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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恩德牧師
起承「轉」合
轉，變也！是不停在發生，沒有人能避免。天體在

轉，人事在變。不管人想怎樣轉「好」，但總逃不了

轉「壞」的可能。

 尖沙咀生命堂來到八十這年頭，究竟會轉成如

何？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由「差」愈轉愈「好」，但身

體活到盛年後只會愈轉愈差；那人的生命又如何？

若只有今生的生命，那是「出生入死」的生命，只

有一路轉差，直到結束。但若有神創造時所賜的生

命，也就是「永生」，則應該是轉好。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永生），並

且得的更豐盛。」豐盛的生命就是活得更有意義，愈

來愈精彩，愈轉愈好。

 在「信耶穌得永生」這個基要而簡單的信念

中，信耶穌是人生中一項重要的轉變。

 這「轉」是由「短暫」轉為「永遠」，由「滅亡」

轉為「永生」，由「朽壞的」轉為「不朽壞的」；而這

「轉」需要人的悔改、回轉。人只要肯謙卑、聽從

耶穌的話、順服神的吩咐（已記載在聖經上），並遵

祂而行，便可以由「出生入死」轉到「出死入生」。

正如聖經的話：「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

永生，不致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5:24） 

 神的話就是道，而道就是神（約1:1）。我們聽

了祂的話，又相信，就是相信祂這位永恆不變的

神。祂的話語安定在天，永不改變，祂的道永遠長

存。

 因為有了神的話（「道」）而有永生的人，雖然身

體會轉「差」，但他的內心，他裡頭新造的人（林後

5:17）卻會一天比一天轉得更好。聖經有話說：「所

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毁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林後4:16）縱然「外體」一天比一天轉「壞」

，但我們的信仰，因神的話，卻使我們一天比一天

更新、轉好。

 教會不僅是建築物，也是由有基督生命的人結

合而成的群體。教會到底會轉「好」抑或轉「壞」，

不單看堂會的外表，也得看構成這個群體的每個成

員的生命。信徒的生命愈成長、愈認識耶穌、愈對

主順服，便愈像基督；而由他們組成的教會自然愈

轉愈好，甚至「如鷹返老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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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宣愛協會國際同工Elaine

回應召命，
     踏上印尼西加宣教路

印
尼
西
加

有策略地在這些貧窮基督徒區提供寄宿學校和慈惠

工作。現時穆斯林所提供的免費寄宿學校有十間以

上，由最好及願意付代價的穆斯林老師任教，且向

學生傳教，以致大批達雅族人改信伊斯蘭教。

我於今年8月底出工場。擬定兩個宣教期之目標如

下：

• 第一階段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往印尼泗水學

 習印尼話。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往西加坤甸

 達雅族神學院教英文，認識達雅族人的文化及與

 他們建立關係。 

• 第二階段2020年8月至2023年7月在神學院設立

 宣教課程及宣教部，差派神學畢業生往達雅族山

 區牧養教會，並向印尼其他未得之民宣教。同時

 招募長短期宣教士、宣教士助理及基督徒商人到

 當地做生意。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我學習印尼話的能力，也能很快融入當地

 文化。

• 求主在當地賜下朋友、禱伴及合作伙伴。

• 求主保守達雅族的信徒在窮困中仍能堅忍和持守

 信仰。

• 請記念不捨的媽媽，祈求姐姐受洗加入教會，還

 未信主的妹妹和妹夫們早日信主。

自2006年神學畢業後，我曾牧養教會約五年，期

間，神給我機會服侍印尼華僑以及內地同胞。有一

次在轉換工場期間，我到了以色列旅行。在一間禮

拜堂看見不同族群的基督徒排隊進入唱詩，他們所

唱的都是經典詩歌，只是歌詞不同，很動聽！很奇

妙！很特別！令我想起啟示錄提到在末日各國、各

族、各民要一同敬拜神，也想起：「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14）。回港時，已定意下一個工場要與宣教有直

接關係。於是，我在2013年加入了差會，負責推動

差傳工作。那年我參加了一個差傳營會，期間我祈

禱表示願意開放給神，甚至做宣教士。之後，多次

領受神對我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

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

訴他們。」（可5:19）。

為要探索神在我身上的召命，我於2015年與禱伴前

往我的鄉下梅州。在旅遊巴士上認識了一位講客家

話，來梅州探親的印尼老華僑。後來，從梅州客家

博物館得知，原來最多客家人僑居的海外地方就是

印尼。雖然我在香港出生，但父母都是印尼華僑，

不少親戚仍住在印尼。那麼，我也當去印尼尋索神

在我身上的召命。於是，我與禱伴同往印尼探望親

友，發現印尼地大物博，可是除了巴里島，甚少人

去印尼旅行。因為印尼向來有排華事件、貪污情況

普遍、當地交通也不方便。回港後第一天上班前，

我到禮拜堂靈修，回應神說：「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回到辦公室，第一位見到的就是我的上司。他

說：『妳是否願意代表差會到印尼西加研發工場？』

我表示願意。那時西加對我來說完全陌生。

2015年第一次踏足西加，那裡的華人大部份是潮洲

人和客家人。當地宣教士知道我是客家人，便邀請

我在教會講道。我表示不確定我的客家話是否與當

地人的客家話一樣。他說：「是一樣的。」並用客家

話說：「回家！」我腦海即時浮現那節經文：「你回家

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

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可5:19）。

感恩自此曾多次往西加研發工場。2016年參加了坤

甸達雅族神學院的早會，講員呼籲達雅族人和華人

為神的國齊心努力。回港後，不期然想起昔日的蒙

召經文（約21），就是「牧養主的羊。」同時，也反

覆思想：「如果我不住在當地人中間，如何以生命影

響生命，又如何牧養他們以及推動宣教工作？」於

是，我便憑信心踏上宣教路。然而，神給我的負擔

不單是華人，也是當地的原著民達雅人。 

原著民達雅族人佔西加人口40%，約160萬人，是西

加最大的民族。曾是獵頭族，崇拜精靈。西教士早

於19世紀向他們傳福音，到了現代多數達雅族人已

經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少數住在沿海的達雅族人

則成為穆斯林。西加其中一個城鎮Ngabang，居民

大多是達雅族天主教徒及基督徒，但是宗教混合主

義很強。許多青少年人落入吸毒、濫交、賭博等網

羅。娼妓問題嚴重。                                          

西加達雅族人教會大部份位於偏僻的山區，沒有水

電供應，非常窮乏。有些達雅族基督徒因為貧困而懷

疑自己的信仰，不明白為何神不祝福他們。西加有不

少華人教會，但對原著民達雅族人事工不太支持。

教會漠視達雅族人的需要，穆斯林便乘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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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推動你在營會中服侍？
平時在教會大家每星期只見兩小時，但在camp的每

