三點。1.清楚訂定你移居異地的目的。是為了
不能忍受香港目前的政治情況？為了下一代？你的人生目標是甚麼？有沒有禱告
等侯神的帶領？2.作好經濟上的準備。評估你的經驗是否在外地容易尋找工作？
還是你的年紀和經濟條件容許你退休？3.全情投入新國家。立志移民後應全心投
入當地社會，履行公民責任，而不只是為自己爭取物質福利。
	 衡量這些問題不容易，但我們可以來到上帝面前，求祂指引和保護。聖經告
訴我們：「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扶持你。」（詩篇55:22）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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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備 心 靈  迎 對 困 境 

主題

周賢明先生

	 香港經歷了一年多嚴峻、動盪的危機和新冠疫情，社會和政經各方面

面對的艱難愈趨明顯。一些我們認為必然的東西和權利忽然失去：出行、健

康、上學、工作、各種的自由和常規....不少人對現有制度欠缺信任，對人也

失了信任，對前景沒有盼望。在抗疫疲勞和經濟壓力下，不少人經常處於擔

心、不安、焦慮、無奈、憤懣、失去信心甚至終日惶恐，連基督徒也不能倖

免。然而，主耶穌吩咐我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因為祂已將平安賜

給我們。

面對困境的心靈準備

	 「我的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

你們的信心經過試煉到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叫你們成全完備，毫無

缺欠。」（雅	 1:	 2-4）聖經告訴我們，在苦難中要保持喜樂的心態，帶着尊

嚴去承受。在困難的日子，期盼我們學習在心態上及靈性上隨時做好準備，

儆醒禱告，經歷與主同在的安慰，有屬靈的辨別能力，免於迷惑。

	 聖誕，提醒我們應深信主耶穌的臨在，並已經勝過苦難、罪惡、死亡和

復活了！讓我們仰望創始成終的主，倚靠祂帶領我們走過疫症、困憂、逆境

和黑暗，因為祂必愛我們到底！

	 另一方面，筆者盼望教會教導和幫助弟兄姊妹無需隱藏、壓抑自己的真

實情緒，坦然向神禱告表達內心的掙扎和困難，願意接受和尋求幫助。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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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明白和困擾的時候，學習回顧和數算神過去的恩典和拯救，成為對自己的鼓

勵，同時相信神會因着祂慈愛和公義的屬性不偏待人，讓我們更有信心相信

和讚美祂！

與困境中人同行的心靈準備

	 以往面對遇到困難的人，付出大量的時間與耐心，願意傾聽、理解和陪

伴，在過程中可能重複、不時遇到挫折，甚至不被信任和接納。然而，教會

內外因出現因意見不同而關係繃緊，甚至互不信任；部份因避談立場而減少

會面，加上防疫限聚措施，漸漸演化為冷漠和失聯。在沒有信任、溝通甚或

接觸下，求主幫助教會和弟兄姊妹，更抓緊機會與人分享主愛，展開關懷。

讓我們先醒察自己，順服神的提醒和帶領。倘若與人有嫌隙，先學習謙卑和

彼此包容；要先放下己見，珍惜與人聯繫的機會，讓我們成為流通管子，將

主的關懷和愛成為別人和自己的雙重祝福，彼此扶持、鼓勵，走過逆境路。	

	 追求幸福、自由是天父賦予我們的權利。生於這混亂及危機的時代，不

少年輕人深負困擾時代的重擔和深厚情懷。目前的困難是暫時的，但永恆的

愛是我們戰勝困難的力量，是我們唯一的救助。教會適時實踐關愛和信任，

樂於同行，使這世代在人生困苦、低迷時，可以獲得支持和盼望，繼續發揮

自信、喜樂，仁愛、剛強，熱誠和學習敏銳地體察別人的需要，掃開集體的

哀愁。相信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充滿天份，能以不同的方法，向社會宣示年輕

人的生命熱誠和希望！

	 教會須懇切、恆心禱告，盼望並把握改變的轉機！我們需要主賜額外

的勇氣、智慧，將自己全然交給神管理，說應該說的話，做應該做的事。當

我們看見社會呼喚着仁愛與正義，外面世界急速改變，很多人的人生出現危

機，求神幫助我們感到祂的召命，預備自己被神使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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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真相的信心危機？—教會面對謊言操作 
鄭嘉兒姊妹

