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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賜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一心一口榮耀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羅馬書15章5-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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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第二，當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時，保
持冷靜。面對突如奇來的變化，人的情緒
自然地受到衝擊，出現驚慌失措，理性分
析的能力和判斷力都會大減。若然我們在
這種心理尚未平伏的狀態下作出最重要的
決定，我們很容易做出過度反應，而並非
最合適的決定。我們該做的是努力保持自
己冷靜，先稍作休息，把自己從處境中抽
離一會，待心情稍作平伏後再回頭面對問
題。彼得是衝動派的俵俵者，當耶穌在客
西馬尼園被猶大出賣，兵丁上前捉拿耶穌
時，彼得慌亂下馬上取出小刀，把兵丁的
耳朵割下來，以圖阻止拘捕行動。結果，
耶穌斥責彼得的魯莽和衝動，阻擋耶穌上
十架的救贖計劃，也醫治受傷的兵丁。當
我們感到承受不了時，我們可以向主祈
求，求祂使我的心冷靜下來，與祂分享你
的感受和憂慮。此外，主給我們有許多屬
靈的友伴和前輩，互相分享和支持。

第三，盡己力勇敢生活。新時代下，我們
有勇氣向篤灰，舉報的歪風和以假亂真的
事情說不嗎？我們仍有說出真相，作真見
證的勇氣嗎？當社會上，人與人變得互不
信任，拒絕與人真誠面對面的交流時，我
們仍有勇氣，為福音的緣故，踏出一步去
主動關心別人的需要，聆聽他們的故事，
與人分享信仰嗎？但願聖靈加添我們勇
氣，重新建構人與人的結連和信任，時刻
作福音的精兵，謹守作為基督徒的崗位。
我們的眼神交流，面對面的閒談，正是打
破冰封內心的最佳方法。

●何子軒弟兄

距離上一期<橋>只短短一季的時間，不
少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了頗大的改變。我們
閱讀多年的報紙突然停刊了；經常收聽收
看的電台電視節目突然結束或者主持人被
撤換；各界別的民間組織陸續停止運作，
過百位一直服務街坊的區議員也相繼辭任
了；就連朋友圏中不約而同有人要離開這
城，去追尋理想的家園。這種情景令筆者
聯想起耶利米先知兩卷的著作<耶利米書
>和<耶利米哀歌>。先知為耶路撒冷被
毀，以色列人被擄，國破家亡的哀傷景
況，相信今日不少人別有一番感受。面對
著變化難測的時代，在主裡的我們，實在
需要不靠別的外力，回歸到聖經裡面，重
新思想和找緊從神而來的盼望和應許的信
息。

最近筆者拜讀了知名歷史學家Timothy D. 
Snyder 的著作 <On Tyranny -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書中有幾個面對新時代的態度值得我們
學習和堅守，特別選出其中三個與大家分
享。第一，相信真理。在一個傳媒光譜被
收窄的時代，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會比以往
困難，但我們切忌放棄對事實真相的捍衞
與堅持，一面倒接受媒體的報導，免得被
愚弄於製造出來的「真相」。作為基督
徒，我們高舉聖經，是神的話，是真理的
源頭。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約14:6）。當我們面對各種歪風
和異端，我們必須堅守惟有聖經是我們最
高的原則，並且捍衞真理，傳揚真理。我
們既是光明之子，耶穌早已教導我們世界
會拒絕，逼迫我們，像逼迫祂和初期教會
門徒一樣。我們有為信仰，為真理而受逼
迫的準備嗎？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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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傳福音並不單是依靠熱誠，或是用一
套制式的講述内容就能讓人明白，有時，
人與人之間真誠關係的建立，並「活出福
音」的樣式，反而勝過千言萬語。當親友
在我們身上看見信仰所帶來的新生命與豐
富度時，自然會吸引他們，一點一點的向
神靠近。

非常感恩主保守剛6月20日父親節福音主
日順利進行，共有10位親友實體出席，這
些親友主要來自以利亞團有8位，但以理
團有2位，求主保守這些親友們在日後仍
然有一顆尋求認識主的心靈，亦求主加力
量給教會如何跟進這些親友們！

由於現代資訊發達，已突破時間與空間的
距離，教會也運用了網絡的媒體，把神國
的好消息即時傳送出去了，盼望更多人信
服福音。保羅說：「我們傳揚祂，是用諸
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
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
西1：28）

我們期盼教會要興盛，福音要廣傳，極需
要仰望聖靈的能力，故此，我希望每個
肢體能在私禱中，最少每個星期有一次為
這些未信主的親友們提名禱告，求主憐憫
他們能夠快快早日信主，並以基督的心為
心。神給我們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
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28：19-20。求主幫助
並引導，讓這個大使命成爲我們一生努力
的目標！

●周愛蓮傳道

教會的使命

在5月17日，我和燕蒼姊妹去參加了一個
主題為「幸福小組佈道法」的簡介。根據
簡介得知這是一個令教會的氣氛翻轉的傳
福音方法，一個能令新信者落戶教會的佈
道法，一個「攻心而不攻腦的佈道法」。

有一間浸信會，他們因實踐了「幸福小
組」的佈道法兩年，不單人數不斷增長，
並且還帶來整體教會傳福音氣氛的改變。
所以我就抱這種想了解多一些的心態出
席，原來這「幸福小組」佈道法，是近年
神興起的一種嶄新佈道方式，不單有效地
領人信主，更能將新信主者殖根於教會，
並發芽生長，將原來沉寂的教會注入傳福
音而熱誠的生氣。

有一位牧者這樣分享，講到他的教會已停
滯了十年，無論上多少裝備訓練都是一
樣沒有改變。後來在「幸福小組」中，他
找到答案，他做過幸福小組，他就明白教
會是有希望的。另外又有一位牧者分享到
他的教會也是第一次做幸福小組，在開展
的過程中看見組員發揮個人的恩賜，禱告
氣氛被提升，願意被裝備做小牧人等。雖
然由籌備到開始他們都遇上了很多大小的
困難，但看見有人信主，生命改變，這都
見證幸福小組落實在教會做是可行的。幸
福小組的門訓是使人期待出現「屬靈下一
代」，盼望教會都能把握機會預備進入豐
收！

當我有初步了解這個「幸福小組」的佈道
運動後，我決定報名參加在8月至10月的
「幸福小組」佈道法課程，希望能更多了
解其中的理論與實踐，待日後可否應用在
教會的傳福音使命中。

牧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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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恩言

