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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由上期月報開始講「人生
四部曲」的春，有一個字與「春」
字常在一起的，是「新」。「新」
原來是「薪」的原字，「新」本是
指用斧從樹取下的木，音「辛」，
後來因由樹「剛剛」取下的木，而
引申作新舊「新」或「初」之意，
便在「新」字頭上加草花頭，用「薪」來代替原來的新。
	 有言：「衣之始裁為之初，木之始伐謂之新」，筆者續曰，歲之
始時謂之春。無論是新，是初，是春，都是指起頭，從無變有，或是
破舊，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當然，還有的是指更上一層樓，另一個
階段，都是指着更好説的。人都是盼望新機處處，喜歡春回大地，嚮
往初升旭日，除了能叫人朝氣勃勃，也會較樂意以積極的眼光去檢視
所接觸到的事物。
	 無論是人生的「春」，或是歲首送舊迎的「新」，我們的神又會
如何期望我們呢？既然是重新的開始，或是另外揭開新的一頁，就意
味我們會有新的內容，有進一步的作為，甚至有個比前更闊的遠景，
而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與神同感一靈。我們繼續送上這個「春」天的話
題，再有幾位牧者執筆與我們分享，他們都是剛剛揭開另一頁的事
奉，另一頁的擔當。
　　「木之始伐謂之新」，這些木不是無原無故被取下，是要為能生
柴火而砍下的，自然這些薪是要經過一些處理和揀選，才能成為好的
柴薪，所以「新」並不是目的，也不是所要期待的結果，只是過程的
開始，正如「春」一樣，只是個開始，舉例：期待之後能夠耕作，萬
物向榮。由原來在樹身上的，砍下來後成為薪，是一個轉變，而重要
的，是自主自覺的變，滿有期待的邁進，這也是「春」這個字給人的
印象，含意，驅動力。
　　神在你的今天的生命中，有沒有再放下了新的種子，要叫這顆「
籽」粒在你生命中成長，你今天的狀況是否這顆種子所要的春天？所
需要的土壤呢？你能否繼續為神「春」風滿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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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一想，我全時間事奉主的

日子已有十多年，但在播道會的事

奉才踏入第六年，2011年9月我接

受總會按牧聖職及擔任迦南道真堂

堂主任一職，對我而言，這的確是

事奉生涯中的一大突破。實在要多

謝郭文池牧師的愛護與悉心栽培、

眾同工的肯定、眾執事的鼓勵、眾

肢體的支持，讓我擔任主任牧師一

職。

	 坦白說，因應我身分的轉變，

我確實收到不少的恭賀與祝福，因

着教會對我的信任與肯定，我也曾

有因此而感到歡喜。但對我而言，

我更大的感受是──戰兢！因為我

知道「要走的路甚遠」。

	 按我的性格，我並不喜歡作

帶領，我較喜歡擔任二線同工，跟

隨一位有美好靈性又資深的主任牧

師，因此，過去五年，我深深感

謝神的恩典，帶領我到迦南道真堂

學習事奉。在過去的事奉歷程中，

從前輩及眾同工執事身上，學習到

不少寶貴的牧養功課，的確是我

畢生受用的。我起初仍以為這就是

神的心意了，為我預備了「大樹」

，可以遮蔭，我以為我可以「安份

守己」在此當快樂的傳道人。然而

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祂要我成

長，要我突破自己的限制，兩年前

郭文池牧師跟我分享他全職寫作的

異象，並計劃請我「接棒」，我當

時最大的感受是──懼怕！

	 因我自問並非是一個人才，

沒有高人一等的學術成就，亦沒有

偉大的牧養方針，更沒良好的行政

領導恩賜，甚至沒有超凡的屬靈

生命。我只是一個願意被神使用，

被神塑造與雕琢，但又時常軟弱的

人。

	 再者，我又不喜歡作帶領，我

有何德何能作教會的主任牧師呢？

更何況交棒給我的，又是如此資深

的牧師，試問我又怎會不懼怕呢？

誰會真的不怕呢？

	 因着要承擔主任牧師一職，

蕭旭欣（本會迦南道真堂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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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用一天退修假，在神面前安