	 說謊早非新鮮事，生活中各種不盡不實的消息，從都市傳說到內容農場，不但
幾可亂真，有時更是系統化1或是刻意操作2。大眾因而變得犬儒，甚麼都不相信、
孰真孰假也無所謂；同時社會又出現另一極端，不論有多荒誕、不合情理的言論，
都不乏堅信不移的支持者。教會在此時代，又可以如何宣講永恆的真理？

後真相時代的謊言社會
	 《後真相時代》一書詳列了各式方法，把事實和資訊剪輯、拼貼、再以另類角
度和字眼包裝成為表面上無關痛癢、實際上有利於發佈者的論調。3這實在不是新鮮
事，聖經	 創世記中亞伯蘭流落外地，為求保命對君王宣稱貌美如花的妻子撒萊是他
的妹妹。4同父異母的兄妹關係是事實，不過只講她是妹妹而隻字不提他們的婚姻關
係卻是欺瞞。
	 這不是表達手法或說話技巧的問題。《後真相時代》提及許多的方法是各式資
訊報導中隨處可見的。諸如簡化複雜的概念、賦予理解的框架和脈絡、強調箇中意
義和價值、重新命名或設立口號等，凡是涉及資訊的整理就用得上。在誠信和公正
的品格規範下，這些都是達致有效溝通的途徑。
	 後真相的時代，不是不再有人講出真相，而是各有各的「運用真相」，「真
相」之間互相矛盾，各自形塑接收者的心態和行動。5發佈者不再介意所講的是否全
部屬實，也不理會有無人指出他們的謊言，只要言論達到理想的效果就好。即使有
人揭穿他們的謊言，他們繼續強辯就可以胡混過去。6
	 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人人一把口一百種真相爭持不下、彼此對立已是常態。
當遇上自身利益的威脅，或面對不由自主的狀況，人會更傾向接受有超越表象的勢
力促成一切，各種陰謀論也應運而生。7在互不信任的氛圍中，人容易把異於己見的
聲音歸類於勢力龐大的敵人別有用心、另懷陰謀，猜疑的心愈演愈烈，甚至連平白
無奇的理性推論都被視為陰謀論8。不論有多誇張荒誕，因為人心的猜疑不信，接受
和認定陰謀論的人總是增加，甚至由小眾聲音躍身而成大眾主流，社會各界都受其
影響９。一旦認定發佈者懷有更大的陰謀，就無須理會或回應其內容，反過來為了
阻止這陰謀散播，對發佈者以至社會各界採取言行審查，甚至舉報「起底」、杯葛
抵制等行動都變得合理10。社會對立於是變本加厲，趨向白熱化。
	 謊言氾濫，求真者逆水行舟，蹣跚而行。「Fact	 check」的進度總是追不上見
字轉貼的內容農場。面對無日無之的陰謀論、高度剪裁的部分事實、不斷重複的污
名標籤，要以理性去分辨就似螳臂擋車，無力感之大逼使人放棄。11反正人人都說
謊，我就只相信我所相信的好了。假若甘心活在同溫層和過濾氣泡中，我們就陷入
偏見的螺旋中。固有的想法引導我們對事實的解讀，同時我們的解讀加深我們的偏
見。這邊廂面對事實我們會提出懷疑，那邊廂我們又將自己的懷疑講成事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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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和主觀解讀，傻傻分不清楚。
活在謊言社會的真理群體
	 謊言自古有之，耶和華神卻沒有放任不理，祂一再揭穿亞伯蘭的謊言，使他
們不能再掩飾。在十誡和律例典章中，耶和華神明明地列出祂對以色列民誠信的要
求。及至教會建立，聖靈藉使徒的教導也同出一轍。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講到教會
是基督的身體，各人要各盡其職彼此建立，所以每人都要脫去舊人，穿上照着神真
理所造，仁義和聖潔的新人，棄絕謊言，與鄰舍說實話。要禁戒自己的口，或者我
們憑己力可做得到，但內在的虛妄、懷疑和不信，要撇脫卻不能只靠自己。
	 教會要活出真誠，肢體就要在基督的愛內建立信任，在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的基
礎上	 互信互愛。求主給我們勇氣，不停留在同溫層中，在肢體間重視溝通，尊重異
見，欣賞基督身體內的多元；不單按自己的偏好去選擇所接收的，反而容許自己被
他人的觀點所	 挑戰，時刻把心思意念交予真理的聖靈塑造、更新變化，去消除世界
鋪天蓋地的謊言操	 作的影響。真理群體面對謊言社會耶穌基督曾說︰「你們的話，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5:37）這話不單
是對門徒的教訓，也是一個審視的指標，從而明白罪惡權	 勢的無孔不入。在馬太的
筆下，復活的耶穌基督頒佈大使命，不久之前門徒才被誣蔑偷屍（太28:11-20）。
教會領受真理的聖靈，向世界宣講耶穌基督死而復活救世的福音，也是真理與虛謊
的對壘，實在不能迴避。
	 如何把真理圓滿地表達，是歷世教會的功課。遠避世俗的虛談，按着正意分
解真道，不等於教會離地脫俗，自說自話。相反，這是蒙神喜悅的工人、基督耶穌
的精兵在屬靈爭戰中肩擔的工作。面對羅馬兵丁的謊詞，我們用證據、理性推論去
拆穿。對福音、耶穌或教會有偏見的人，我們了解對方的前設，提供資訊改變思考
的脈絡，以致對方真確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才是世界的拯救。面對飽受痛苦、傷
害、失去自主的人，我們存禱告的心與他們同行，一起經歷超越一切表象的神在我
們中間賜下美善和平安。
	 當社會假定人人都說謊之時，神的子民不能視若無睹或隨波逐流，要活出真誠