世事難料，唯主至寶

變是不變的道理：

今年6月是基督教會頌恩堂62週年堂慶，

在世紀之疫情下，教會聚會受到前所未有

的影響，教會也在改變之中，柏拉圖說：

「變是不變的道理」，真是世事難料！

頌恩堂經歷62年寒暑，我也在其中有44

年，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新老花旦别

样红」，見證了教會不少的改變，一代

去，一代來，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歷來

不變的道理。

停了聚會：

我在頌恩堂的日子裡，極少停止聚會，除

了一些特發的事情以外，正如聖經說，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停止慣了的人」

，但是因應政府的防疫措施，教會也停止

了聚會，這個改變，是從我退休的日子開

始，我在2020年2月底離開「執行幹事」

一職，我心裡早已作好準備，適應生活上

的改變，不用上班，不用負責團契導師、

不用參與但以理團契聚會、不用負責詩班

總監的職責，只因退休了！甚麼也不用做

了吧！

但是最想不到的，弟兄姊妹也不用聚會

了、不用返團契了、不用出席詩班了、崇

拜聚會也在家中看直播了，這些事情，誰

會想到呢？那些平常不喜歡返聚會的人，

再也不用找藉口了！這些事情，難以想

像！真是世事難料！

主愛不變：

世上的事，不斷改變，確實難以掌握，雖

然如此，在我心中，我的信仰裡，有一件

事，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柏拉圖也不會

明白的，就是主的愛永不改變，世界很多

人和事都會捨我而去，所謂棄我去者昨日

之日不可留，主對我們的應許，永遠都是

不會改變的，如聖經說，「耶穌知道自己

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愛到底，誰能做到！唯獨耶穌才可以，主

真是我們的至寶！

近在咫尺：

我們所住的香港，現在2021年大概有

7,580,200人吧！5月初的時候，疫情並不

嚴重，「受感染」對我來說是似乎是很搖

遠的事，根據資料，在最近7天（2021年

5月19日至25日），每天平均 1.3 宗個案

的報告，對比前一個7天時段（2021年 5

有感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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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供應：

在這段期間，日常生活的活動都停止了，

上班停止了、運動停止了（乒乓球及做

占）、社交停止了，只能到街上拍拍照，

並學習如何獨處！

我大部分的時間不用上課教畫，因為年少

的學生們都停了課，只有成年的學生仍

然堅持來上課，甚至有部分學生因此無心

向學，而放棄了學畫！在這段時間，一切

都改變了，有舊生停學，感謝主，祂帶領

了一班新的學生來學畫，剛好補充了退學

的學生人數！真是感謝奇妙的主！主有預

備，祂必供應！榮耀歸主！

●周定強弟兄

月12日至18日）每天平均有2.1宗個案，

根據這些資料，疫情好像離我們也遠吧，

心裡上也放鬆很多，但是大約在5月4日，

我所住的荃威花園，R座就發生了感染個

案，一名外傭確診帶有變種病毒，5月5

日整座大廈所有人都送去竹篙灣隔離營檢

疫，我住的是Q座，剛巧是旁邊的那座，

有朋友也誤會了，以為我也受到影響被隔

離，都給我問好！

沉重的心：

5月5日晚上，我的心情沉重，晚上瞭望R

座（旁邊的那座），平常日子每家每戶都

開了燈，但是這個晚上，烏燈黑火，一片

死寂，這座大廈也有住了我相熟的朋友、

弟兄姊妹及畫畫的學生，大概有七家人

吧！我的心也好像是被隔離了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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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恩言

這 節 經 文 的 「 僕 人 」 ， 是 少 見 的

「θεράπων」，而非常見的「δοῦλος」

；更有趣的是，「θεράπων」一字在新約

聖經只在這裏出現一次。這個大發現，讓

筆者查閲和請教了不少時間，終於發現答

案——其實在於這節經文出自民數記十二

章7節：

Num. 12:7 —— οὐχ οὕτως ὁ θεράπων 
μου Μωυσῆς· ἐν ὅλῳ τῷ οἴκῳ μου 
πιστός ἐστιν· （七十士譯本）

民十二7 ——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

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在傳統分類的五經中，《民數記》和《申

命記》在末後都一致肯定摩西是上帝眼中

地位超然的僕人。

《希伯來書》將神子（耶穌基督）與摩

西 作 比 較 ， 背 後 就 是 《 民 數 記 》 十 二

章 ， 上 帝 確 認 摩 西 是 與 別 不 同 的 僕 人

（θεράπων），是亞倫和米利暗無法相

比的僕人，而耶穌基督乃是比摩西還要盡

忠的。在這個背景下，透過摩西本身已經

很高的地位，突出了耶穌基督的更超然位

置。

●李天樂弟兄

原文大發現 
全然盡忠的僕人

`接續本人於6月13日的崇拜證道——當

日筆者為弟兄姊妹分享了摩西那無憾的一

生——其中提及摩西是耶和華親自承認

的僕人，更在《申命記》三十四章10節

記錄「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

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然

而，筆者希望進一步帶出，我們今日的基

督徒，乃是認識一位比摩西更受肯定的「

僕人」。

筆者在閲讀新約《希伯來書》時有一個有

趣發現：

Heb. 3:5 —— καὶ Μωϋσῆς μὲν πιστὸς 
ἐν ὅλῳ τῷ οἴκῳ αὐτοῦ ὡς θεράπων εἰς 
μαρτύριον τῶν λαληθησομένων, （希臘

原文）

來三5 ——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

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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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中時，我與朋友會到美孚圖書館的
自修室溫習。只可惜碰上了疫情，圖書館
無奈要關閉但幸好教會開放給我們溫習。
後來我邀請了我的小學同學楊凡和子鍵回
教會一起溫習更帶領他們一起回團契領
受上帝的話語。我們更會互相督促對方溫
習，考試前一日為對方打氣。感謝神賜給
我身邊的一眾好朋友使我向好的方向發
展，如果沒有他們我想我會跟中學同學一
起放棄學習。我更會把這份積極傳遞給我
已經放棄學業的中學同學，所幸的是最後
他也有為DSE盡了自己的全力。

在這裏我想感謝一眾為我們祈禱打氣的大
家。即使是我認識或是不認識的，你們打
氣聲音都為我內心增添一份溫暖。可能在
你們口中只是簡單的一句，但我收到的卻
是一份支持和鼓勵，我很感激神讓我在生
命的道路上遇上你們和可以有機會回到教
會。我更感謝提摩太團的導師們，他們會
時常會關顧我們，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他
們都會毫不猶豫伸出援手。

回想起考DSE的前夕和真正進入試場考
試，我很感激神的帶領。是衪讓我可以剛
強壯膽去面對考試，是衪讓我由一個沉迷
打機的人蛻變成一個專心努力讀書的人，
是衪讓我可以盡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應對
考試。Just do the best and no regret, 
God will do the rest（你只要做最好和不
後悔，剩下的交給上帝）是這一句讓我有
力量去面對一切的困難。縱然結果如何，
我不會後悔因為我知道這一次我已經盡了
全力剩下的只能交給上帝。我相信衪會安
排一條合適我的道路！  

●黃喜弟兄

DSE心路歷程

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是很多人心目中惡
夢，六年的中學課程就是以這個考試作
為目標。我們2003年出生於沙士，而在
2020至2021年碰上了新冠肺炎和社會運
動，我們這一屆的中六學生無法回校而失
去了許多學習和玩樂的時間。有大約一年
的時間都是以ZOOM學習，這無疑是對
我們這一群DSE考生雪上加霜。