靜讀經禱告，從新思想神對我的恩

典與呼召，心中百感交集，過去十

多年來事奉主的不少片斷，重新活

畫在自己眼前。想起昔日自己曾經

向神立志，無保留地奉獻給神，曾

經願意「全獻在壇上」，「主領我

何往必跟隨」等等。我再次向神求

恩典，我懇求神再一次呼召我，不

是呼召作傳道，而是作主任牧師！

是的，我確實需要神的呼召，否則

我怎敢擔這重任呢？感謝神，那天

有美好安靜的時刻，並享受與神親

近的甜蜜，因着我認定神呼召我擔

任是次的聖職，神給我保證與勇氣

去走前面的路。因此，我最後踏上

這路，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

心。

	 我估計前面將會有更多更難的

事，可能甚至是我力不能勝的，我

盼望當我遇上重大困難與挑戰時，

我更願積極向神尋求幫助，更加倚

靠神，亦更能經歷神的恩典。我

不期望自己成為一個卓越的主任牧

師，我只盼望能忠心牧養主所交託

我的群羊；我不期望自己成為一個

人見人愛的主任牧師，因為主耶穌

在世的日子，也並非如此，我盼望

能凡於會眾有益的，沒有一樣避諱

不說的。

	 在教會的歷史中，曾有不少

曾被神所重用的屬靈前輩，卻在生

命上有嚴重的軟弱，當中不乏大有

恩賜者，最終卻導致身敗名裂，最

常見的莫過於受不了名、利、色這

三方面的試探。我絕對不敢誇口，

但我知道作為堂會的主任牧師，已

經甚少有人在無緣無故之下，查問

我的靈性與道德操守，因此從這角

度而言，我知道自己正處於一個十

分危險的處境。我只有常常反省自

己，並期望靠賴神的恩典，不致軟

弱跌倒，輕看世上的名利得失，並

與妻子保持良好關係，潔身自愛。

但願因那能保守自己不失腳的神時

刻的同在，使自己能無瑕無疪歡歡

喜喜站在神榮耀之前（猶24）。

	 誠然，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

情，承擔牧師與及堂主任的職分。

懇請各位主內同道，能成為我的良

師益友，為我禱告守望，並在我走

錯路時，提醒我；在我灰心時，鼓

勵我；在我跌倒時，扶起我；在我

乏力時，與我同行！願榮耀歸給寶

座上三一的真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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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
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
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
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
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
榜樣。」彼得前書五章2至3節這段
經文，是我刊印在按牧典禮邀請函
上，特別給自己作期許和提醒。
神選召我作牧者，就是要甘心樂意
牧養神的群羊，不是轄制別人。作
任何神的職分，無論是以靠主得勝
的歷程作榜樣，或是在軟弱迷失的
時候，將自己走過的窄路介紹給弟
兄姊妹引以為鑑，最重要就是以自
己的生命經驗來證明上帝恩惠的福
音。
	 事實上我可以自誇的就是自己
的軟弱，還在神學院就讀的時候，
就多次曾想到上帝那麼多工人，多
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那時
離開了工作十多年的崗位，突然
感到很沒有安全感，即時回頭還可
以重回行業，若再過二、三年便回
頭太難。當我正心裏疑惑的時候，
我被邀請到西貢一所教會講道，教
會裏有位男士問我是否認得他？我
一時也無法記起，他說是我中學時
的同校同學，最近才看福音電視
信主，但他心裏卻有種不踏實的感
覺，他的朋友中沒有中年才信耶穌
的，他疑問會否少年時候介紹福音

給他的都已經不再相信耶穌了，又
或是自己現在才做基督徒會否有點
遲呢？但當看見我講道時，他就知
道是神回應了他的祈禱，因為我就
是那個中學時向他傳福音的團契團
長。我同時告訴他，他的出現也是
上帝藉他告訴我，雖然上帝的工人
已經有許多許多，但我就是呼召
了你，可以嗎？多一個不為多，選
上的卻一個也不能少！你願意順服
嗎？
	 我深明弟兄姊妹在靠自己並昔
日生活方式而活的掙扎處境，因為
我就是在掙扎的境況下，戰戰兢兢
地學習倚靠神過新生活。無疑像最
近朋友送了一部iPad給我，可是在
家中總是不能用無線上網	 (wifi)，每
天只能短暫地在快餐店使用。我曾
問懂電腦的朋友，他們都說問題很
容易解決，只需關了「路由器」再
重開，若還是不成功就買一個新的
「路由器」即可使用。可是我卻不
敢貿然行動，因為怕一作改動，使
原本可以用的電腦也聯結不到互聯
網，就全軍覆沒了。我唯有堅持找
那些以為電腦是很容易的弟兄，在
我的家裏親自舉行替換「路由器」
的儀式！我想作為牧者，自己也要
常常送外賣到弟兄姊妹的家裏或工
作地方，為他們一起更換信仰的「
路由器」！

李應新（本會康福堂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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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若能為弟兄姊妹作出
一點點榜樣，只因為自己在一個沒
有太多朋友且有點自卑的環境下成
長，直到認識主後才知自己竟是為
神所珍重，才開始慢慢地建立自己
較正面的看法，這首詩歌正好反映
我的心境──耶穌是我的知心友。