也不能只靠言語。確切地把永恆的真理實踐在今天的處境，教會才能有力地將人的
心意奪回，歸向耶穌基督。願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用諸般的智慧傳揚福音，把人
（和自己）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1	例︰2019	年	10	月	26	日，香港民間組織「事實查核實驗室」發表文章，分析	36	個當時新興而大量轉	載反修例示威相關消息的內容農場網站，推斷它們屬同一集團操作。
（《不同網址的內容農場，背後疑由同一集團操作》，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content-farm/126592）。
2	例︰2018	年	3	月中，英國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被揭發在社交媒體	Facebook	盜取用戶數據，藉此針對性地為客戶投放政治廣告，以影響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及美
國大選結果。（香港網媒「香港	01」相關的系列報導︰https://www.hk01.com/tag/20806）	
3	海特．麥當納（Hector	Macdonald），三采文化，2018。	
4	參創世記十二及二十章	。
5	海特．麥當納《後真相時代》(2018)，三采文化，頁	19。	
6	例︰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職美國總統，媒體以相片及縮時影片報導並指觀眾比奧巴馬就職時少，美國白宮新聞秘書長翌日指摘媒體報假新聞，並稱特朗普的就職
典禮為「史上最多觀眾見證」。其後特朗普的總統助理稱白宮的說法不是謊言，而是「另類事實」。（《川普顧問︰白宮新聞秘書沒有說謊，	 只是提供了「另類事實」》，	
2017	年	1	月	23	日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9962）。
	7	羅伯．布萊瑟頓（Rob	Brotherton）《為甚麼我們會相信陰謀論》(2017)，臉譜，頁	146-147。	
8	例︰2020	年	8	月，香港政府擬推新冠病毒全民檢測，醫護界（包括政府委任的顧問）就成效提出疑慮，	8月25日特首林鄭月娥會見傳媒時回應「這問題不應由我回答」，
因「所謂專家、醫生和一般人」不斷勸阻公眾參與，背後是有「政治計算的目的」，「破壞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林鄭月娥：有專家醫生等	抹黑全民檢測	唯一目的是政
治計算、抹黑中央香港》，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	 /article/20200825/s00001/1598323153305）。	 9	例︰由	 2017	年開始，美國網絡上出現了「匿名者	
Q（QAnon）」的陰謀論，聲稱政府內部有道德敗壞的陰謀集團「深層政府」，而不肯同流合污的另一方「白帽子」則成功說服特朗普參選，以將惡人繩之以法。（《美國
政治大陰謀？	「匿名者	Q」的現身》，2018	年	8	月	8	日，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	ytimes.com/culture/20180808/wod-qanon/zh-hant/）	QAnon	的風波不斷發酵，
特朗普也從未跟	QAnon	的支持者撇清關係，甚至有一半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相關言論屬實，而同為共和黨成員的	QAnon	支持者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更當選國會議
員。（《美國大選	2020｜QAnon	進入國會？陰謀論在共和黨政治中的正常化》，2020	年	10	月	22	日，香港	01，https://www.hk01.com/407/539072）。
10	例︰2020	年	9	月	23	日，警方修改《警察通例》「傳媒代表」的定義，保安局表示修訂是因為過去在大型示威活動中，有不少人假借新聞採訪而阻礙警方行動，甚至襲
擊警察。（《警方指識別學生媒體自由身記者有困難改通例不影響公眾地方採訪》，東方日報，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92	 3/bkn-20200923103140705-
0923_00822_001.html	）。
11	鄧正健︰《政治謊言、後真相與陰謀論肆虐，香港人還可如何自救？》，2020	年	9	月	14	日，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914-opinion-hk-lies-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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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總會按牧典禮
按立四位同工為牧師