我在學校是一個成績中上的學生，自問自
己的數學和通識科成績不俗，但是化學和
生物的成績卻是一落千丈，分數一年比一
年低。故此我在中六的學期開首就一直努
力去追趕理科的成績，在我眼中理科就是
一科吃力不討好的科目，你從書本學習到
的知識不一定等於考卷所出的題目。以化
學科為例你需要理解背後的原理，再加以
操練才能真正掌握當中的概念並且要練習
答題技巧。而生物科對我而言是一門易學
難精的科目，在課堂學習上的知識我全都
聽得明，但要真正考試的時候題目的變化
莫測讓我目瞪口呆，例如：消毒酒精為什
麼是75%才是最好，請解釋背後的原理。
但當我回顧三年學習的理科知識才明白到
「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道理，它讓我可以
了解自己的身體和身邊的事物背後的原
理，就是這些知識讓我明白身體健康的重
要性。我以前十分後悔選擇讀理科，但當
我看見身邊的同學學到的知識很少在生活
上活用，我才明白到這是神的計劃。也許
我並沒有理科人靈活變通的頭腦，不是一
個成績優異的學生，但我深知衪會為我選
擇最適合我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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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歸讀後感》

書名：殊途同歸

類別： Apologetic護教

作者：黎登奧

出版社：中國主日學會

一般人的心理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

的，都是導人為善，而且條條大路都是通

羅馬的，所以都是殊途真的能同歸啫！是

真的嗎？這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

倘若宗教都是殊同歸而導人行善的話，為

何世上許許多多的宗教存在就可以將人們

引到至善了。人類就不應該有嫉妒、分

爭，不再有戰爭，而能夠和平共處了，可

是現實並不是這樣。

為什麼人類需要宗教來引導人通往至善

呢？因為人類的行為充滿罪惡，都是敗壞

的，但其內心卻知道何謂善，而無力去

行，因此人們就在良心與行為的矛盾交戰

狀態中，無法得著平安，加上對生命之來

源及死後的去向一無所知，且對大自然產

的恐懼，因此產生種種不同的宗教來。

靈修分享： 
虛心的人有福了

經文：太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虛心就是謙虛的意思，進入天國的第一個

條件就是謙虛，因為人要承認自己有罪，

要配改才能接受耶穌做救主，才能進天

國，若不承認自己有罪 就算信耶穌， 他

信的根基就不穩妥了，他起先信的時候或

者很熱心，但後來必要跌倒，除非他後來

真認識自己是個罪人，信了主也要不住謙

卑，不能驕傲，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驕傲是魔鬼的形象，謙卑

是耶穌的形象，我們如何實踐謙卑？

1. 要常常省察自己有沒有自高自大的

心、或態度。

2. 要學習求別人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

處。

3. 要肯做低微的工作，例如洗廁所（不

是自己家裏的廁所，是教會的廁所）

，倒垃圾（不是自己家裏的垃圾）。

最要緊就是為自己祈禱，求主施恩使

自己能成為一個謙卑的人。

●窰匠手中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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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皇在論到有關信仰和道德之事時，他

由於作為基督的代表，是地上可見的教會

之統轄者，所以他是無論誤的。他們相信

救恩之獲得是要靠信心，加上由羅馬天主

教會引導而行之善功。他們永遠無從知道

是否已成就了足夠善行，可使上帝滿意，

並且能到天堂，天主教徒為了有煉獄的保

障而覺得幸運。因為在那裡他們能藉著接

受暫時的刑罰滌除罪污，因而得以進入天

堂。

２）猶太教：（P102~104.）

猶太教相信一位的神就是耶和華，獨一的

主。對罪的看法認為人既非具有原罪，亦

非生而良善，具有善與惡之間作抉擇的能

力。每一個人都應為他自己負責。

無論任何人都可以藉著將自己交託給獨一

的上帝，和道德的生活而獲得救恩。猶太

教也盼望一種身後的生命，但是他們著重

指導人在今生的倫理和道德行為，遠超過

對來世的預備。雖然有上人可能接受耶穌

為一優良的倫理教師，但是他們並不承認

祂是彌賽亞。因為：一、耶穌並未帶來持

久的和平。二、耶穌曾宣稱自己是神，但

猶太人對於彌賽亞的觀念，卻認為他是一

位從神那裡差來的人。他來是要解救以色

列人脫離壓迫，而不是解救每一個人脫離

他的罪。

殊途同歸一書中，就是從一般人的心態，

把世界各大宗教與基督教作一客觀性的比

較，作者以基督教正統思想為依據，聖經

為準則，這些信念包括：

１） 上帝道成肉身成為人的樣式──耶穌

基督。

２） 基督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救贖了

人的罪。

３） 基督從肉身的形體中復活，離開墳

墓，征服了死亡。

４） 聖經是受默示，有權威的上帝之道。

該書的目的是幫助基督徒對其他宗教有基

礎的認識，使其能更瞭解自己的信仰，同

時可以警醒投機取巧的信徒，因為這並不

單是今生的信仰，而是關係來世生命的真

理。世界上沒有任何的宗教，完全同意基

督教的觀點。為什麼呢？以下把各大宗教

的區別列出與基督教作一比較。

１）羅馬天主教： 
（P47,48、64,65）

天主教相信聖經和教會二者在信仰及生活

上都是具有指導性的權威。聖經的解釋必

須遵從教會的判斷……「教會執行的是護

衛和闡釋上帝的話之神聖使命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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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是神的許多化身或眾兒子之一，基

督並不是聖子，他並不比其他任何人神聖

偉大，而且也沒有為人的罪而死。

對於善與惡是相對的辭語，凡是有益的就

是善，凡是有害的就是惡。人在努力以求

認識自己的時候，無法避免在這些阻礙上

跌倒。如果他在今生未能成功，他可以在

來世，再化身的形態重新嘗試。人如要稱

義，是要藉著虔誠皈依、沉思默想、善功

和自制等。

５）佛教：

佛教主要的四項律則：「高貴的真理」。

列舉如下：

（一） 受苦是普世性的，生存本身必然包

含苦難。

（二） 貪慾、自私的慾望，是受苦之因。

（三） 消除苦難的良方就是排除貪慾。

（四） 排除貪慾要靠遵行「中庸之道」。

他們否定有一位具有位格的上帝之存在。

認為耶穌只不過是一位好教師，其重要

性次於釋迦牟尼，凡是阻礙人進步的就是

罪。人須為自己的罪負責。得解脫必須靠

自己的努力。

３）回教（伊斯蘭教）： 
（P110、118～120.）

回教的六大教義為：

（一） 神 觀 ─ ─ 只 有 一 位 真 主 ， 就 是阿

拉。

（二） 天使──為首的是加百列，及一位

墮落天使謝坦即撒旦。

（三） 聖書──摩西五經，沙有爾，耶穌

的福音書及可蘭經。

（四） 先知──穆罕默德為最大及最後的

一位先知。

（五） 終局──終局時，阿拉要審判每一

個人。

（六） 預定論──神按其意所決定的事，

沒有人能改變。

他們認為耶穌不過是一個凡人，是與亞

當、挪亞、亞伯拉罕和摩西同等的先知，

但比不上穆罕默德重要，基督並沒有為人

的罪而死，他們認為罪是不實行阿拉的旨

意，是未盡回教的信仰五柱中所列舉的教

義，而且人必須自努力以賺得救恩，也必

須為自己的罪付上代價。

４）印度教：（P138～140.）

印度教認為婆羅曼是沒有形體，抽象沒有

屬性的永恆存在，既在三一中，也在萬千

微來的神祇中取得形象。他們認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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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有別於其他的宗教，乃是因為它不

