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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君望牧師

重建關係
    生命成長

對於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來說，我們的新生命乃

源於基督，我們人生的目標也應是效法基督、跟

隨基督。事實上，主耶穌留下我們，正是要我們

為祂作見證，讓未信的人，藉我們口傳或生命的

見證，認識及接受基督救贖的福音。

在眾多的關係中，我們跟神的關係是最重要。

主耶穌曾說：「無論甚麼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

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26 和修本）這不是主耶穌霸道，而是因為我

們跟神的關係，是眾關係中的基礎，正如主耶穌

說:「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15:5

下 和修本）

可惜，因為世界的吸引、各樣的試探、世務的纏

身及現實的考量，使很多弟兄姊妹不太看重跟神

的關係，也不在乎屬靈生命的光景，認為這是不

至於死，也不是逼切要解決的問題。這樣把與神

關係的建立擱置一旁或推至最後的心態，怎能讓

我們的屬靈生命成長？又怎能叫我們有力量為主

完成大使命？

基督教的信仰，是一個論及「關係」的信仰，就是

如何藉基督的救贖，信主耶穌的人重拾與聖潔上

帝的關係。這新的關係，也要藉著信徒在生活中

的實踐並努力不懈地建立。可以說，我們凡事要

連於基督，生命才有成長、生活才有見證，並有

能力去面對世界的嚴峻挑戰。

如今，我們的責任就是藉每日讀聖經，默想神的

話語，反思基督的信仰的及恒切的禱告等，以維

持這關係，信徒的生命才能不斷地成長。只有成

長的生命，才能抵禦一切的攻擊和考驗，以為主

作工。願我們都重視跟神的關係，也努力重建這

關係！

「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約13:34 和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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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在耶穌基督裡被更新的生命，有別於一般生命，其