個晚上，大家可以不分年級 一起玩game、傾計、食

杯麵、睇星、見到昆蟲一齊大叫，很有趣的體驗！ 

也很有與他們同行的感覺。~ 蟻穎恩

U13一班小孩子很搞笑，他們的表現如同一塊鏡子，

反照出小時候的我。我希望在營會裡面多認識他們

一點，並與他們建立關係。~ 陳秀鴻 

在營會事奉有什麼學習或得著?
每年營會都有特定的主題，每項活動都需要帶出一

個與主題有關的信息，因此，構思活動時，既要思

考如何帶動營友投入，也要想怎樣帶出主題信息，

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事。此時我會祈禱求問

神，尋求怎樣令營友投入，令他們更親近神。

 每次看見我的組員耍頑皮，便會想喝止，但回

想自己像他們那樣大的時候，不也是那般模樣？那

時令我成長的，是當年教導我的導師，他們帶著溫

柔的心令我成長，現在我也要學習他們，帶著溫柔

的心去與我的組員同行。~ 陳俊昇

各人按著美善的恩賜服侍，以謙卑的態度，同一班

不太了解成長為何物的組員打成一片，上帝的愛很

大，不管是懂事或者不懂事，都會教我們以「愛」這

奇妙道理去包容他們，陪他們成長。~ 陳秀鴻

營會中最感恩的事
看見很多新朋友和平時很少返教會的組員參加營

會，大家很快便熟絡起來而且打成一片，大家都很

主動，十分感恩。~  蟻穎恩

最初我因工作關係難以確定是否能夠參加營會，到

最後我不單能夠全程參與這三日兩夜的營會而且有

份事奉，十分感恩。希望往後我仍能繼續參與並事

奉。~ 陳俊昇

最感恩看見U13（男子組）的成長，以及各組長的承

擔。他們未來的成長令人期待。

 營會期間，U13的主要成員除了本身有成長，

也學會照顧新人，例如遊戲時會主動承擔較難的部

分；看見有人被汗水沾濕了身，會叫他們不要直接

吹冷氣；晚上又會互相叮囑不要太夜睡覺。

 組長方面，今年營會委派了幾位沒有太多經驗

的少年弟妹擔任組長，但他們都能妥善地處理好任

務。~ 柯偉義

組長們辛苦打造的遊戲，營友們雖然不是全部一開

始便積極參予，有些甚至有抱怨，但最後他們全都

願意以謙卑的態度參與，我作為其中一位組長真的

感恩。~ 陳秀鴻

營會感想
很感激有份策劃這個營會的所有導師及組長們在設

計遊戲的同時，亦著重如何帶出背後的信息，大家

都有很好的準備。 

 

 我覺得最深刻是特技表演。想不到我們的組員

可以表演出像東華三院籌款活動那種級數的特技，

好精彩！也難忘組員在公園的每一張隨影，它們顯

出了神與我們每一個生命的結連。~ 蟻穎恩

我從過去參與營會中，體會到一個充滿話題的營

會，背後需要不同人用很多時間去準備。當我看到

過去有份籌備營會的弟兄姊妹開始因工作或學業，

未能投入較多時間去參與營會籌備時，便覺得自己

應該好好運用我多年在營會所學到的，去協助籌備

一個好的營會。直到近年，我自己亦因工作關係少

了時間為營會籌備，這時看見很多弟妹成長起來，

參與營會籌備工作，很是感恩。希望這個薪火可以

繼續傳承下去。~ 陳俊昇

營會前，不時被問到「營會可安排好了沒有？」其實

籌備營會，要有的準備，就是不要期望事情都能按

自己預期的發生，那才可以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

 營會前實在有很多需要安排，甚至安頓的事

情，但最感恩的，還是我們沒有按原定的安排與組

員在第二晚進行組聚，而是讓組長、導師有互相分

享近況的時間。非常感恩神讓我們經歷真正的團

契，期間深深感受到大家的信任和開放，大家都不

掩飾自己的爭扎和軟弱，而且能夠為彼此的需要代

求。~ 蕭錦宜教師

今年夏令會的主題是OTL，意思是Obey The Lord。籌委會希望透過營會活動讓營友們
學習用柔和謙卑的心去跟從主耶穌。
 這次營會的營友主要來自三個群體，包括YoUnited的弟妹（中學生）及他們的導師；
約書亞團及約瑟團的團友（大專及初職）；葵福支堂的教牧、導師以及他們所帶同的20位
棉坊會中學的學生。
 大會除了針對三個組別的需要，分別為他們設計不同的活動外，亦安排了三組一同
聚會，彼此交流及認識的時間。
以下是幾位負責照顧YoUnited弟妹的導師及組長的分享：

OTL 營會分享

大家落力表演雜耍 其中一班U13的年青人與組長 互相合作 同心協力完成任務 活動中學習信服 互相配合做四人椅

營會中為生日的營友慶祝

同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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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了總堂「生命之道」的晚間課程，期望與大家