是要人靠著行為得救，乃是把人的本質

的罪性清除（除去舊人的性情），而是將

新生命賜給人，因為神知道人已經在罪中

墮落了，無論人如何努力、苦練也無法自

救，所以上主差祂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

道成肉身），承擔人犯罪所帶來的後果，

就是死亡，因此，祂特要藉著死，敗壞那

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來二：14b.）並

且如祂所預言第三天從死裏復活，現已升

上高天，將來必再度降臨，審判活人、死

人。祂不單只擔當世人的罪，改變人的生

命，並應許將來與祂一同作王，而且還加

添我們的力量，去完成祂的使命，這是基

督教獨特的之處，是別的宗教所沒有的。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十四：6.）另外，使徒行傳四章12節說：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由

此可知殊途又豈能同歸呢？

●何治強傳道

結論：

以上列出的五大宗教之教義，各有其特

色，對神的觀點、罪救恩及教義均不相

同，但有一共通點就是靠著人的努力（行

為）而得救。例如：羅馬天主教認為信心

還要加上善功才可得救，所以產生了許許

多多的聖禮、煉獄和贖罪劵等。但聖經告

訴我們：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

（行為）稱義。（加二：16.）另外，回

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在臨終前教導他的門

徒：「要努力行善，但你們能否得救，我

也不知道，但只要努力行善吧！」他雖然

是一代宗師，最後臨終前卻坦然承認自己

的有限。

印度教和佛教都強調靜思得道，離開七情

六慾，就能得承正果。他們的觀點是何等

的消極，因為生存本身已經是苦難，必須

遠離凡塵，靜思、修道、才能得超脫，我

也承認，這亦是個人修養的好方法，但卻

不能澈底解決人罪的本質，例如：一潭溪

水在靜止時，顯得非常清澈，但當有人去

攪動水潭時，本來清淨如鏡的溪水，就顯

得混濁起來，為什麼呢？因為沒有把淤泥

除盡。同樣，人在長時間的靜思和遠離誘

惑時，必然容易得著智慧，領悟出許多道

理，一但回到色慾泛濫的城市昤，內心的

七情六慾難免會被外界的誘惑所牽動的，

因為人性的本質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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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靜好。豈不知歲月靜好實在是假象，大

家都進入手機的網癮中，總是心癢癢地手

滑滑手機，令到我們被吸引、被它支配、

被牽着鼻子走、令我們失去對時間的控制

權，流失面對面的溝通、交流。我發現自

己的常態，下班回家吃飯後，總是喜歡滑

滑手機，看看YouTube、Facebook、購

物、新聞、瀏覽朋友圈、QQ、煲劇，……

然後不經意地擡頭一看鐘，竟是淩晨12

點，慘…… 唉……又沒洗碗、又沒曬衫，

真是頭疼……，強逼自己快快完成家務，

儘快睡覺。其實我知道不好，又不捨得停

下來，明明計劃看靈修書籍或與家人聊聊

天，曾嘗試放下手機一陣，但心癢癢又拿

起手機來，然後心安理得説：等明天先

了，不知道我的經歷，大家有否也曾經歷

過呢？網絡勾引我們的注意力，支配我們

的時間、甚至沉迷時間太長，發現自己有

一大堆的事情沒有完成，原來手機慢慢控

制了我們，令我們失去對時間的控制權，

而又不自主地重複不斷循環這個滑手機的

行爲，日日在衝擊和後悔中，慾脫不能地

被吸引打開手機，這個情況如若嚴重加

劇，在心理學上被稱爲《行爲上癮》。

曾有個心理學家曾發現在老鼠的腦中找到

一個「快樂中樞」，經過電流刺激這個地

方，腦中會產生出再來一次的想法，心理

學家在老鼠的腦中埋入電擊，只要老鼠按

一下預設的小杠杆，大腦便會遭到電擊，

令人身不由己的網癮 

上網對大家來說不是新鮮事，網絡確實令

我們的生活出現多元、方便、共融的美

好，環顧我們四周，無論在地鐵上、巴士

上、行路中、飯桌前、課堂上、散會後，

甚至在聚會中也有人忍不住不停地滑手

機……大家都享受在手機的網絡中，手總

是忍不住想滑滑看看手機，不能做到看夠

了就不看，多數人都是放下手機不久又再

打開看看，就算沒有什麽要緊的事，也滑

滑手機瀏覽瀏覽各處，人人進入機中自有

黃金屋，機中自有汗顔如玉的高級境界。

不管大人還是孩子，都在「享受」手機帶

來的「美好」。早些天放假去飲茶，我和

先生各自在靜靜中滑手機，突然看見大門

進來大群大群的人，孩子們也多起來在我

們附近幾桌，我放下手機看他們，大約因

爲中午放學，家長帶孩子來吃飯，使原本

感覺還算靜的茶樓變得熱熱鬧鬧，但並沒

有熱鬧多久，當他們坐下後動作和我們一

樣，都在滑自己的手機，進入一機在手，

天下我有的歡樂中，「享受」手機帶來的

各種遊戲、追劇或其他資訊的網癮中，一

家4口的有4部手機在手，一家2口的有2

部手機在手，人人手中有機，好不歡樂，

自成一角安安靜靜地在網絡世界中，不用

交流和溝通、也沒有熱鬧和爭吵，好像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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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呢？在《行爲上癮》書中提出：首先要