耶穌是我的知心友，祂知道我深透， 
細心帶領我向天路走，祂牽扶着我手。 
我向祂傾訴我憂與愁，我信祂必去困憂， 
永記祂因我將寶血流，我靈得拯救。 
耶穌是我的知心友，
明我祈求或苦與憂， 
神到處將我施恩救，
慈愛永遠伴我走。 
在這世界道路多歧途，
誰明白我主恩高， 
曾為我要被死煎與熬，
神奇恩我仰慕。 
我向祂低首向祂渴求，
要帶福音往遠處走， 
願我一生一世跟主腳步，
完成主使命。 
願這福音恩光遍地球，為人所接受！

	 最後，我希望引用這故事作結
──「昨夜，我與一顆橘子摔角」
（註）。在未來的牧職裏，我祇希望
給你介紹我的知心友。
	 上帝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去跟
一顆橘子摔角，那個橘子看起來很
平常，只是體積有點大。我衝向橘
子，兩手環繞這球體，正想用力施
壓，上帝說：「不能壓，一壓橘子
就破。」我立刻跳開，換個招式，
想舉腳踢他，上帝說：「不能踢，
一踢橘子就滾出去。」

	 裁判怎麼這麼囉嗦？先不說清
楚，事後來講。我使出鷹爪功，準
備用剝的，上帝說：「不能剝，一
剝橘子就出水。」
	 好吧！我便使出鐵頭功，一
頭撞過去，上帝說：「不能撞，一
撞橘子就變形。」這個裁判怎麼這
麼偏心？對橘子有愛心，對我講犧
牲。
	 最後一招，我騰空躍向橘子，
與橘子抱在一起翻滾，橘子壓我，
我壓橘子，汗水與橘汁交融。我正
要把橘子制伏時，上帝又說了：「
時間到。」
	 哪有這種不公平的裁判！
	 我氣呼呼的出去，再也不玩這
種莫名其妙的比賽。忽然，我聽到
一些讚美聲，不是「他打贏了」，
而是：「哇！這個人有香氣喔！」
	 「 甚 麼 香 氣 ？ 還 不
是 汗 臭 味 ！ 」 我 咕 嚕 道 。	
咦 ？ 我 好 像 也 聞 到 了 甚 麼 ，	
那不是汗臭味，而是一種特殊的芳
香。
	 那時，上帝在後面說：「怎麼
樣，要不要再來一場？」
	 我忽然清楚了！
	 我回頭，又擺好架式，面對下
一顆橘子。
	 我想上帝已選召我與你出場，
來，我們一起與橙摔角吧！

（註）文章錄自《昨夜，我與一顆橘子摔
角》，張文亮著，校園出版社，第8至11
頁。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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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獲總會文字的約稿，為
「月報」寫篇按牧後的事奉感
受，想了好幾天，也不知如何下
筆，一方面實在沒有甚麼「新」
的領受，其次是怕言之無物、老
調重彈「三幅被」，浪費讀者的
時間精神。最後，到了交稿的臨
界點，「思前想後」，嘗試從「
過去、現在、將來」分享牧師生
活、事奉的點滴，雖仍是「三幅
被」，希望與各主內肢體分享共
勉。

過去的裝備、今日的事奉
	 不少人以為，當傳道人功
力深厚、有年資又有表現時，就
「升職」做牧師。若以此為準，
恐怕本人永遠沒有這個資格；被
「按牧」全是主的恩典，在此衷
心感謝神的恩惠及教會的造就與
支持。「全是恩典」並不是客套
說話，筆者過往不是教會的「精
銳部隊」，本來就是膽小內向、
不擅辭令、讀書成績差的人，如
何能當此牧養重任（相信讀者開

始為道真堂擔心）？短短三幾年
神學課程，恐怕不能使腐朽化神
奇；原來神叫「萬事互相效力」
，透過生活、家人、教會、團契
弟兄姊妹、主日學老師、傳道人
等，給我多方面的模造，栽培我
成為牧者傳道。昔日的「不才」
，叫我謙卑，生活的艱苦，教我
學習忍耐和倚靠，事奉的挫敗讓
我經歷體諒與寬容，肢體的分歧
令我珍惜「合一」的可貴，甚至
教會沒有傳道人，叫我明白牧養
的重要；以上種種，裝備我今日
學習擔當「牧師」的專職。

今日的事奉、『常人』的挑戰
	 「尋常的事奉、常人的挑
戰」是這段牧會生活的體驗。記
得在按牧禮前，有少年團團友說
笑：「易先生按牧後，就不可
以同佢玩啦！」我笑着回答：「
點解唔玩得！」。不諱言，在事
奉上，「按牧」後的改變不大，
牧師不用變身，不需要穿上牧師
袍上班。如常的教導牧養、探