分享其中的一些得著： 

創世記

講員從新的角度解讀雅各的人生。雅各從喜歡出手

「抓住」到變為被動，在他最徬徨無助的時候，上

帝刻意與他遇上，扭轉他的人生。試想想，我們是

否也曾經歷過像雅各般的人生？

出埃及記

面對選民的諸多埋怨、質疑和背叛，上帝仍然對祂

的選民不離不棄，堅守與選民所立的約；帶出「耶

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

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34:6下

利未記

導師帶我們從獻祭的角度去認識這卷書。藉著不同

的「祭」，帶出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

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11:44)。儘管

獻祭的原因各有不同，但目的是「神得榮耀，人得歡

樂！」例如平安祭，當我們願意從神所賜的各樣福氣

中，拿出部份與別人分享，神便得榮耀，而人也同

得歡樂！

民數記

記載了以色列人兩次數點人數，第一次發生在離開

埃及後一年，第二次在他們預備進入迦南前；中間

記載了以色列人的失敗，以及所帶來上帝的責罰和

教導。奇妙的是以色列人在曠野繞行40年，兩次數

點人數的結果竟然相若！這全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和

慈愛！

申命記

是摩西的自白書，一位愛神愛人，向神盡忠的牧者

的自白書。摩西在離世之前，呼天搶地的呼籲以色

列民不可忘記與神的約和祂的律例典章，提醒以色

列人唯一得福的途徑，就是「聽上帝的話和遵行祂的

話。」講員以下幾句話，頗觸動我的心弦：「唯一可

以使愛發生的方法，就是先去愛人；如果信徒只單

單守上帝的誡命，而不愛上帝是沒有意義的。」

約書亞記

從開始的4課已多次看見上帝的應許和吩咐，從耶

和華吩咐約書亞，約書亞吩咐官長，官長再吩咐百

姓，層層推進，上下一心，充滿了以色列人積極的

回應和行動。老師在第二堂結束時給了我們三個勸

勉：「（1）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事奉神的人；（2）

人生最大的挑戰不是在眼前，乃是對神的信靠；（3）

不論你身處那裡，都要讀聖經，晝夜思想，謹守遵

行，你的道路才可亨通順利。」 

感謝天父為我們預備了這豐盛的筵席！期望大家能

共享，叫靈命邁步向前！

豐盛筵席

感謝天父，葵福支堂的兒童事工已開展了三年多。

回想起初我們在構思如何接觸這裡的街坊，特別是

家長及兒童羣體時，總是困難重重。以主日的家長

班為例，明明有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參加的，但因

為缺乏人手照顧小朋友，以至家長們沒法集中，甚至

有人因為小朋友的緣故需要提早離開，十分可惜！ 

 直到有一次，一位家長帶著兩個十分活潑的

孩子來參加崇拜，當時有幾位同工自發協助她看管

小孩，聚會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與其只是看

管，不如構思一些活動，用聖經故事教導這些孩

子。葵福支堂的兒童事工就這樣開始了！

 最初的兒童主日學與崇拜時段同步進行，後來

為了使家長可以安心上初信班及家長英文班，加上

希望吸引更多孩童參與，同工們決定開始Super Kids 

兒童事工，於每主日10:00-11:00，藉由教導聖經建

立兒童的品格。

 葵福事工一直按不同階段的需要對工作內容作

出修訂，兒童事工也不例外。由於家長班和Super 

Kids開始時是同步進行的原故，一些未信主的家長

會在我們活動還未完結就來把孩子帶走，情況並不

理想。於是我們想到把Super Kids的活動時間由早上

十時一直延伸到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經過禱告，

大家同心合力，分工合作，又擴大導師團隊，結果

從2018年4月份開始，Super Kids事工就進入一個全

新階段！  

 感謝神賜給我們一班同心又委身的同工，現在

我們共有12位肢體輪流當值，間中亦有總堂弟兄姊

妹過來協助。截至8月份，參加同學的名單已接近

20人！看著他們逐漸投入活動，還吸引了其他家長

也帶同小朋友來參加，實在感恩！求主保守帶領我

們前面的路，讓葵福的小孩子在主的愛中成長，又

幫助導師們有恩典、智慧去教導。請大家記念及禱

告，為小朋友守望。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上帝！

林惠愛執事

—Super Kids

Super kids 活動時間表
9:30-9:50 導師祈禱

9:50-10:00 報到

10:00-10:30 自由玩時段（分別有玩具閣、圖書閣、科學閣）

10:30-10:45 唱頌：校歌 + 當月主題詩歌

10:45-11:10 故事 + 金句

11:10-11:35 茶點 + 小休

11:35-12:00 手工

12:00-12:20 主題遊戲活動

12:20-12:45 Super Kids Choir

龔筱敏執事(沙田支堂)

葵福 新動 力



8

吳惠嫦主任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回味豐盛的暑假

幼稚園入學適應班

何秀明執事曾於18歲時遇上車禍，差點沒命；及後

到日本生活，又被人入屋襲擊。她說：「兩次被神

拯救，生命得以存留，驚險卻珍貴。人生無常，唯

倚靠神才是最好門徑，這些經歷讓我一生受惠。」

遭遇禍患也可視為禮物？是的。秀明出身貧困，父

母要照顧七名子女，很是艱難。感恩的是，她在中

學時期，於葛培理佈道會中決志信主。然而逼人的

生活，讓她於中學畢業後隨即要工作幫補家計，每

天打兩份工，每晚凌晨兩三點才下班，一心顧着賺

錢。一晚深夜下班，與女同事在銅鑼灣過馬路的時

候，一輛的士衝紅燈把她撞倒，身體拋出幾米以外

倒地，昏迷前一刻，她看到同樣被撞的友人，爬起

來緊張地撿拾手袋跌出來的財物，一句聖經便浮現

在她腦海：「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來換生命呢？」

聖靈光照的震撼

「那絕對是聖靈光照，我當刻心中向神悔改，因為

那時還不知道自己還能否存活。」

秀明當時腦積血昏迷，家人拒絕手術，然而兩星期

後，她居然奇蹟地甦醒過來，之後只靠一些針藥，

一年後完全恢復；反觀那個傷勢較輕的同事，雙腳

斷了筋，幾年來進出醫院也沒有完全康復。從此秀

明的價值觀完全改變，不想為賺錢而賠掉生命。

後來秀明在神的帶領下，到了日本讀書及工作。

她在日本的第二年，有鄰居闖入她的居所企圖強暴

她，反抗下，她被熨斗弄傷眼部，淺出的鮮血把對

方嚇退了，驚險情況至今歷歷在目。

「我經歷到神是賜平安的神，在祂有公義。一個女

子隻身在外，身無長物，並不容易。但生活中的種

種磨練，更讓我學習要倚靠神。」

經歷神的奇妙

在日本的十年間，秀明在一間國際教會參加崇拜，

在那裡建立和裝備自己：學習三福、參與詩班、進

行街頭佈道等。後來她更有計劃辭工到美國讀神

學，只是神沒有開路，而是把她帶回香港工作，讓

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建立家庭。

回港後，她由打工到搞生意，近50歲時遇到失敗，

被人出賣，損失慘重。

「我與丈夫共渡時艱，一同學習定睛仰望神，等候

祂公義的作為。我堅信上帝不會虧待謙卑倚靠祂的

人。」

「現在年過50，經歷過血氣方剛、『撞板碰釘』、

高低起跌...... 最珍貴的是，神沒有離開我，反之不斷

讓我經歷祂的恩典、管教與憐憫。正如雅各所寫：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

喜樂』。」

「甚願大家都能真正理解和經歷並勝過生活中的試

煉，因為這是我們將來見主面時得分的機會。但願

我餘下的人生更被神使用，更努力傳福音，亦希望

與丈夫同心奔走天路。」

不願賠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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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入學適應班