忍疼割愛，刪除遊戲，然後遠離手機（正

常使用手機除外），選擇不繼續玩下去；

另外觀察自己是什麽原因觸發我們沉迷，

了解自己需要什麽刺激令我們感到充實，

可以選擇用什麽有益的代替這個滑手機的

行爲，訂立目標，用微習慣改善自己的行

爲，以新的習慣幫助自己快樂。聖經也講

過有關行爲成癮的問題（純個人意見），

創世記4章7節下：呂振中譯本：「你若

行得不對﹐罪就伏在門前了；它渴想要引

誘你﹐你卻要管制它！」；新譯本：「你

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口了；它要纏住

你，你卻要制伏它。」 以上2種的翻譯，

同時説明這個行爲（滑手機成癮）就如罪

一般，它會靈巧地伏在我們的心門前，甚

至它會在心門前渴想引誘你做這個動作（

不停滑手機上網）；渴想即是非常地想

念。原來它非常地想念我們去滑手機，被

自己喜歡的人非常地想念，應該是非常開

心的，但被滑手機這個行爲想念，導致我

於是老鼠就會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按那個

小杠杆，使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經歷有「

爽」的感覺，直至筋疲力盡地死去。在《

行爲上癮》書中提出，人們每天滑手機看

影片、新聞、遊戲……就如老鼠按一下小

杠杆大腦便會遭到電擊，滑手機時會一次

又一次地刺激我們的「快樂中樞」，使大

腦釋放出快樂的多巴胺，過程中使人的分

泌物獲得快感，導致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經

歷有「爽或快樂」的感覺，不斷在滑手機

中循環，這種行爲稱之網絡上癮簡稱《網

癮》。網癮雖然不像吸毒或鴉片成癮的傷

害那麽大，但不管是網癮、毒癮、賭癮、

煙癮、遊戲癮、煲劇癮、上傳癮等等，其

實都是一種心癮，能使大腦感覺爽和快

樂，不捨得停下來。

面對手機網絡成癮，是我們今日面對一大

挑戰，在朋友看見一幅圖（如下圖）：昔

日的人吸食鴉片和今日的人滑看手機的景

況十分類同。怎樣脫離網絡成隱回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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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當時經歷内心兩股勢力的善惡之

戰，與我們現今面對的網絡心癮十分類同

（純個人分享，沒有實質支持），雖然網

癮也不算大惡，但網癮總是會影響我們的

日常生活，令我們失去對時間的控制權，

也有人因網癮迷失自己，若網絡成癮的人

絕對導致我們與神關係破裂，所以必須依

靠更強大的力量，就是耶穌基督復活的大

能力，所以保羅說：「感謝神！靠着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指出能夠得

勝的方法不是靠自己有多強的意志力，雖

然意志力強可以幫助我們暫時放下手機（

正常的使用手機除外），但要除去網癮，

過得勝的生活就需要向保羅學習。聖經申

命記33：25：「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

量也必如何」，到底我們的日子是怎樣過

呢? 俗語說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若想要

收穫（有力量勝過）， 就要過好自己的日

子，每日到神面前支取力量，靠神的恩典

回復自由身，成爲手機的主人。 

參考書：

何聖君。《行爲上癮》。新北：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卓靈。《燭光》138期。香港：明光社

●周燕蒼姊妹

們稱爲網癮就得不償失，當我們玩遊戲、

煲劇等等，並從中得到滿足或快感，經歷

劇中主角的光環，會吸引我們不想再離

開，如遊戲不斷升級，煲劇則自動預設到

下一集，導致你不捨得放下手機，沒完沒

了沉醉當中，慢慢我們的心就遠離上帝，

但經文最後一句說「你卻要管制它！」。

是的，對於（滑手機）雖然很吸引、不能

自拔，甚至迷戀，但上帝給我們的應許，

我們是可以勝過，保羅在羅馬書7：18-

25節中告訴我們能夠勝過的秘訣：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

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若

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

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我覺得有個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

在。 因為按着我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

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

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

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

取死的身體呢？ 感謝神！靠着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

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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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種子落在長刺的荊棘裡的，聽了
上帝的道願意接受，回家以後還是
和之前一樣過著世俗的生活，生命
沒有長進。

四 是種子落在好土裡的，聽了上帝的
道，回去也持守，也相信，也行出
來，種子就會結實百倍。

也許耶穌在講這個比喻的時候，剛好看到
有人在不遠的農田裡播種呢！所以對於當
時在場的人來說，這是個非常貼切容易明
白的比喻。然而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雖
然這是一個熟知的比喻，但是舉這個例子
離我們的生活太遠了。在香港也許足球場
比耕地還要多，還要更容易得找到。有一
次我教主日學，我問孩子們「大米、米飯
是從哪裡來的？」他們很認真地告訴我，
去了餐廳你點一份炒飯就有了！真是令我
哭笑不得。

其實我和他們一樣，對於耕種一竅不通。
我雖然幼年時住過鄉下，可我家已經幾代
人不再務農，也沒見過怎麼播種，如何耕
地，何時灌溉......有時候讀到這個撒種的
比喻，總會覺得：「種子不珍貴嗎？怎麼
隨便撒種啊？為什麼不把種子都撒到好土
裡？明知道其他地方不能生長還撒？」直
到有一天，我抱著小心翼翼把種子種到小
杯裡的「經驗」請教了我媽（她之前去鄉
下種過地）。我媽立刻，就說如果都是那
麼「小心翼翼」什麼時候能播完種？！只
能抓一把種子，揮手撒出去，風吹過來，
有的種子吹的遠一點，有的就吹到了路
上、石頭上......

撒種的比喻（上集） 
路加福音8:5-15

經文節選
8:5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

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
上的飛鳥又來喫盡了。

8:11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神的
道。

8:12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
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裡．把道奪
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8: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
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
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8:14 那落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
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
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8:15 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
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
著結實。

這是我們很熟悉的一個耶穌的比喻，經文
雖然長，意思是上帝的道在人的心裡有四
種情況：

一 是種子落在路旁的，魔鬼把他們心
中的道奪去，怕他們信主。

二 是種子落在石頭上，聽道的時候很
樂意接受，換一個環境就把信仰丟
到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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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都是一樣的種子，播種的人也是一
樣，心不一樣，我們領受的道就不一樣，
一粒小麥被好土的營養滋養著，有充分的
生長空間，充足的陽光，適量的雨水，再
加上農民預備的好肥料，能開花結果是很
自然的事。如此悉心栽培，一粒麥穗不可
能只接一粒麥子，一般來說一根麥穗能結
出50-80粒麥子。如果一粒100%出苗的
小麥，成穗3-4個，每個穗子長45粒，一
粒小麥可以長160粒小麥！這就是耶穌說
的結十倍百倍吧！

今天來看，阻礙我們屬靈生命的情況並不
少見，幾千年前對生活的思慮，幾千年後
還是對生活的思慮，我們的生活、我們的
時間，越來越不能接受「無聊」，無論大
人還是小孩，總要有什麼來把時間填滿。
是互聯網的各種資訊嗎？是對人生前景的
擔憂嗎？你以為有了互聯網你的眼界就更
寬了嗎？你知道有AI（人工智能）嗎？互
聯網總是能推送你曾經搜索相關內容，漸
漸的你看到的就是你想看到的，你聽到的
就是你想聽的，反而眼界變的更窄了。

對於基督徒來說，種子來了，什麼是我們
的肥料？你提供了哪些營養來養育這顆種
子呢？

參考
https://www.tspweb.com/key/一个麦穗多少
粒.html
衫山佳奈代（2012）。《上山種下一棵樹》，天
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葛達.穆勒 （2002）。《城市庭園》，遠流出版
公司