易志江（本會道真堂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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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關顧、主持聖禮、領導開會
等工作。下班後照樣買菜煮飯、
與太太一同打掃家務，閒來聽音
樂、做運動、發白日夢、陪伴家
人……。或許有人認為：「升『
職』後，要加倍努力」、「更熱
心事奉」、「更…更…更…」。
筆者相信，努力工作、盡心事
奉，是每位信徒當盡之義，不應
存有升職後才「更努力」之想（
恐怕你會被發現未盡全力）；本
人卻希望在屬靈生命上，有更大
的成長，好察驗神的心意，作主
合用的器皿。知道牧者的生命是
需要培養，故期望在屬靈知識的
增長外，能靠主克勝個人軟弱，
同時對「人」能有更深刻的體
會，以至能與肢體們同步同行，
在生活上一同呼吸、一同掙扎、
一同見證；特別是筆者的教會，
身處在基層社區中，新移民、老
人、低收入家庭等，都是我們宣
教的對象，期望自己和教會的會
友，對這些鄰舍多一些關愛，對
人多一份體會，回應上主給我們
的挑戰。

兩個的信念、迎接將來的挑戰
	 將來的事奉，未知遇上甚
麼挑戰，但「已知的」有兩個信
念：

	 第一個是「多給誰，就向誰
多要」。當主再來時要交賬，神
要我的是甚麼呢？是否忠心餵養
祂的羊（約二十一15-17）？在屬
靈品格上又是否配作榜樣，以生
命影響生命牧養主的群羊？求聖
靈教導我，好作無愧的工人。
	 第二個堅持是「從上而來的
呼召」。雖知事奉挑戰重重，困
境叫人喪志，然而「呼召」卻是
傳道人的憑據。想起當日蒙召的
經文，是主騎驢進入耶路撒冷，
曾向主回應，甘願作主的驢，被
主驅使，讓主得榮耀。「牧養教
會」是筆者的召命，過去的事
奉，亦印證了主的呼召；主給恩
賜、才幹，是用在建立教會，叫
神的國得擴展，不是建立自己的
王國，叫人崇敬，知道自己容易
驕傲，求主幫助警醒事奉，又知
道主再來的日子近，盼望能裝備
聖徒，激勵事奉，以完成主對教
會的使命。

聘請傳道
播道會觀塘福音堂誠聘傳道一
位，須神學畢業，牧會經驗不
拘，主動，重視團隊精神，有意
者將履歷寄觀塘雲漢街85號閣樓
E1-E3(資料只作招聘用)聘牧小
組收，查詢請電2343-2988堂主
任郭袁柏齡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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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泉堂剛踏入二十一周年，
在這以前堂會一直沒有堂主任。
故此當自己在去年八月起承擔這
個事奉，對堂會來說是一個大轉
變。
	
	 自擔任堂主任以後，工作量
多了，在有限的時間和體力下，
自己正學習兩樣事情。第一，
要懂得排列優先次序，要在有限
的時間處理教會中較為重要的事
情。另外，由於是小堂會的緣
故，人手不多，自己習慣了親力
親為，但現在要學習分派工作，
不要事事「攬上身」。感謝神，
堂會的執事、同工和弟兄姊妹都
很樂意協助傳道人。

至於家庭的照顧方面，感謝
主賜給我一個忠心良善的家傭，
家中的大小事情都打理得頭頭是
道；而丈夫亦樂意多分擔兒子的
照顧，這着實讓我感到輕省；而
我一有空都會以陪伴兒子為首要
的事情。

	 誠然當了堂主任後壓力是大
了，至於如何處理壓力這方面，
除了從上帝支取力量以外，我也
有一些減壓的方法，例如聽歌、
與人分享、有足夠的睡眠等。由
於每晚要在兒子睡了才有自己的
私人空間，以往常常做「夜鬼」
（至很晚才睡），凌晨一兩點才
上床。但現在要節制，常常提醒
自己要有理想的狀態才能處理好
教會的事情。
	
	 至於堂會怎樣看女堂主任，
我覺得大部份肢體都持開放的態
度。他們不介意是男還是女，最
重要的還是看工作表現：講壇的
教導、生命的質素、牧養質素、
處事手法、人際關係等等。
	
	 感謝主讓這卑微的使女擔堂
此角色，是榮耀，也是重任，求
神繼續賜下智慧及能力，使用這
不配的器皿賜福教會。

主

題

文

章 陳福勤（本會信泉堂堂主任）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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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獨身恩賜？」、「怎樣知
道自己有沒有獨身恩賜？」這兩個問
題，是筆者早年的疑惑，同樣也是不
少人想解開的疑團。大家不約而同地
以以下的特質來衡量自己有沒有獨身
恩賜，認為有獨身恩賜的人個性特別
獨立、不怕孤寂、性慾的需求較低、
與異性相處泰然自在，更有神特別的
呼召；於是大多數人得出的結論是：
「我沒有獨身恩賜！」正因為聖經對
獨身恩賜的特質沒有明確的陳述，同
時受傳統單身觀的影響，於是帶來不
少的迷思。