幼稚園入學適應班

暑期博士生

暑期博士生

讚美的孩子充滿愛

感謝主賜與生命培育資源中心一個豐盛的暑假，

帶領了34位小朋友參與中心舉辦的「暑期Summer 

Fun」幼兒課程。一連五週的課程包括：「幼稚園入

學適應班」、「暑期博士生」課程、「讚美的孩子充滿

愛」課程。

「幼稚園入學適應班」

入讀幼稚園，展開新的學習，對兩三歲的孩子來

說，是一大挑戰—面對新的學習環境及模式、與照

顧者分離一段較長的時間、認識新的面孔等等；而

他們的父母及照顧者也同樣需要適應。

 在一連兩週的適應班中，5位小朋友體驗了學校

的上課模式，學習與父母/照顧者分離一段較長的時

間。他們的父母及照顧者亦從中認識孩子與自己的

需要，為9月開學作好生活上及心態上的預備。

 邀請弟兄姊妹一同為這些孩子禱告，求主的平

安與看顧常伴他們和家人。

「暑期博士生」課程

一連4週的「暑期博士生」課程共有4個選修課程，包

括：自理小博士、EQ社交小博士、智勇小博士及創

意小博士。每個課程配以聖經故事、金句及品格主

題。每位小朋友選修不同的博士課程，取得人生中

的第一張「博士證書」。盼望主的話語深深栽種在他

們心中，引領他們成長，做個天父喜愛的孩子。

「讚美的孩子充滿愛」課程

為期五天的讚美課程為今年的「暑期Summer Fun」

劃上句號。這個課程涵蓋以下內容：

• 建立自信—認識天父的愛，肯定自己被主所愛和

 接納

• 習慣感恩—數算主恩，在愛的包圍中學習知足

• 學習堅強—勇於獨立，做個富責任心的人

• 尋找使命—尋找自己被創造的價值

• 令世界更美—願意付出愛，關懷身邊的人

 除了中心自辦的「暑期Summer Fun」幼兒課程

外，今年我們也與YMCA（港青）合辦「Y樂遊學團」

課程。各個暑期課程得以順利舉行，有賴義工們的

參與。特此鳴謝每一位義工，並獻上我們最大的祝

福，願主的平安與喜樂常伴他們每一位及其家人。

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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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楚文執事信主受洗超過40年，以往一直以為穩定

上教會、有事奉，就是一個好的基督徒；加上她性

格文靜，過去沒有想過要接觸教會以外，譬如工作

環境上接觸到的人。然而，上帝以一個「基督徒年

資」比她短的同事的生命改變，感動她走出「安舒

區」。

 

楚文說：「見證這位同事的轉變，很震撼。她近十

年才信主，但生命比我更積極 。 她以基督徒身份為

榮，主動關心同事，又在公司內發起祈禱會。我問

自己：『我的生命有多少改變？我有她這樣的生命力

嗎？我的人生下半場要如何過？』出於羨慕，我了解

到她修讀了一個由「忠僕事奉中心」主辦的『職場即

禾場』課程，於是我也報讀了，希望自己也有她這

般耀眼的生命力。」

50歲才醒覺並不太遲

「我們真的要像聖經中保羅所勉勵我們的：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要不然，我沒有意識到，原來職場也

有神，我們也可以在職場做個傳道人！」一邊修讀課

程，一邊靠聖靈模造改變，楚文終於突破自己，開

口與陌生人搭訕！                                  ......(接後頁)

走出「安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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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結威弟兄（Ken）外表高大硬朗，善於解決問題。

中、小學都就讀基督教學校，卻覺得基督信仰「老

土」，是軟弱人的特效藥。誰知50歲時患上焦慮症，

把他的人生秩序完全擾亂，然而，這卻是他重啟人

生的轉捩點。

 

Ken於澳門出生，六歲來港，有四兄弟姊妹，父親早

逝，家境清貧。中學畢業即投身社會做藍領，直到

一天突然不想渾渾噩噩過活，遂決心發奮，日間工

作夜間自修，三年半內考取會計師牌照，其後事業

蒸蒸日上，生活平順無憂。

危難讓人醒悟

踏入50歲，Ken毅然離開工作了11年的地方，謀求

更好的前程，可是他一上班就患上焦慮症。事後他

回顧：「新公司以市值計比舊公司大好幾倍，而且需

要每天中、港來回上班，行業又是新的，每天馬不

停蹄學習新事物，結果應付不了，身心俱疲。但萬

萬想不到，竟然因此誘發情緒病。」

 究竟當時的情況有多壞？失眠、無胃口、對任

何事物都失去興趣、經常自責、不想見人、又不願

離開家門。短時間內整個人塌了下來，他逼不得已

要承認失敗。

 「我醒覺，人不是靠自我意志或堅毅的決心，

就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人是人，是會有軟弱不能自

救的情況。」

 在休息養病期間，有一天，他看到太太文湘姊

妹放在桌上，一本關於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去突破憂

鬱和情緒病的書。Ken讀後深受感動，知道神是可以

信靠的，遂請太太帶領他做決志的祈禱。

對「軟弱」生不同看法

Ken回想道：「信主初期很『火熱』：每天看創世電

視、讀聖經、上主日學、上查經班，很想認識神。」

結果靠著主和藥物，病情於三、四個月內受控，完

全康復，還可以重返職場。「之前我看不起有軟弱的

人，以為沒有事情是不能解決的。信主後，對軟弱

有不同的看法，知道人的有限。」

 之後，神藉不同事件引導Ken 進一步認識祂。

有一次，Ken主導的一個全新系統失誤，導致公司損

失巨額金錢。

 「當時我的壓力已到了一個臨界點，幸而上帝

的話及時臨到：『耶和華從天上觀看，祂看見一切的

世人。從祂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詩

篇33篇）』我頓然有所領會，覺悟到在高位工作的，

可以學像上帝『從上而下』管理項目，結果真的管

理得有效很多。後期我更醒悟到，其實是上帝看顧

我，而且看顧我手所作的，我大可以放心把工作交

託。」

低處未算低

正當Ken生活恢復正常，覺得自己可以處理問題時，

他因家人患病所帶來的困擾，再次觸發情緒病，而

這次更比之前嚴重得多：暴瘦、狂哭、感到絕望、

悲哀、恐懼、發冷發熱。他服藥數月始終未有好

轉，情況還愈來愈壞，他開始埋怨神，亦與醫生衝

撞。幸得太太陪伴，又尋得合適治療，終在病發後

六個月痊癒。

 「我明白到，當神沉默，祂是要我在低谷中經

歷和學習忍耐、平靜、等候。並且要學習『真』交

託。」                                                      ......(接右頁)