流露於生活中，享受的福份是上好的，是不能奪去

的(路10:42)。神是賜福的神，祂向我們懷的意念是

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我們末後

有指望 (參閱耶29:11)。可惜！不少稱為神子民的

人，不能得力，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得救，因為不

肯歸回安息，不在乎平靜安穩 (賽30:15) 。

二零二零年這世紀疫情，使奔跑的、忙碌的工生

活，一下子似乎被剎掣。當然地球仍然在運轉，停

不下來，因為這非人力所能。人意能定的運行，我

們不必措心，只要安居其上，地球便仍在運行，彰

顯神的榮耀 (詩19:1) 。

踏進二零二一年，要過怎樣的生活，誰能預測？誰

能定奪？那要看那人目前的心境如何。若心中充滿

惶恐、疑慮、擔心、無奈、乏信，他們的生活能

安歇嗎？世人的境況如此不妙，基督徒的情況又如

何？若已接待了耶穌到家中(心中)的馬太，卻仍然

煩躁不安、口不擇言，責怪、批評，甚至怨言，要

小心。若已獲得耶穌所賜的生命，而不懂得安息、

平靜、安穩，那不但會失去上好福份，還會使神的

名得不著榮耀，到時，以色列民因為使外邦人看不

到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而不能進入迦南地安息的

日子，將會是我們面臨的日子嗎？

基督徒能否安心邁進，與世人最大分別不是在於思

想之精密，策劃萬無一失，謹慎行事，樂善好施，

態度樂觀，自負勇敢，而在於他們是否正確信靠那

一位應許帶領牧養他們前行的主，令他們能安歇青

草地，躺臥溪水旁 (詩23:1-2)。

且看二零二零年我們的生活，在形態上少了活動，

心態上是否人生安歇多了？人一直以為在研發先

進，系統完善的醫療科技照顧下，一顆病毒難道應

付不了？可惜，迄今醫療專業人士尚未可以肯定告

訴我們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受控，病毒之變異是否受

制？也許只能預測死亡數字可能令人擔憂，我們是

否只要同心合力，努力不懈，團結起來，便可解決

問題？面對懸疑，令人不安的世界，我們若要活得

豐盛，我們需要什麼？能做什麼？若我們在過去一

年得不著安歇的生活，或我們心靈對全知，全能，

全在的主，視若無睹，或口中或行動上跌倒了，那

我們要聽聽主耶穌怎樣忠告彼得：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致於失了信心，你回

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22:32) 昔日，耶穌知道

彼得和他的光景，已經為他的信心禱告。

彼得、猶大、多馬們的跌倒不光是因為失了愛心和

勇敢，也是因為失了信心，他們若要榮耀神，完成

神的使命是必須回頭，重拾信心。

信心從何而來？若沒有神的話在心中 (羅10:17)，若

沒有認罪悔改，仍然在心思和意念中充斥資訊，想

法和念頭，怎能有聖靈的工作來感動，建立我們，

讓我們信靠神的全能、全在、全知？

無人能用行為 (行動) 討神喜悅，得赦罪之恩，蒙恩

惠得憐恤。非聖靈、非主言無人可以得永生，只有

信聖靈的工作；我們的成聖，生活是否能討神喜悅

得安息，也只有聖靈的工作 (加5:25)。當然我們要得

勝，勝過那惡者，勝過我們的私欲，要倚靠什麼？

有了更新的生命，在這不安的世代，要有安歇的人

生，使人看見神的榮耀和作為。人只有安靜，才能

成為見證。二零二零年我們錯過了學習生的機會，

二零二一年可以如何重新得力？

「爾其休息，知我為上帝，我將被尊於異邦，見崇於大地兮。」(詩46:10 文理本)

「主乃我之牧，所需百無憂；令我草上憩，引我澤畔游。」(詩23:1-2 聖詠釋義)

「主語之曰，馬大，馬大，爾因多端，思慮煩擾，然所需者一而已，馬利亞

   已擇善業，而莫之奪也。」(路10:41-42)

生命更新之

樓恩德牧師
安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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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年，在社會事件及疫情籠罩下，我們都經

歷著無數的黑夜。這份無力感郤驅使我們每一位同

工及學生門徒去思考什麼是這個時代的「福音」。然

而，在看似絕望的黑暗中，神仍然給我們使命，差

遣門徒走進世界，與哀哭的人同哭，並帶領人去認

識、遇見那使人有盼望的耶穌。

在受疫情限制的日子裡，我們都一同經歷許多「新

常態」下的佈道與牧養：網上開門徒小組、網上佈

道、網上慕道小組（Alpha Course）、網上教門徒訓

練，甚至自己第一次在網上講道及呼召、第一次在

網上帶領人信主......等等，使我們看見神的工作並沒

有因此而被攔阻。在黑暗的世代中，人心比以往更

開放；在限聚令的日子裡，我們更渴望能與人互相

連結和被聆聽。2020年9月我們在網上新生佈道及基

督徒迎新聚會中接觸到數百位新生，當中未信者更

願意在網上分享自己。上學期在網上我們帶領了19

位學生信主，其中18位已開始了初信栽培，更有部

份學生已有穩定的教會生活。這些初信者在下學期

願意委身成為門徒，由初信轉眼成為傳福音的人。

感謝主！

在1月上旬，我們憑信心在網上舉辦了三日兩夜的

「全港青年復興營」營會，感恩在這次營會中有全

港五百多位大專生一起在網上尋求神，並反思「約翰

福音中—基督道成肉身的意義，如何與我們這個世

代同在，並且要成為光」。在三日網上營會之中，我

們親眼看見許多生命被神醫治與觸摸，以及佈道領

人信主的見證。當晚在高銘謙博士分享的信息中，

雖然隔著屏幕，但無阻許多大專生，在這個時代下

願意回應全職服侍的呼召。我們的神今天仍然活

著！今天仍然揀選人成為世界的光，為黑暗的時代

中帶來盼望！我們每一位也是這時代的見證人，我

們自身生命能否為這個黑暗中帶來一點光，讓人在

悲傷中看見耶穌？求主差遣我們，走進世界，用基

督的愛和盼望，觸摸人群。

初信栽培小組，在線上與

初信者建立屬靈友誼

在黑暗世代中成為

校園之光 李培堅 
沙田支堂

為香港學園傳道會校園傳道同工

「......要在黑暗中發光，便要明白黑

暗的吞噬力。黑暗期望人人都成為

黑暗，而我們要堅持成為光而不變

節，實在需要持定良善，才能為主

發光。無論這光是強是弱，最重要

都是不失光的本質。在一個極度黑

暗的地方，就算只有一點點的螢火

蟲的光，已經是很亮麗。我祈求主

興起這代的基督徒大學生，一生為

光作見證......」 高銘謙博士

第一次舉辦網上營會，同工善用不同方法與五百多位參與者互動

未信者在網上禱告決志的一刻

網上門徒訓練，裝備門徒在時代下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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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達弟兄