一、單身恩賜被聖化
	 單身通常與恩賜相提並論，乃
基於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七章7節的教
導：「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
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
是那樣。」此外，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十九章11至12節談論守獨身，指出這
不是人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
誰才能領受。有些人甚至為天國的緣
故自閹（不結婚）。由此形成了一種
觀念，認為守獨身是出於神的主權，
以及神特殊的召命。
	 魏格納（C.Peter	Wagner）將獨
身恩賜定義為「在基督身體裏，神給
予某些人特別的一種能力來維持，並
享受單身，以致可以不結婚，又不受
苦於過度的性試探。」1	 換言之，沒
1	 許益豪：《我該單身嗎？》，頁62。

有獨身恩賜的人是不可能不結婚，及
忍受性衝動的困擾。另有一位作者則
認為得這恩賜的人，便有駕馭單身生
活的能力。2

	 這種將獨身恩賜聖化的觀念，
無形中低估了試探的真實性。保羅從
來都沒有提過他擁有任何特殊的禁慾
恩賜或可以攻克己身的恩典。反之，
他常為着肉體的試探而掙扎：「我真
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羅七章）

二、單身恩賜被矮化
	 由於傳統觀念認為選擇單身生活
的人有特殊恩賜，因而異常於一般選
擇結婚的人。這種想法「表面看來是
抬舉單身，實際上是貶抑，同時也混
淆了單身恩賜與健康的自我認同。」3

不少人視婚姻為最好，單身為次好，
這源於神在創世時設立婚姻，全因為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
配偶幫助他。」（創二18、20）。
此外，他們認為神要藉家庭來建立人
的品格，沒有結婚的人便永遠不能成
熟，4	 於是已婚的人不期然對單身的
人深表同情，更有人提出「蛻變新品
種好男好女，婚姻可遇更可求」的口

2	 同上書，頁63。
3	 許益豪：《我該單身嗎？》，頁71。
4	 June	Hunt,	“Singleness:	How	To	Be	Single	And		 	
	 Satisfied”,	Hope	For	the	Heart:	Biblical	Counseling		
	 Keys	(I.C.	Myths	&	Symptoms,	2002),	2.

吳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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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藉此鼓勵單身人士好好改善自己
的品格，建立屬靈生命；不經意地反
映了已婚者的自我優越感，同時令一
些單身者認為自己不夠好，所以沒有
追求者。這些觀念，給單身者的自我
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其實按創世記二章18及20節的解
釋，「獨居不好」乃因人是「社會性
動物」，需要和人來往相交，5	 而當
時亞當獨自一人，沒有其他人可以溝
通，因此，必須要有伴侶。可是今天
的情況則不同，單身的人可以與不同
的人交往，建立健全的群體生活，並
不像昔日亞當一般孤獨，舉目不見一
人。6

	 況且，成熟的基督徒無論在任何
景況都可以知足，不在於結婚或單
身。7	 單身是每個人必經之路，只是
多數人最終選擇結婚，而某些人則仍
然維持單身。再者，神應許所有信主
的人要得豐盛的生命（約十10），並
要求基督徒的屬靈生命要邁向成熟，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來六1，弗四
13-14）。那即是說，不論結婚或單
身的人都要追求長進，為的是要像基
督的榮耀，並要活出基督的豐盛。

三、單身恩賜被濫化
	 許益豪認為傳統單身觀念塑造了
兩種虛假的單身階層：如果某些人擁
有超自然的單身恩賜，以致可以過快
樂的單身生活，那便意味了有另一些
缺乏這種恩賜的單身人士；8	 同時，
5	 鄺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	 	
	 樓，1999），頁235。
6	 同上書，236。
7	 許益豪：《我該單身嗎？》，頁71。
8	 許益豪：《我該單身嗎？》，頁67-68。

不覺得自己有禁慾這超自然恩賜的人
便必須結婚，這是屬靈的濫用。9

	 有這種觀念的人主要是對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七章9節談及：「與其
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有所誤
解，認為不能勝過性慾的人便應結
婚，言下之意，守獨身的便是不受性
慾困擾的人。其實保羅的意思是：與
其在放縱和不道德的性行為中過單身
生活，倒不如選擇在婚姻中擁有性生
活。保羅在此並非強調單身人擁有控
制性慾的能力，而且他也沒說過沒有
這種恩賜的人就應該結婚。

	 以上這些觀念令不少單身人士鎖
定自己沒有獨身恩賜，所以應該要結
婚。再者，這些主觀感覺，令不少單
身基督徒質疑神為何不賜下配偶；為
何偏待他，給予一個自己並不想要的
恩賜；因而感到到憤怒、沮喪，心生
苦毒。10