播道會總會謹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主日）
下午三時十五分假恩福堂二樓主禮堂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恩福中心)

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本會山福堂羅旭生傳道、
恩福堂杜紹平傳道、潘細寶傳道及陳嘉信傳道為牧師。

典禮由牧職部部長莫樹堅牧師主禮，
黎家翹牧師（恩福堂主任）講道及訓勉，

總會主席郭文池牧師頒發牧師證書，
按牧團除上述牧者外，尚有陳培明牧師、何志滌牧師、

許亞光牧師、李國樑牧師、羅錫堅牧師、
余仕揚牧師及袁麗連牧師。

受禮人之簡歷如下：

姓名：羅旭生
畢業之神學院及獲取之學歷：
播道神學院 (道學碩士)
開始在本會事奉日期：
2008-2011年 (恩福堂)
2011年5月至今(山福堂)
在本會事奉年期：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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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創 成 長 路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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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總會暨恩福堂及山福堂敬邀各界人士蒞臨同頌主恩；
查詢請電2715 9683。

姓名：杜紹平
畢業之神學院及獲取之學歷：

伯特利神學院 (神學學士)
開始在本會事奉日期：
2010年6月至今(恩福堂)
在本會事奉年期：11年

姓名：潘細寶
畢業之神學院及獲取之學歷：
恩福神學院 (神學學士)
開始在本會事奉日期：
2013年6月至今(恩福堂)
在本會事奉年期：8年

姓名：陳嘉信
畢業之神學院及獲取之學歷：

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神學學士)
開始在本會事奉日期：

2010-2013年
2016年7月至今(恩福堂)
在本會事奉年期：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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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中事

播道會同福堂招聘
招聘傳道同工1名 (hr102@tungfook.com)
工作範圍：協助牧養成人牧區；拓展社區福音事工；協調宣教部事工：須於晚間、星期天及公眾
假期當值工作。
要求：認可神學或大學學位，或同等學歷；樂意及注重團隊合作精神；相關服侍經驗；於同福九
龍東堂上班。
申請須知：如有興趣申請以下職位，請連同個人履歷、應徵信及近照，並註明申請職位及編號；
寄香港銅鑼灣道25號一樓同福堂行政主任陳太收，或電郵致申請職位的專用電郵地址，同福堂行
政主任陳太收。資料保密，只供招聘用途；凡申請者寄出信件或發出電郵一個月後仍未獲接見，
將視為其申請不獲接納，恕本堂不再個別通知。