●李雁姊妹

聽完我恍然大悟，也找到了如何種稻米的
視頻，從泡種子、播種、犁地、洗苗、
割苗尖、插秧、灌溉、補秧苗、施肥、曬
田、防蟲、成熟、收割、曬穀、碾米，經
過這麼多步驟才成為我們米袋中的白米，
這個過程種稍微一點天災人禍就就會影響
收成。即便現在都是機械耕種，還是讓我
著實感受到了「誰知盤重餐，粒粒皆辛
苦」！

除了「肥沃的土地」其他地方都不適合種
子生長，太乾、沒有養分，空間狹窄，
還會被鳥吃掉。土地和砂石地有什麼不一
樣？在我們來看不都是土嗎？為什麼土路
上就不能生長？直到有一天我買了兩本兒
童繪本，回家仔細閱讀，才發現上帝造物
的奇妙，以及我對事物認知的淺薄！

以一個樹為例，死去的動物昆蟲成為了樹
木的養分，落葉在土壤裡腐爛（這不是
我們認為的垃圾嗎？），這讓土壤變成「
腐植土」，下雨的時候，雨水會滲透到地
下，讓土裡的養分溶進去，土壤裡有黃腐
酸和鐵質（黃腐酸鐵）。這不但給樹木花
草提供了營養，帶著黃腐酸鐵的雨水流到
河裡成了魚的營養，更成了浮游生物的營
養，河水流到海裡成為了浮游生物浮游植
物的營養，這也養肥了小魚和大魚，我們
吃了魚，也成為了我們身體的營養。另一
本書，講述一家人關於在花園種蔬菜和
花，父親也需要收集枯葉和落花，把它們
放到一個箱子裡腐化，這將是很好的肥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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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課程得着

感恩！6月16日完成短宣中心「常青」基

礎班課程。首先，要感謝主的保守和帶

領， 每天有祂的恩惠伴隨着，有祂的愛澆

灌在心裡，在祂的恩典中歡喜快樂。這3

個多月與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彼

此學習，特別是在出隊佈道中，與歷屆的

師兄師姐同行令我獲益良多，今天藉着這

裡與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少少的感受。

一、 逢星期三早上有45分鐘集體靈修是

我的新嘗試，令我可以即時與弟兄姊

妹彼此分享和禱告，一同分享神的話

語，這是好好的學習模式。

二、 得着《珍貴福音》的好幫手（一本福

音小冊子），它令我在出隊佈道倍添

力量，也是我在基礎班「個人佈道」

課程的重要部分；逢星期五出隊佈道

（公園、屋邨、地鐵車廂），能熟讀

靈活運用小冊子，為福音對象較容易

明白接受主耶穌的救恩；在師兄師姐

身上學到很多傳福音的好方法：她們

有笑容、有禮貌、有愛心、有耐性、

有智慧，能熟背神的話語，做到手中

無劍，心中有劍，她們十分重視祈禱

求主帶領和幫助，讓我徹徹實實體驗

到傳福音的重要和迫切。

撒種比喻 
例子觀察（上集）

從在閱讀不同有關撒種比喻的記載，觀察

耶穌以不同比喻例子與真理比較務求讓聽

者明白他對人的教導。更重要是 讓人明白 

他的教導與不同人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 

從而想起數個重要問題重新反省自己.

1） 如何把耶穌對門徒的教導讓不同聽者

了解和明白。

2） 如何把神的教導與自己的生活連結。 

更能體驗 主 常與個人同行。 

3） 如何讓自己身旁認識我的人更能體驗

主常與他們同行。

盼望下回（下季刊物）會分享更多經文中

心思想 和 以上問題的答案。

●嚴文謙弟兄

引用經文

馬太福音十三章1至23節

馬可福音四章1至20節

路加福音八章4至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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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認識神的人 

人可以知道很多關於神的事，而不太認識

衪。就是說人雖然不斷鑽研聖經、鑽研基

督教、鑽研基督教歷史和信條，甚至對神

學有濃厚興趣，可以發表論文、帶領查經

小組、在教會裡擔任教導和評審的責任，

亦可能也不認識神；或許他知道敬虔的

事，知道如何禱告、讀經、作見證、傳福

音和奉獻的事，但也可以一點也不認識

神，因為如果他們沒有將知道神的事，用

默想和禱告，溶入自己的生命當中，就不

能真正認識神。

真正認識神的人是不怕受苦和損失，任何

事物也不能移動他對神的信心，總括來說

有四種特徵：

1 大有能力的去為神工作，在禱告中充

滿力量，在事奉中有神的大能同在，

有力量去為主作見證，有能力去抗拒

罪惡。

2 有崇高和偉大的思想，看萬事如糞

土，只看偉大的神為至寶。

3 有神所賜剛強壯膽的心，對神至死忠

心。

4 有極大的喜樂平安和滿足，持定神所

賜有福的盼望。

三、 「主題式得救見證」課程，讓我學習

到如何存放更多更好的傳福音「百子

櫃」，就是藉着多聼福音見證，多看

福音故事，留意身邊人和事的生活見

證，當打開每個“百子櫃桶”就有不

同的美好見證，在傳福音事工上有更

好的見證榮耀神，讓更多人藉着福音

的見證和福音的故事，認識主耶穌接

受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

四、 通過多方面的學習，神讓我明白傳

福音的迫切性，因今天仍然有許多

人沒有得着主耶穌所帶來的救恩，也

沒有經歷到主耶穌所賜給我們的平安

喜樂。在「常青」課程確實令我在傳

福音方面有好好的學習和鍛煉，感到

好有意義，好有價值，因能永遠長存

的那就是神的命令。「他又對他們

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

民聼”」。（可16：15）願一切榮

耀歸給主耶穌基督我們的神，阿們！

●莫少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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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認識神的人是一個常常禱告、和凡事

求問神的人。禱告是人在內心向神的表

達，當他覺得神對他是滿有慈愛，他就會

感恩地禱告，當人覺得神是信實公義憐

憫，又是滿有尊貴、權柄、榮耀和能力，

他就會向神不斷的禱告和頌讚，所以禱告

是他對神的觀念的最佳證據。

如果我們真正要認識神，應做的兩件事

是：第一必須承認對神何等無知，必須學

習用禱告和內心所思想的去認識神，而不

是用知識和責任。第二是要尋求救主，藉

著與主同行去尋找、認識神。所以我自己

認為我們要天天記念主，天天思想主所作

的一兩件事，默想主所說的一兩句話，然

後安靜的謙卑向神禱告，在十字架下沈

思，將心門打開，用一段時間安靜下來，

讓救主進入內心一同坐席，不斷地渴望去

尋求主、認識神更多。

●小弟兄家銘

真正的去認識神能激發神的子民有所行

動，當神的子民被衪的愛所激勵時，便會

俯伏在神的面前，謙卑的禱告和敬拜頌讚

神，真正認識神的人知道自己的微小，一

切能力都是出於神，他所結出不變的果

子，就是凡事藉著禱告去交托神、倚靠和

仰望神，在禱告中得著安慰、得著完全的

釋放，正如有一首詩歌說：「祈禱使我常

得勝，可開天上倉庫門，祈求主名字使仇

敵受羞辱，祈禱能得勝。」這真是認識神

所結出禱告的力量啊！

但以理書所教導關於神的中心真理是認識

神的人知道神必與我們同在，更知道神滿

有權能，衪是掌管萬有的神，正如約翰所

說：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也必永遠與我

們同在。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因認識

神便知道神會拯救，他們相信神是會負他

們的責任，所以就有勇氣和能力，什麼危

難也不怕，對神至死忠心；今日我們認識

神的人，應該知道在我們裡面的，比那在

世界上的更大，衪是與我們同在，任遭何

事就不會懼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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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點群組分能出戰的12支派和屬神的利未