情緒病重啟人生
 現在的Ken為人比以往開朗，不但在生命堂交

到好朋友，在工作上亦開放多了。他體恤下屬的心

強了，同事的爸爸患病，他會去探望，向他傳福

音，更高興有機會與同事討論信仰。這與以前是「獨

家村」的他，有很大分別。

 「我曾經祈禱問神，為何基督徒的人生這麼

苦。我現在明白了，其實很多痛苦都是自找的。我

立志並祈求上帝，幫助我做一個像小孩子般單純的

基督徒，找回喜樂的初心。」Ken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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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凱怡姊妹（Connie）95年曾遇嚴重車禍，醫生說

生還機會很微，幸得上帝憐憫，經多次手術和治療

後，性命得以保存；然而復康之路，仍挑戰重重。 

 

Connie說：「我對當日的情況完全沒有記憶。撞車後

昏迷，神智迷糊，全部經過都要由家人告訴我。」按

家人憶述，Connie車禍後因腦部受壓和積血，須接

受挪開頭骨手術。手術後，Connie昏迷不醒，腦細胞

有腫脹，需要切除部份，即語言細胞區，並可能因而

失去說話能力，甚至變成植物人。那次手術最後成功

了，但Connie必須要重新學習認知和說話。

一切從頭開始 

「之後還接受了兩次手術，一次是接駁右手臂的裂

骨，另一次是把後腦的頭骨放回原處。這段期間我

的生活不能自理，要重新學習說話。我像幼童一

樣，要透過畫冊來認識每件物品的名稱。」Connie回

憶說。

 當時語言治療師說，Connie是再無法像正常人

那樣說話和工作的了。不但如此，Connie還得了一

個纏擾終生的後遺症—每隔幾個月就會抽筋暈倒，

需送醫院搶救。

 「這為我帶來無形和沉重的壓力，因隨時會

發作，隨時有生命危險，我覺得自己成了家人的負

累，有想過放棄自己。我問神：『為何偏偏選中我？

』幸有家人和弟兄姊妹關心扶持，我才能振作起來，

靠神的恩典過每一日。」

默默同行的神和人

在神的帶領下，Connie身體漸有好轉，並得到牧者

的介紹，進到生命堂差會工作。

 「雖然我連寫字也要從頭學起，但牧師循循善

誘，鼓勵我努力鍛鍊。豈料上班才第五天，我便因

癲癇發作被送院。醒後我忐忑不安，怕成為辦公室

的負累。但牧師當天就來看我，親切慰問，還囑我

康復後再去上班，沒有把我辭退。」

 神又讓Connie透過工作認識李志偉弟兄，共諧

連理。婚後Connie仍偶有抽筋暈倒，Connie因為不

想成為丈夫的負累，兩度提出離婚。

 「兩次都是因為抽筋暈倒，甚至醒後認不出他，

我覺得很沮喪。但他沒有嫌棄，第一次他說『若你真

的不能記得我，我可重新再追求你。』第二次他說：

『在婚禮時，我在眾人面前與你立約，要一生照顧

你。我已接受你的後遺症，暈倒如感冒一樣簡單。』

我為有他這個願與我同甘共苦的丈夫感謝神，他讓

我明白什麼是真愛。」

雙重神蹟

後來Connie與志偉有了孩子，起名全恩，因為這孩

子正是神恩典的見證。「我們苦等了幾年仍沒有孕

象，醫生判斷我們得子女的機率如中六合彩，叫我

們不要存有希望。志偉安慰我說：『兒女是耶和華所

賜的產業，祂若願意賜給我們，自然會有。不然，

何必強求？生命的主權在上帝手中。』於是我們就禱

告交託。終於當我沒再看醫生時，就有了全恩。懷

孕那十個月，是我最放鬆的時間，因為我知道他百

分百來自神，我全心相信神的照管。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更感恩的是，自全恩出生以來，我