澳門播道會傳福堂
誠聘堂主任及傳道
堂主任
具神學學士或以上學歷，7年或以上牧會
經驗，具備治理、講道、牧養、門徒訓
練等恩賜與能力。
傳道
具神學學士或以上學歷，5年或以上牧會
經驗，具備講道、輔導、關懷等恩賜與
能力。
請 繕 履 歷 及 要 求 待 遇 ， 電 郵 至	
gsc201501@yahoo.com，或郵寄至澳
門氹仔成都街545-559號濠景花園31座1
樓F座「澳門播道會傳福堂」執事會。

窩福堂誠聘
傳道同工（多名）／
行政幹事
1. 傳道同工（多名）
負責E4（恩澤萬邦）、少年、兒童或恩
苗事工。成熟主動、委身、重團隊合作
精神。須具道學碩士或同等學歷。
2. 行政幹事
中學畢業，熟悉電腦操作及中英文打
字；需認識基本網頁及圖像處理；負責
各項行政工作及支援教會事工。
申請人需於週六日工作。
有意申請者，請將個人履歷（申請傳道
職位請連得救及蒙召見證）、要求待遇
及聚會教會等資料寄「九龍窩打老道84
號冠華園2字樓窩福堂人事部」收，或電
郵至hrd@whc.org.hk。（申請人所提供
的資料將予以保密，並只供招聘相關職
位使用）

屯門福音堂誠聘傳道
神學學士或道學碩士畢業，主動熱誠，
重視團隊精神，具牧養兒童及青少年經
驗為佳。請繕履歷寄屯門彩暉花園7-8號
地舖播道會屯門福音堂人事小組收，或
電郵至christy@efcc-tmc.org，資料只供
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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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播道會總會舉辦，本年度第一個按牧典禮，於一月十日（主日）下午
三時正假得勝堂舉行，按立得勝堂劉信之傳道。因仍受疫情影響，按牧禮於
網上直播，眾會友與親友同心在網上分享按牧禮的喜悅。
	 典禮開始由主席羅錫堅牧師宣召及領詩、杜其彪牧師祈禱、朱卓慈牧師
讀經後，郭鴻標牧師講道及訓勉，郭牧師以提摩太後書二章21節分享題目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勉勵劉信之傳道，因他在職場有豐富的經驗及成
就，從一個教導的人成為受教的人，需要主前
的謙卑，並學習等候忍耐，行各樣的善事，成
為合用的器皿，合乎主用，亦因他具有豐富人
生經驗，必能幫助弟兄姊妹。亦知道劉傳道看
顧的不單是教會內的羊，更多教會外的迷羊需
要牧養。最後郭牧師建議劉傳道建立家庭祈禱
會，多一點家庭溝通時間，並願劉傳道的事奉
祝福更多人。
	 隨後劉信之傳道述志，劉傳道感恩過去人
生有起有跌，但主的恩典夠用。今日能成為牧
人，也是主的恩典。劉傳道在主裏有幾項立
志：以真道牧養羊群、以謙卑的心服侍教會及
引導教會成長、與神同工，並栽培宣教士，願
與同工們一同實踐。
	 按牧典禮由莫樹堅牧師聯同襄禮陳培明牧師、何志滌牧師、杜其彪牧
師、羅錫堅牧師、朱卓慈牧師及袁麗連牧師，按手禱告，及後總會副主席、
何志滌牧師頒發牧師證書。並得勝堂執事會主席贈禮予劉牧師。其後有莫林
天欣師母獻詩，洪鎵邦先生感恩祈禱。最後由劉信之牧師祝福，這個網上網
下、海內海外的按牧典禮圓滿結束。