支派（民1:49-51）。12支派要照著宗族

從二十歲以外、能出戰的去數點。利未支

派是被耶和華揀選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

的（民3:12-13）。利未支派要數點凡一

個月以外的男子。（順帶一提，摩西和亞

倫屬利未支派）。  

物流運輸是以會幕為中心，因為會幕是神

與以色列民同在的象徵。 當值的利未人貼

近會幕安營，而12支派則有序地居住在利

未人營的外圍（見附圖），沒有當值的利

未人就如常居住在不同支派中間。

神的秩序

香港將於今年六至八月間進行人口普查，

令我想起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後也曾作過

兩次的人口數點。它們都被記錄在民數記

中。 第一次數點在以色列民預備起行往迦

南地之前進行（民1:1-2）。第二次數點

在以色列民進入迦南地定居之前（民26:2

）。  

民數記可能是聖經中比較枯燥的書卷之

一，但從中我們可以看見神如何安排和教

導以色列民秩序和物流運輸的概念。 你會

問 「當真，這樣神？」。沒錯，耶和華就

是這般體貼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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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

聖經雅各書1：20-22「因為人的怒氣並
不成就神的義。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
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
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只是
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
己。」

雅各提醒我們憤怒不能成就神的義，提醒
我們要慢慢說，慢慢憤怒，不要急速發
怒。想起疫情持續一年半期間裏，整個世
界包括香港經濟都好差，每個人都活在不
平安裏面，尤其面對工作有時十分暴躁，
有壓力，容易與人爭吵，整個社會環境與
之前都不同了，自己的情緒也曾因環境影
響有時暴躁，實在疫情期間經常困在家
中，外出時特別小心生活工作，無形中產
生了壓力，所以神的話語就成爲我們的隨
時的安慰，雅各說憤怒不能成就神的義，
憤怒就是暴躁、壓力大就會產生，與人相
處也會容易產生憤怒，特別早上坐車去上
班，人又多容易碰踫撞撞，大家都因疫情
心情差，不開心。現在疫情慢慢放緩，感
謝神保守我記得他的話語，不發怒，放鬆
心情，心中有平安。

所以常常記住神的話， 特別在逆境當中，
遇到不如意的事，人與人之間相處就可靠
主得到冷靜，自己盡量放鬆些，不要緊
張，祈禱交托給神，用平安喜樂的心面
對，自己保持平和的心，不要動怒，經常
警惕自己，感謝神！

●麥慧貞姊妹

當以色列民初次起行時（民10:13），猶

大支派領東面支派先行。隨著蓋著聖物的

帳幕被拆下，利未兒子--革順和米拉利的

子孫托著帳幕跟進; 然後南邊支派由呂便

營領隨。利未的兒子--哥轄人抬著聖物行

在隊伍中間，聖物未到之前，帳幕已經在

下一站支好。按下來領主旗的以法蓮領著

西邊的支派起行，最後旦領著北邊的支派

尾隨。這就是以色列人按著他們的隊伍起

行的次序（民10:14-28）。

在一個缺乏通訊設備的年代，要有序地挪

動六十至一百多萬未經訓練的人，再加上

牲畜；這是現今時代很難想像的事。從民

數記看到的秩序令我感覺到神的無微不至

和預備，祂照顧到以色列民生活的每個細

節。很難想像這就是那位創造宇宙萬物偉

大而可畏的神。感恩，是何等的福氣我們

也被衪揀選了。哈利路亞。

●傘



21

有感恩言

三.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之前，一定

一定一定要填寫健康申報表。如果有

選擇「是」的話，就不鼓勵去試場考

試。

四. 開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前一刻，祈禱

向神不要緊張，考完這一場試之後，

不可以太夜睡，早睡早起才有足夠精

神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另外，應

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甚至學校的考

試或測驗，一定要吃早餐。唔食早餐

對身體不好的。

五. 考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時候，千萬

不要對答案，要對自己要有信心，永

遠都係對自己要有信心才對。

六. 亦都是最後一點，考完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所有科目，當然要凡事感恩，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

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

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

16-18節）。最後，人當然會打遊戲

機，放鬆一會，之後往日後的日子而

行。

入到大學，當然開心啦！入唔到大學都唔

好傷心，可以選擇讀一門手藝的科目，加

油呀！

●鄺明輝小弟兄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前與後

感恩所有中六考生已經考完2021年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所有的科目！希望中六入到

心儀的大學或者適合的科目，期待7月21

日（星期三）的早上放榜吧！

一.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之前，我們

當然要努力地溫習。沒有溫習過不

可以去應考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這是理所當然啦！溫習時間不可

以過長，亦都不可以過短，我會每天

溫習大概五至六小時左右，途中當然

有少許時間是休息一會，之後就繼續

努力地溫習。休息一會，通常我都行

一會街，跑一跑步，跑完步回家繼續

努力地溫習。

二.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之前，亦都

是尋找一次應考埸地，主要科目我是

認識去和回，而選修科目不是同一所

中學應考，要認識去一次應考埸地，

才知道原來在這裏去，而不是亂去一

通。准考證有所提及，部分學校校名

相似，考生應留意試場地址。考生去

錯一次考場，不要緊，不要去錯第二

次試埸，否則就會扣分。所以，作為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千萬不要去錯

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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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2021年1月  2021年2月  2021年3月 

中國銀行儲蓄戶口結存 157,504 157,504 157,504 

恆生銀行儲蓄戶口結存 120,304 120,304 120,304 

中國銀行支票戶口結存 402,178 372,075 367,889 

恆生銀行支票戶口結存 452,334 473,761 514,058 

銀行總存款: 1,132,320 1,123,644 1,159,755 

收入 49,822 38,069 75,632 

支出 51,950 46,745 39,521 

結存 1,132,320 1,123,644 1,159,755 

宣教基金 23,728 23,728 23,728 

擴堂基金 879,865 881,565 884,965 

基金總額: 903,593 905,293 908,693 

流動資金 228,727 218,351 251,062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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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摘要