再沒有癲癇暈眩，七年了，這不是神蹟麼？神的看

顧是多麼體貼！」

 每年全恩生日，我們都大肆慶祝，紀念神的憐

憫和慈愛。我們每天能平安返家，都十分感恩，因

為平安不是必然的。

全是恩典
 早幾年的雨傘運動，在社會中累積了一些怨

氣，楚文的同學就發起了「微笑行動」，在灣仔、銅

鑼灣一帶，趁着午餐時間向途人派「微笑襟章」以祝

福他們，如有合適機會更會向人傳福音。楚文描述：

「我們聚在一起，先有禱告或唱詩敬拜，然後不需

要太多商討，就可以兩三個一組地行動，因為大家

有着相同的使命。原來要將『耶穌愛你』的訊息傳給

人的時候，你不需要綵排或練習便可以去，我們一

同經歷很多聖靈奇妙的帶領，生命甚受激勵。  

 信主的，我們會幫他們聯絡附近的教會跟進，

感謝神。無論天晴天雨、寒冷炎熱，我們都沒有退

縮。我覺得這行動最被祝福的是自己，每次出隊後

都能充滿活力地再返回工作。」

 問到這課程對楚文的最大啓發，她說：「要做一

個有行動的基督徒，而不是『得個講字』。」

教會：生命中重要的一環

楚文於1997年被按立作執事，曾擔任基教部（前身

為主日學部）和財政部部長，最委身是在主日學的

事奉，因為她喜愛見證人的生命成長，很是可貴。

不過，事奉所遇到的困難不少，例如邀請人一同事

奉、與同工意見不一致、工作家庭與事奉的時間角

力.......都會令她疲倦乏力。「這樣，才知道原來要倚

靠神，而不是靠恩賜或才幹。

 事奉中我學習到，要謙卑與弟兄姊妹彼此配

搭，要裝備讓事奉有質素，要委身，要抱住一個盡

心盡力的心態，以回應神的愛。而且，一路持續事

奉可以讓人保持成長和愛主的心。因為人往往是在

困難中遇見神，並且學習降服、倚靠。」 

顧念神的事，神就會照顧你的事

楚文的丈夫Ben於十多年前確診聲帶有腫瘤，那時候

孩子們還年幼。楚文回憶到：「在Ben接受手術、治

療的那段期間，我們每晚一家人禱告，每天堅強地

如常生活，靠著禱告和弟兄姊妹的關心與支持，渡

過了那段困難的日子。

 回想起來，如果生命中沒有神，生活怎麼過？

原來我們有神，真是這麼寶貴這麼好。我們亦反省

到原來以往很少把神放到家庭之中，我們自那時才

開始常常一起祈禱。」 

 中年以後，楚文面對人生最大的關口，莫過於

要適應空巢的生活和與羽翼漸豐的兒子相處。「心

態需要調較，要好好實踐『心意更新而變化』，與時

並進。我要提醒自己和別人：要24小時帶着耶穌在

身邊，做個有生命力的基督徒。我們的信仰要信得

真，活得真，要裡外一致，用心過上帝所賜的每一

個日子。雖然天色不會常藍，但神應許無論如何祂

都與我們同在。」



張淇殷姊妹（Michelle）來生命堂十年。當時是因為

要與患癌的丈夫Anson共同面對疾病而認識並相信

神。如今雖然丈夫已返天家，她獨自一人面對地上

的繁瑣和困惱，但有主同行，她一步步學習以神為

滿足，人生路並不孤單

 

Michelle說：「Anson是位醫生，聰明能幹、開朗自

信，我樂於躲在他背後，由他打點一切，被他無微

不至的照顧。直到一天他患上肝癌，由病發至離世

僅僅一年。」

陪伴丈夫與癌魔搏鬥

「2008年1月，Anson確診得了末期肝癌，腫瘤有11

厘米大，只能化療。由於他自己是醫生，對病情有

了解，起初仍能樂觀面對。第一輪化療後，腫瘤縮

減了一半，但是第二輪情況卻反彈，Anson亦變得極

度失落和沮喪。」

 那時Anson的一位舊同學邀請他們到生命堂來参

加聚會。那年5月，夫妻倆第一次踏足教會。崇拜後

弟兄姊妹的關心，讓Michelle把積壓在心底裡的鬱悶

和眼淚，全部釋放出來，之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平

靜安穩。自此Michelle和Anson逐漸認識神，並雙雙

於8月決志。

 信耶穌並不代表天色常藍。「Anson的身體一直

走下坡，他自己固然不好受，我的壓力也很大。身

邊的朋友不懂得如何幫助我，弟兄姊妹亦只能用祈

禱支援。那時我只覺非常孤單，前路寸步難行。」

 另一方面，丈夫的家人也給Michelle 不少壓力，

像是要求她剪頭髮、茹素為丈夫積福擋災，又說了

不少傷透她心靈的說話。幸而Michelle能夠透過福音

班和初信班，逐漸學習從神的話語支取力量。「要不

是我認識了神，有祂的話教導、安慰和支持，我實

在不知如何渡過那段日子。」Michelle說。 

 跟Michelle不同，Anson雖然也決志了，但他對

神一直抱著旁觀者的心態。「Anson是到離世前不久

才親自經歷神的同在，並在筆記本上寫下：『人很渺

小，不要以為凡事都能做到。』他在最艱難的時刻遇

見了神，並接受水禮，之後於09年1月被天父接返天

家。」

神的話救了我

丈夫離開的頭半年，Michelle用忙碌充塞生活，直到

後事辦妥才真正接受丈夫再不能回來，生活節奏和

方式都需要調較。

 「那段時間我要服藥冶療失眠，亦嘗試喝酒放

鬆自己，甚至在極度痛苦時，想過了結自己生命。

但在危急關頭，神差派天使按我家的門鐘，救了我

免做傻事。我知道，神存留我的生命，必有祂的用

意。」Michelle回憶時也不禁垂淚。

 自此Michelle積極學習神的話，參與教會事奉，

特別是安息禮拜的服事，與哀傷的人同行。期間她

見證了神在每時每刻無微不至的看顧，亦與神建立

了獨特的溝通方式，與神親密同行。

 2017年，Michelle的大哥確診胃癌（已於2018年

8月返天家），加上有朋友意外失救，以及連串不愉

快的事情，令她再次跌進低谷。

 「是上帝的話救了我。再讀約伯記，提醒我要

知道祂是創造主，我們是被造的，要存敬畏神的

心；讀希伯來書，明白我們受苦原是命定的，要帶

「要撐着，你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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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信心和盼望向前走；讀列王記，上帝派烏鴉餵養

以利亞.....。這一切一切，都教我要靠主的話走人生

路，在經歷祂的信實和慈愛的同時，亦認識到自己

的渺小與限制。」

 回望過去的日子，Michelle說：「成聖路很漫

長，十字架亦不容易背。但在低谷中，總有主的聲

音跟我說：『我陪你走，撐下去。』」 

 2018年，Michelle參加了華福大會，並確定自己

於3年前獻身的立志，決定修讀神學，揮別工作了22

年的崗位。「其實人生有許多可能性，只是我們常被

身外物限制了，聽不到上帝的召命，走不上滿有祝

福的道路。現在我確定了，要趁著白日多作主工。」



袁秀娟姊妹（Tracy）與區兆輝弟兄於2001年結

婚，育有兩子，生活平順。但三年多前，就在一如

平常的一天，禍患毫無先兆來襲，殺他們一個措手

不及，一家的生活也從此全然改變了。

 