按牧典禮 h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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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播道兒童之家家舍舊宿生Leo

	 Leo爸爸是嚴父，相信棒下出孝兒，有一次與爸爸衝突，Leo受傷入醫院治
療。經社工介入後，入住播道兒童之家青年家舍。期間正修讀高級文憑課程，晚
間做兼職維持日常開支。Leo入宿時大約19歲，是初期「第二人生助跑計劃」青
年家舍宿生，唯青年家舍只限住2年，當時青年社區共住服務還未推出。他面對
須搬出租屋，感到很徬徨，離開時還在學的他，要應付高昂租金及其他開支，經
濟壓力非常大，只能在元朗的偏僻村落租住圍村套房。雖然租金較便宜，大約三
千多元，但交通費每月差不多要二千元，每月所賺的大部份也用在學費和交租，
當時真稱不上是生活，只是為了生存而活。
	 在全職工作兩年後，他再一邊工作一邊修讀學位課程，因回家須趕尾班車，
連放學後與同學研習功課的時間也沒有。家舍導師盡力幫助，透過教會網絡，最
終找到以市值六折租金，約三千元左右租住位於太子的劏房。在太子單位居住了
約4年，期間順利完成學士學位，畢業後他找到穩定工作。現在Leo已有能力租
住其他單位。
	 Leo感恩得到「第二人生助跑計劃」的幫助，有愛心業
主在經濟上的協助，讓他有空間發揮所長，給予機會自力更
生。
	 更感恩的，是Leo入宿期間，獲家舍導師邀請參與播道
會同福堂九龍東堂聚會認識福音，有一次牧師為他禱告並給
他猶如父親的擁抱，把他的心軟化，聖靈一直作工，他最後
與爸爸復和，還帶他返教會。

愛心業主助無家青年開展第二人生

Leo最近更勇敢接受有
線電視訪問，讓公眾
了解那「做在小子身
上的工」，那助力多
大!節目重溫：有線電
視–小事大意義	 [愛心
業主助無家青年]	

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住屋租金冠絕全球，對於家庭發生突變的
青年，霎時失去居所，他們怎樣面對租屋的困難？播道兒童之
家青年家舍舊宿生Leo，因遭家暴，經轉介後入宿，面對有家
歸不得，透過「第二人生助跑計劃」服務過渡自立發展。感恩
家舍導師經教會網絡得到愛心業主平租單位。Leo發奮多年，
今天，他已完成學位，有穩定工作，並有能力自住。

Leo在第二人生青
年事工啟動禮分享
見證後，與父親相
擁，十分感動。



新 的 一 年 ， 抓 緊 上 帝

羅錫堅

總幹事心語

	 過去一年肯定是人類近代少有的一年。新冠疫情、中美角力、英國脫

歐、單邊主義、量化寬鬆、人工智能等，把全球推向前所未見的不穩定局

面。香港的變化更加凌厲，社會運動和政治轉型，震撼人心；不少人甚至考

慮移居外地，另覓他鄉。面對這動盪的環境，基督徒如何安身立命，處變不

驚？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有一次極度憂鬱不安。他的妻子為了

幫助他，穿了黑色的喪服。路德回家看到妻子這模樣，就奇怪的問：「誰死

了？」妻子說：「上帝死了。」路德大怒：「妳竟然說這離經叛道的話！」

那位賢慧的妻子回應：「若上帝仍在掌權，你為甚麼這樣擔憂？」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不但永遠活着，全知全能，而且顧念世人，願意擔

負我們的重擔，解決我們的困難。耶穌說：「你們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哪，

到我這裏來吧！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應當負我的軛，

向我學習，你們就必得着心靈的安息；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馬太福音十一28-30）

	 	 	 	沒有人知道新的一年會發生甚麼事，但你和我可以信靠耶穌基督的應許，

抓緊祂的手，上帝願意又有能力保護你，正如基督在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所

說的：「我把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患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勝了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