	 下期筆者會接續跟大家分享有關
聖經的單身觀，以破除因單身的迷思
所帶來負面的影響。

	 本文轉載自——吳聯梅：《魅力一族齊
展翅》（香港，2007）頁15-19。

9	 同上書，頁71-72。
10	June	Hunt,	“Singleness:	How	To	Be	Single	And		 	
	 Satisfied”,	Hope	For	the	Heart:	Biblical	Counseling		
	 Keys	(II.	Symptoms,	2002),3.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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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當自強──生命，生活，人生」婦女講座

劉春玉	(教育部幹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教育部於二
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晚上，假播道會望福
堂舉行「伊人當自強——生命、生活、人
生」婦女講座。當晚有37位教牧同工及教
會領袖出席，由資深社會工作者盧朱燕群
師母主講。主要分享婦女在現今世代面對
不同的挑戰及衝擊，如何在個人信仰、生
命成長、身分及角色上得着平靜安穩的力
量；學習善待自己、關愛家人、服侍教會同時關心社會，以致活出豐
盛的人生。
	 盧師母首先刻劃出現今婦女面對的光景：一方面要照顧家庭、孩
子、丈夫、工作；另方面又要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麻木的城市、競
爭的社會；以致感到迷惘、恐懼、挫折和壓力；她們渴求被聆聽、了
解、尊重、肯定和關心；有時她們也會出現過度的付出，忽略自己的
需要，缺乏運動和休息，也沒有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甚至忽略與神
的關係……
	 師母指出婦女的出路，首先要重整自我價值觀，她以聖經以弗所
書二章10節強調，要認識我們原是祂的工作(神的藝術品)，是神所珍
重的，要學習享受生命的不同階段，靠主喜樂、善待自己；不要單單
的付出，還要重視自己的需要、明白自己的情緒，讓自己有成長的空
間；活出感恩的生命，關懷別人、心裏尊主為大、渴慕追求神，享受
與神同行的整全生命。
	 最後還有分組討論的時間，參加者分享面對婦女事工的種種挑戰
和經歷，彼此支持和代禱，願姊妹們都能回歸神的愛中，享受神賜人
的喜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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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 中事

「同一屋簷下：
       緩和彼此關係，平衡各方壓力」講座

　　由本會教育部主辦、福泉堂合辦的家庭系列「
同一屋簷下：緩和彼此關係，平衡各方壓力」講
座，已於本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假福泉堂順利舉行。
當日有超過120人出席。
　　講員何羅乃萱師母（家庭基建發總監、資深青
少年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從家庭面對的壓與挑

戰、家庭壓力的來源與Ａ型性格、家庭減壓方程式等課題分享，幫助
參加者了解夫婦及子女彼此間的特性及需要，從而得以緩和夫婦間及與
子女間的緊張關係，減低彼此因不了解而產生的壓力及張力，讓家庭更
和諧。何師母生動的表達及許多真實的例子，讓各參加的夫婦更容易
投入及理解，兩個半小時的講座很
快就過去，參加者似乎仍感意猶未
足。何師母提供的資料及意見非常
豐富，參加者聽後再仔細思想，相
信更能體會當中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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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香港、菲律賓、新加
坡、馬來西亞及日本之播道會青
年領袖將於本年五月三日至五日
（週四至週六）雲集馬來西亞吉
隆坡PREMERE	 HOTEL	 KLANG
舉行會議；研討並分享各地有效
之青年工作模式與方法，大會主
題為ARISE	–	STEP	UP	 TO	THE	
NEXT	 LEVEL，已邀請當地一增
長迅速之教會，其主任牧師Dr.	
Philip	 Lyn擔任主題講員，大會
並舉辦四次工作坊，其中引人入
勝之題目包括：聖經中的領袖模

式、領袖如何平
衡職業與教會、
領袖關係圈子、
如何確保內裏生
命健康（由本會
同工林偉俊牧師
應邀主領）等，

並盼各地代表熱烈交流後，將收
穫帶回各地，繼而裨益所屬堂會
及地區。
	 馬來西亞播道會成員以華
裔為主，彼等愛主、愛傳福音，
並愛播道會的心志溢於言表，主
席陳亞基博士為盡地主之誼，
特備會後留居計劃（home	 stay	
program），讓自願多留兩天的嘉
賓接受當地家庭接待（五月六、
七日：主日至週一），親嘗馬來
風情。本會香港差會總幹事郭必
鋒師邀請香港代表們趁往馬來半
島之便，騰空數小時以實地考察
當地聖工，可見今次旅程實一舉
數得也！
	 本會主席蘇振豪先生稱：
執委會委派林偉俊牧師（同福堂
同工）代表本會擔任大會籌委，
並請林美珍姑娘（總會傳道部主講員Dr.	Philip	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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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為領隊，蘇主席呼籲各堂主
任及執事會主席，向總會推薦大
約25至35歲之青年領袖，諸如教
牧、福音幹事、執事、青年宗教
教育部門義工、各堂之社會服務
者、主日學青年級教師、團契顧
問、導師、職員等踴躍赴會，並
盼望各堂能為代表們付全部或部
份之費用，更鼓勵赴會者回港後
向所屬堂會分享並應用！
	 大會費用約為每位港幣一千
元，來回機票約為二千八百元，
本港之截止報名日期為三月中或
額滿即止。查詢請電2715-9683，