Tracy回憶說：「我跟兆輝，當時就在閒聊着，他說

覺得左手有點麻痺，說完便倒在地上，我們立刻叫

救護車把他送院，整個過程只有半小時。他是腦中

風，入院後要立刻接受開腦手術。還記得醫生囑咐

我們所有家人前來，因未知他能否捱過這手術，當

刻我頓然坐在地上，打電話給家人的時候，手不由

自主地發抖。」

最難捱的數週

結果兆輝捱過了手術，但醫生判斷他大有可能不

會醒過來，就算醒來也可能成為植物人。Tracy說：

「我的腦裡只有神的話，知道祂是掌管生命的神，

祂能使死的復活，我就不斷祈禱，心裡被神的平安充

滿。心想神沒有取去他的生命，可能有祂的心意—

神啊，願按祢的心意成就。」

 起初數星期，兆輝沒有蘇醒，住在深切治療

部，期間出現幾次危急關頭。「記得有一次約中午時

份，腦科醫生發現他的情況很異常，要立即安排開

腦，醫院來電要我立刻到醫院簽許可信，我就在街

上脫了鞋子，拔足狂奔，追截的士往醫院。」

 那數星期真是Tracy非常艱難的時間，每一次

她接到醫院來電，也不知是凶是吉；每一次見到丈

夫，也不知是否最後一次。圍繞着他們夫婦的，除

了上帝的話，就是弟兄姊妹的關懷和支持。「就在那

次要緊急開腦手術，樓牧師收到通知，立刻來醫院

為我們禱告。他沒有說太多的話，就是這樣默默地

支持我，那份力量很大。還有那段時間很多很多弟

兄姊妹來探望兆輝，為我們禱告，錄唱詩歌鼓勵我

們，這一切一切，回想起來都十分感動。神對我說：

『你就在他們身上看見我。』」

多艱難都要一起面對

終於，兆輝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要見兩個兒子，念

子之心，令人動容。

 「對兩個年幼的孩子，這無疑不容易接受。以

往爸爸與他們玩，活動自如；但那時的爸爸，極度

消瘦，又滿身插了喉管，面容扭曲。我也花了一段

時間開解他們。我們每天為爸爸禱告，感謝神讓孩

子經歷神的信實與慈愛。」

 兆輝在醫院住了半年，左邊身完全不能動彈，

照顧他真的非常艱難。半年之後他能出院，Tracy不

讓今天不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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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醫生和護士的反對，堅持讓兆輝在家休養。

 「一個人如果沒有希望、沒有家人的愛，是很

難康復、很難去面對每一天的。我覺得只要我們一

家人同心，不畏艱辛，兆輝是可以好起來的。我們

常常家庭崇拜，不斷鼓勵他，一起禱告祈求神。」 

 這幾年間，兆輝發生過幾次驚險情況—他曾跌

倒兩次：一次骨裂，一次穿頭流血難止；又發現心

臟有問題，做過一次心臟手術。Tracy要在多個關頭

作重大決定，壓力可不小，但她緊緊倚靠神，知道

無論如何，神與她同行。

 「明天將會是怎樣，我不知道。我只是不停求

主給我能力，因為主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或者『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就

每天這樣禱告。除了兆輝，我也是家庭經濟支柱，

有時候下班往醫院和歸家的車程中，我要把握機會

休息，回家就要盡媽媽的責任。老實說，軟弱的時

候，我很少讓人知道，因為只有神明白我。我就待

兆輝和孩子都睡了，向神哭訴。」

奇蹟屬於信靠神的人

奇妙地，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努力，神讓兆輝左邊

癱瘓的身軀恢復一點氣力，他可以在輪椅上用柺杖

撐着自己站起來，更可以走一段路。兆輝感恩分享：

「我現在靠著神的恩典和帶着盼望過每一天。神真

恩待我，給我一位能同負一軛的妻子，與我一同去

渡過這個難關，她不把我撇棄，每天給我鼓勵。多

謝秀娟，感謝神！」

 Tracy說：「婚禮中在神面前承諾過，無論疾病

困苦，我們都一起經過，這不是兒戲。我的力量出

於神，是祂無論在體力或精神上都支持我，更給予

我一份源源不絕的愛去愛兆輝，照顧兆輝。」

 「我不知道為何神要讓這些事發生在我們身

上，我只知道，我們要與人分享神的信實和慈愛，

不能讓這經歷白白過去，不能浪費神在當中奇妙的

拯救。」Tracy總結說：「活在當下！我們不知道明天

將會如何，但既然主今天仍存留我們的生命，就要

靠主好好地活，讓今天不白過。」



譚妙芝姊妹（Gigi）個性既外向又內斂，喜歡多方嘗

試，但一旦認定目標，又會鍾情專一，勇往直前。

她說：「就是因為這樣才會義無反顧地栽進一段感

情，直到失戀才醒覺要回轉歸向神。」

 

Gigi是在2006年信主，那時她讀了一本書，筆者描

述自己如何在工作假期中經歷神的帶領。「那時我正

在計劃工作假期，很嚮往作者因為倚靠神而得到好

處的經歷，便決志信主。」

信主像信黃大仙的日子

 沒多久，Gigi踏上了一年的工作假期，期間交了

一位外籍男友，而且全情投入，追求神的心非常淡

薄，祈禱也只是形式。「那時我在外地遇到問題，沒

人幫助便向神求，完全把神當作黃大仙般。不過現

在回想起來，那段時候其實經歷了神很多的恩典和

保守。」

 Gigi返港後把時間全投放在維繫異地情緣上：學

外語、視像電話通訊、「飛」去與他相聚......生命根

本容不下其他事情，包括神。

 「拍拖四年，我想結婚，男朋友卻遇到第三者

並要求分手。我痛不欲生，醒覺只有神是我的避難

所、我的安慰。那時候，聖靈亦讓我看到自己的缺

點：脾氣壞、驕傲、自私，對家人亦不夠關心。於

是我立定心志，靠神站起來，亦意識到需要祂的教

導。」

擴闊人生的界限

之後父母相繼生病，讓Gigi看到生命無常，然而上

帝在微小的事上供應她一切所需，細緻的看顧着

她。2014年她加入了學園傳道會（又稱「學傳」）

DRIME默劇佈道團，大開她的眼界。「我從中接觸到

不同的人，經歷傳福音的大能和震撼，認識到信仰

是什麼的一回事。」 

 其後公司倒閉，Gigi便想找一份與信仰有關的工

作。「那時『學傳』邀我加入擔任行政及設計工作，

不過這份工作需要自籌薪金。我起初很猶豫，沒信

心，畢竟我是獨女，父母已退休，經濟不是全無壓

力。但我從上帝得到三個印證：第一，當我還在考

慮是否加入『學傳』時，便已有弟兄承諾會支持我；

第二，神讓我回顧祂在過去，無論是工作假期、父

母生病，以至公司倒閉期間，如何及時供應我一切

需要；第三，申請加入『學傳』的手續非常繁複，以

往的我一定沒耐性完成，但神給我力量又讓我被取

錄。於是，我學習順服，以信心回應呼召。」

神叫人生變得精彩

「我的設計天份不高，學識又不夠，但神都使用，

讓我知道工作的果效乃是出於神，自己要學習謙

卑。未信主的父母也覺得很奇妙，因為他們知道我

雖熱衷設計，但天份不高亦缺乏栽培，竟然能在這

範疇工作，這一切要見證神的榮耀。」

 在全職事奉道路上，Gigi仍在尋覓，希望自己能

把上帝給予她的恩賜盡量發揮。「我希望以生命影響

生命，將神所賜的才幹，不論大或小，都忠心地、

盡力發揮，以生命榮耀神。」

重新繪畫精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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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兆基弟兄是第三代基督徒，視生命堂為自己的