以利亞團

2021年以利亞團第三季程序表
全年主題：當跑的路 ( 提後4：7中 )

日期 性質 負責 領詩 靈修

03/07 主題討論 何妙玲 張振輝 —

17/07 祈禱會 周燕蒼 周燕蒼 梁沛珊

31/07 彌賽亞詩篇解讀 張順興 伍錦蓉 —

07/08 港九培靈會 — — —

21/08 見證週 嚴樹懷 何曉雲 —

04/09 查經週 莫少芬 葉麗君 —

18/09 影音週 何家銘 區潤生 —

約書亞團

2021 年 7-9 月約書亞團聚會 
年題：合一互愛繼主工   季題：合一的團契 

日期* 聚會內容 負責及領詩 備註

04/07(日) 詩歌分享 偉智、偉立

18/07(日) 季題查經 達然、謹書

01/08(日) 合團分享周 周定強弟兄 但以理團

15/08(日) 遊戲週 志浩、施韻

29/08(日) 生活茶座 永强、美玉

12/09(日) 祈禱會 瑞晴、翠婷

26/09(日) 靈修分享 龍龍、佩瑩 

*如未能恢復實體聚會，聚會將提前一日於星期六晚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

聚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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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團契

暫停

2021年 - 第二季聚會程序表（7月 – 9月） 
提摩太團契（週六） 
主題：合一互愛繼主工

日期 聚會内容 領詩 靈修分享 負責 經文分享

03/07 詩歌分享 子軒 – 明輝 愛蓮傳道

10/07 祈禱會 愛蓮傳道 黃喜 達然 卓言

17/07 領袖訓練 卓言 明輝 愛蓮傳道 達然

24/07 暑期班 愛蓮傳道 – – –

31/07 暑期班 愛蓮傳道 – – –

07/08 查經週 子軒 Jason 黃喜 浩

14/08 營會重聚日 浩、黃喜 – – –

21/08 少年崇拜 卓言 思語 – 子軒

28/08 開學立志 愛蓮傳道 黃喜 思語 卓言

04/09 聖經人物追踪 達然 明輝 浩 愛蓮傳道

11/09 青少年成長系列 卓言 倩欣 子軒 浩

18/09 聖經問題 浩 思語 卓言 達然

25/09 康樂週 達然 – – –

聚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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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摘要

2021年 – 第二季聚會程序表（7月–9月） 
兒童主日樂園

日期 課程 導師

04/07 悖逆的百姓 美玉

11/07 銅蛇 佩瑩

18/07 大勝噩王 ，兩次撃打-出局 思憫

25/07 騾子脾氣遇到騾 ，新的領袖 Mansy

01/08 喇合的屋頂 燕蒼

08/08 進入應許之地 偉立

15/08 耶利哥的城牆 瑞晴

22/08 艾城的伏擊，讓太陽停住 敏愉

29/08 分地的問題 ，左撇子士師 美玉

05/09 底波拉之歌 佩瑩

12/09 士師參孫 瑞晴

19/09 路德的求贖者 燕蒼

26/09 生日會 志浩

註：

暫定使用ZOOM網上聚會，請大家留意網上聚會時間。



聚會摘要

26

●

但以理團

日期 聚會性質 負責 領詩／靈修 附註

03/07 祈禱會 子軒 敏愉

10/07 詩歌分享 嘉駿 —

17/07 Meal break 職員會 — 關顧團友

24/07 聖經人物追蹤 敏愉 卓言

01/08 事奉分享週 周定強弟兄 子軒
但約合團 

01/08 (Sun) 1300

07/08 信仰生活茶座 達然 嘉駿

14/08 查經週 子軒 達然

21/08 生日會 職員會 職員會

28/08 屬靈書籍分享 敏愉 嘉駿

04/09 影音週 卓言 子軒

11/09 小型聖經問答比賽5 嘉駿 敏愉

18/09 Board Game Week! 職員會 職員會

25/09 探訪週 職員會 職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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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摘要

教會祈禱會（週五晚上）

日期 負責
02/07 黃達然

09/07 何子軒

16/07 周愛蓮

23/07 周燕蒼

30/07 何治強

06/08 黃達然

13/08 何子軒

20/08 周愛蓮

27/08 周燕蒼

03/09 李天樂

10/09 何治強

17/09 周愛蓮

24/09 周燕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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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 期 主 席 講 員 聖 餐 司 琴 司  事 招  待 音 響

04/07 黃達然 周定強 何家銘 何子軒 譚永強 陳謹書 黃偉立 周燕蒼 吳龍龍

11/07 張卓言 謝澤生 周定強 周樂平 冼志強 莫少芬 何妙玲 周燕蒼 黃達然

18/07 梁傑彪 何家銘 何治強 周樂仁 陳美玉 文詩麗 譚偉智 周燕蒼 譚永強

25/07 吳龍龍 李天樂 謝澤生 陳美玉 嚴樹懷 葉麗君 區潤生 周燕蒼 譚偉智

01/08 何子沛 何治強 何家銘 何子軒 蕭瑞晴 陳謹書 嚴樂欣 周燕蒼 黃達然

08/08 何子軒 周定強 謝澤生 周樂平 何妙玲 曾美銀 冼志強 周燕蒼 吳龍龍

15/08 余健林 馬少平 馬少平 周樂仁 鍾佩瑩 何翠婷 李凱怡 周燕蒼 譚永強

22/08 張卓言 何家銘 周定強 陳美玉 嚴樹懷 葉潔貞 張振輝 周燕蒼 譚偉智

29/08 黃達然 楊婉華 何治強 區曉恩 陳美玉 文詩麗 譚永強 周燕蒼 孫敏愉

05/09 梁傑彪 周定強 謝澤生 何子軒 冼志強 何妙玲 曾美銀 周燕蒼 吳龍龍

12/09 何子軒 李天樂 周定強 周樂平 譚永強 蕭瑞晴 陳謹書 周燕蒼 譚永強

19/09 吳龍龍 謝澤生 何治強 周樂仁 葉麗君 莫少芬 嚴樹懷 周燕蒼 黃達然

26/09 余健林 周愛蓮 何家銘 區曉恩 鍾佩瑩 陳美玉 何翠婷 周燕蒼 譚偉智

聚會摘要

7月18日﹝主日﹞ 講員培訓課程第七堂
7月19日至31日 暑期活動班

8月15日﹝主日﹞ 講員培訓課程第八堂
8月22日﹝主日﹞ 講員培訓課程第九堂
8月29日﹝主日﹞ 見證分享~短宣中心
9月19日﹝主日﹞ 講員培訓課程第十堂

備餐事奉：葉潔貞﹝7月﹞、莫少芬﹝8月﹞、葉潔貞﹝9月﹞
插花事奉：葉麗君﹝7月﹞、陳清花﹝8月﹞、葉麗君﹝9月﹞

（各負責事奉的弟兄姊妹如有調動，請盡快通知教牧部長）

崇拜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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