機會稍縱即逝，請即報名！

以往青年大會照片

活愛堂
	 由本年4月1日開始，活愛堂之主日崇拜及通訊地點將一併更新為
「九龍石硤尾南山邨南偉樓平台107-110號」；而教會之網址、聯絡
電郵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均維持不變。
	 為感謝神對活愛堂的厚愛，過去能有機會以播道醫院作為事奉主
的基地，我們將於3月25日（主日）早上十時，於播道醫院，舉行「
感恩崇拜」，崇拜後聚餐。
	 另於	4月1日早上十時於南山邨新堂址舉行「活愛堂17週年堂慶崇
拜暨新堂啟用禮」，崇拜後聚餐。
	 歡迎各肢體為我們代禱，和出席上列之聚會，成為我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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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 中事

 中 國 基 督 教 播 道 會
   社 會 服 務 同 工 週 年 聚 餐
	 每年一度的社會服務同工週年聚餐，已於本年二月十
七日晚上假香港文化中心映月樓順利舉行。當日筵開十五
席，各服務單位包括幼兒學校、長者中心、兒童之家、家
庭服務中心等同事齊齊出席一同享用晚宴。
	 當晚司儀由周賢明先生（社會服務辦事處總主任）及郭恩榮先生

（幼董會董事、寶雅幼兒學校諮委會
委員）擔任。首先有興田邨道真堂愛
禮信長者中心帶領會眾用手語一同頌
唱詩歌，繼而有社會服務常委會主席
陳永康教授致辭。在各位董事會成

員、諮委會成員及單位主管一同舉杯祝賀後，一同享用晚宴，期間有
福安堂長者中心表演。及後有致送紀念牌
給予服務五年至二十五年同事，及嘉許優
秀員工，各位獲嘉許員工得到在場同事的
熱烈掌聲支持，顯示各獲獎者實至名歸。
由於獎品豐富，在晚宴時不斷舉行抽獎，及後抽出多個大獎，各服務
同事皆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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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最寶貴的禮物

潘家恩 (ECH院友)
愛的培育
	 由於家庭暴力的緣故，我在小學三年級入住播道兒童之家。在這裏我很感受到家
長對孩子的耐心及悉心照顧，當時的家長Penny姐、從心姐及穎怡姐姐是拿個心出來
照顧孩子，因着她們，我認識了主耶穌。在家舍生活可以說是多采多姿，家長會跟我
們說故事；晚上姐姐與我們唱詩歌、分享、查經、背金句及晚禱，因此神的話語早已
植根在我心。另外，在星期日家長會煮飯給我們吃，最深刻是食ABC字母粉及菠蘿肉
鬆炒飯。家長們的見證令我看到「委身」，因為她們信耶穌所以就這樣愛錫孩子，讓
我們感受到很多愛。之後我心中的孤單、恐懼及不安全的感覺都被驅走了，心情亦變
得開朗！	
	 其實我在學校的成績是接近全級包尾，因此被編入最差的班別。入了ECH之後，
家長姐姐迫我溫書、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孩子、要我們勤力、又帶我們返教會等，不斷
提升我們的質素，因此在兩年間我的成績突飛猛進，入了精英班，而且還做了風紀隊
長呢！
蹉跎歲月
	 我在ECH開心成長的日子到了小六就完結了。之後回家居住，由於爸媽情緒不穩
定，經常無理取鬧，說我無用，令我有很大的挫敗感。中學時，因一些原因和同學、
老師的關係不好，成績一落千丈，每天找校外的朋友玩，更打機成癮，逃避父母、老
師、學業壓力。那時我人生毫無動力，像一個洩了氣的車胎，蹉跎日子。到十七歲
時，我的生活環境轉變了，因好奇心和驕傲，我慢慢遠離了神，亦沒有返教會。那段
時間，神沒有離開我，但我卻隨着自己的任性做了不少錯事。直到我經歷到一些我不
能再憑着自己的力量面對及解決的事情時，我走到了人生的絕處，我想起神能赦免我
過去的罪，接納我。
浪子回頭
	 回望過去，我得罪了神並傷害了人，我很後悔，但神在我這一切的經歷和磨練
中，都看守着我。我領悟到神為甚麼在小時候讓我相信祂。衷心感謝神藉着「當你走
到無力」這首詩歌提醒我：「別害怕，祂知你
難受，擔當軟弱與困憂，不須再懼怕，耶穌必
拯救，願你開口接受，張開你手……讓你一生
快樂展翅高飛，一個全新的你。」
	 我在2011年12月11日受浸加入教會，當中
有家長華姐姐及院牧鄧姑娘出席。ECH給了一
份最寶貴的禮物予我，就是福音的種籽種在我
的心田，讓我在困難中尋求神的幫助，這份禮
物用錢也買不到。「主啊！求祢幫助我，當我
忘記祢的時候，祢要尋回我！」 華姐姐及院牧鄧姑娘出席家恩的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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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的人有福了。」