家。畢業後一直尋覓自己的路向，卻不如想像中順

利。「自小的抱負是從事能幫助人的行業，但工作一

直不很穩定，很迷惘。現在回望，原來上帝給了我

一些恩賜，是很合適當老師的。我很快樂，能走在

上帝的旨意中。」

 

兆基在美國唸生物化學，大學畢業後進到科研公司

工作，希望可以參與幫助人體健康的研究。

 「有一次做了一年的研究，期間不斷經歷失

敗，直到有一天成功了，我和老闆歡喜若狂，但沒

多久，他告訴我，研究成果不能『賺錢』，不會繼續

做下去了。那一刻，很不開心，但只能接受，亦開

始明白這個世界是這樣運作的。」

尋覓路向不容易

「從那時起，我問自己，究竟甚麼工作適合我？那

時候在美國上教會，有一次聽牧師說：『人如何能活

得開心？就是你本身的長處得以發揮。』我把這話放

在心裡，反複思想。後來就回到香港。

 「回港最初幾年很不適應。香港生活節奏急

速，而且這裡有很多奇怪的價值觀—甚麼也與金

錢掛鉤，而且看重包裝多於實際。我不認同，很掙

扎，無數次想要返美國生活。」兆基回憶說。

 一天，蟻穎生執事邀請兆基到少年崇拜事奉，

與此同時，陳天溢弟兄亦介紹他到小學教書，就從

那時開始，兆基開展了一個全新的事奉領域，對象

是青少年人。

 「我從沒想過，自己因為『百足咁多爪』的性格

而學會的那些技能，竟然在教書時大派用場！」兆基

笑說。慢慢地他由迷失到投入，由泄氣到振奮，開

始喜歡自己的工作，並從中找到極大的意義。

比夢想的更有價值

「我原本想當醫護人員，希望促進人身體的健康。

但現在發現，教育更能栽培人的生命。」

 「我自小在教會成長，基督信仰建立了我的價

值觀，覺得待人正直、仁慈，是理所當然；但現實

社會講的，卻是競爭、計謀、不擇手段等等。我相

信這些不是人心裡渴求的，因此我要以身作則，本

著聖經的教導去教學生。」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要介紹學生認識耶穌。

「感謝神給我機會做童軍隊長。我其實毫無經驗，

但校長不介意，我便當作是帶團契般帶學生，趁著

每星期的聚會與學生們分享信仰和詩歌。我深信，

這比我說的話有力量千倍。」

 遇到學生和家長對信仰有興趣，兆基會帶他們

上教會，部份甚至因此決志信主。遇到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兆基會將他們轉介到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讓他們得到專業的治療及訓練，透過中心，給他們

機會接觸教會，認識上帝。

誰是老闆？

「我認為當老師不需要很高的學歷，具備正確的價

值觀和教養才重要。我不肯定是否會一直教書，但

肯定的是，我要在工作上事奉和見證上帝，並讓

人認識上帝。在工作上，校長是我的老闆，但人生

中，上帝才是我的老闆。」

 兆基不忘詩歌中的提醒：將你最好的獻與主，

獻你年青的力量，將你純潔熱情心靈，忠心為真理

打仗。

快樂，就是長處得以發揮



林祖輝弟兄（Joe）砌積木非常了得，甚至曾把生命

堂的禮堂砌出來，帶到不同場合展覽。他對於這個

家的愛，不言而喻。但不多人知道的是，他也積極

事奉這個家，包括擔任團契團長、協助生命培育資

源中心的畫班和英文班等。「這些都不是我的專長，

但我即管嘗試，開放任神使用。」Joe說。

 

Joe於2012年信主，父母是生命堂會友。過去他曾斷

斷續續的跟父母上教會，但也抱旁觀者的態度，對神

「懶懶散散」。「一個人往往到困難臨到，才知道自

己的軟弱和無助，需要神。平順的日子，既然自己

能掌控人生，又何需外力呢？」

 工作上Joe平步青雲。有一次他到外地工作，遇

到無理客人，上司又不體諒，於是他每晚在酒店獨

自面對沉重的壓力，使他情緒達到崩潰的臨界點。

「我終於開始明白人的限制，轉向尋求神。」

轉眼看神

往後工作也不是沒有遇到困難的，但他學習仰望從

上而來的能力。Joe分享到：「這時協助生命培育資

源中心的畫班，有一天，一位沒有信仰背景的小朋

友看著窗外說：『我看見天父上帝』，我雖然不明所

以，但被他的『看見』感動，意識到要轉眼仰望天父。

之後工作就算遇到困難和問題未能即時解決，我的

心態已與之前截然不同，問題也變得輕省得多。」

 其後工作性質轉變了，要應付自己不是十分擅

長的工種：演說。「試過嚴重『發台瘟』，雖然準備

充足，但發揮不出預期的表現。「我只能禱告，祈求

神的同在，之後自己永遠也記得，我不是一個人在

面對工作上的挑戰，而是上帝與我在一起。」

承擔，不是因為能幹

Joe這幾年在教會積極參與事奉，原來最初的時候他

幾乎全部想推掉。「因為不是自己擅長的範籌，覺得

沒有那方面的恩賜和能力勝任。後來我抱着協助的

心態去做，慢慢地我領略和明白到，事奉不是靠自

己的能力，而是要向高山舉目，仰賴祂的恩典，因

為才幹、能力都是從祂而來。」

 「就算在最缺乏、最沒信心的範疇上也要盡最

大的努力事奉神，因所有果效都是出於神的大能和

恩典。

 「其實工作是很忙碌的，但在香港有誰不忙

呢？如果你不願做，就算有空你也會以藉口推辭；

反之就算沒有時間，也能抽出事奉神的空間，而且

愈做愈喜樂，愈見恩典充沛。」

 Joe現在在工作上看重的和以前不同了，因為

他親眼目睹弟兄失見證，神的名不能得到榮耀，令

他感到痛心。「最低限度我們要行公義，與世俗那套

偏私、見利忘義、說是非、『擦鞋搏上位』等等行

為分別出來，要以基督的價值觀待人處事，秉持公

義，不畏強權，不怕麻煩，別人就能從我們身上見

到耶穌。」

要向高山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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