	 聖經所指的溫柔，並非一般人所
指的溫和、柔順、有禮那麼簡單。根
據筆者多年查經所得，我對溫柔的理
解是：因不計較、不追討別人的過犯
而產生的表現，便是溫柔了。
	 親子之間的權力分佈，傾鈄於
父母一方。父母當然須運用上帝賦予
他們的權力來教導孩子，然而，行使
權力時，亦須學會溫柔──不輕易發
怒，不計算孩子的惡，反倒給孩子留
有空間，顧及他們的心理需要。《聖
經》教導我們「不要惹孩子的氣」，
一味強調行使權力，運用壓力來迫使
孩子就範，起初還是行得通的，可
是，久而久之──尤其當孩子日漸成
長，並進入反叛期──過份使用權
力，只會招致孩子反感，令彼此關係
惡化，甚至缺裂，後果可以不堪設
想。
	 耶穌心裏柔和謙卑，不與我們
計較，誠然承擔我們的過犯，給予我
們重生的機會，這就是無條件的愛。
因此，父母不應輕而對孩子說：「你
不聽話，我就不愛你。」這樣令孩子
感到被拒絕，情緒受困擾，一旦情緒
發作，便變得不理性。相反，父母須

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肯定自己對孩子的愛，照顧他們在安
全感、自尊感、聯繫感、能力感等方
面的需要，免得他們陷入過份自責、
羞愧或憤怒的處境中，不能自拔。相
反，父母無條件的愛、不計較的表
現，卻給予孩子無限的安撫，令他們
有力量面對自己的錯誤，並接受父母
的引導來判斷是非。
	 筆者三位女兒還年幼的時候，曾
經問他們：「你們乖的時候，爸爸愛
不愛你們？」
	 她們都如此回答：「當然愛我們
啦！」
	 筆者隨即追問：「那麼當你們不
聽話的時候，爸爸還愛你們嗎？」
	 她們回答說：「大概不會吧。」
	 我接着說：「你們不聽話的時
候，爸爸還是愛你們的，只是你們不
聽話，爸爸會很傷心。你們不聽話的
時候，爸爸還可以教導你們嗎？」
	 她們都說：「可以。」
	 這個世界教導我們的孩子人的
愛是有條件的。然而，作為天父的兒
女，我們倒要向祂學習那無條件的愛
並柔和謙卑的榜樣，讓孩子在愛中成
長，藉着被愛而找到力量來面對困難
和成長。

播 道 書 院

可以做個溫柔的父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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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同工知多少

感恩的事
	 能繼續事奉！

支持系統
	 內子劍麗是我最大的支持
者，一切的喜怒哀樂，都能毫不
掩飾地與她分享，而換來的永遠
是愛護、鼓勵與安慰，同時又是
我最大的代禱者呢！
	 此外，又有神學院裏與我最
要好的兩位師長隨時願意聆聽與
教導，即使只是與他們聊聊天、
吃吃飯，已經是上帝賜我最溫暖
的好同伴了。
	 還有，一群愛我的肢體	–	無
論是活泉堂的肢體，或是我母會
的團友；我一直認為：是他們在
背後持續不斷的代禱守望，也是
上帝的垂聽與憐憫，叫我有力量
繼續往前走。

播道情
	 未曾參與播道會的事奉前，
與宗派最多、又最近距離的接
觸算是內子劍麗了；從她的生命

黃天逸牧師
播道會活泉堂堂主任

在播道會事奉日子：6年多 裏，完全感受到那種純品、忠
心、委身與愛主的性情……
	 在播道會事奉的幾年，也確
實體會到宗派裏眾牧者與肢體這
種純品、忠心、委身與愛主的一
面。盼望我們的教會，也能將這
美好的氣質延續下去。

事奉感受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
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儆醒。」八年多牧會的日子，完
全是上帝的恩典與憐憫；也是這
「瓦器」裏的「寶貝」顯出其莫
大的能力。

未來計劃
	 現於美國進修婚姻及家庭輔
導教牧學博士，既要完成課程需
要，同時又要額外抽空做實習和
面見督導，因此在學習上有相當
大的壓力，並且即將進入撰寫論
文的階段，盼望能在未來一年多
可完成有關研究和課程的需要，
以致可以成功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