美欣和我結識的時候已經是分隔兩地，直到2003

年，她以過埠新娘的身份來到紐約，大約半年之

後，我們正式註冊結婚。

起初我倆一直享受着二人世界的生活，一心想追回

以往失去了的拍拖時光，從來沒有想過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更在一次的健康檢查中，得知美欣的身

體狀況是不容易有小孩子的，可是我們卻並不在

意。

2008年年底，天父藉着我工作上的調動，巧妙地

帶領我們回來香港。剛巧當時外父雙腳開始退化，

所以美欣和我決定和兩位老人家一起居住，照顧他

們，也希望他們早日信主。然而，二人世界的生活

模式始終沒有改變。

外父雖然行動不便，但是頭腦靈活，外母可愛慈

祥，只是年紀越大，記性越差。基本上兩代人一起

生活，不拘小節，簡單和諧。

美好的時光過得很快，2017年底，外母不幸中風，

經常出入醫院。美欣覺得自己作為孻女，責無旁

貸，要用心在家裏照顧外母。我倆也為外母可以康

復過來和早日信主不住禱告，所以生兒育女這個課

題，簡直是遙不可及，而且也變得不重要了。

2019年年初，奇異恩典臨到我們一家身上。天父帶

外母返回天家，美欣和我本來想好好休息，沈澱一

下，沒想到2020年初，美欣發現自己有了身孕。

起初美欣感到十分困惑，而我的腦袋卻是一片空

白。我們以為自己放下了害怕年老之後沒有兒女照

顧的古老思想，只管享受二人世界，又慶幸不用

為了增強兒女的競爭力，要做一對贏在起跑線的怪

獸家長。天父是那麼的幽默，過了十幾年後，現

在才賜給我們一個兒子。為了感謝天父，作為父親

的我，要替兒子改名叫阮零一。由零到一，由無到

有，都是天父的創作，希望兒子做個福音的精兵！

由零到一 潘頌欣執事

2019年大概復活節前一個月，我參加了教會推出的

「一源聆聽聖經運動」，每天聆聽聖經直到復活節。

還記得當時不少日子是嘉恩主席與我一起讀經。一

個多月很快過去，感謝神，很順利就完成了。接下

去，「一源」推出「聽」畢新約，我就繼續「聽」下去。

差不多同一時間，香港出現了大規模的「反修例運

動」，事情越演越烈，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越來越多

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就事件表達意見，甚至在崇拜

中、公禱裡表達個人意見。最讓我覺得很詫異的地

方是：為何我很多信主和不信主的親友所擔心的、

說的、做的，並無分別的呢？信主的人，不是應該

活出不一樣的生命嗎？當時，有不少「信主」的人更

不像基督的樣式。從前我是很少上社交媒體的，但

那段時候，常常在一些社交媒體中讀到不少信息，

讓我心裡特別的不舒服。當時「聽」聖經「聽」到彼

得前書，給我很大的安慰：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
惡毒，總要作神的僕人。務要尊敬眾人，
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彼前2:16-17)

很快，我也完成了「一源」的新約計劃。我想，不如

看看有沒有其他聆聽聖經計劃。一查之下，發現原

來很多，但都是以普通話或是英文朗讀。於是我選

了個唸普通話的應用程式。記得當時媽媽還問我：

「讀普通話，你能聽得明白嗎？」最初確實很難，我

就把它調慢點（0.75x），漸漸正常速度我也能跟上。

我選了一個按聖經時序來排列、一年內讀完新舊約

聖經的計劃。讀的時候由創世記開始，但又會跳到

約伯記、詩篇，再回來讀畢摩西五經。讀列王紀的

時候，又會讀到歷代志、先知書等。同時間，社會

事件不停發展下去，並沒有止住。後來，更發生全

球性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兩件事情對我的工作影響

越來越明顯，造成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但感謝神，

祂的話語是堅定可靠的，好像詩人說：

「耶和華阿，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
遠。.....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早就在
苦難中滅絕了！」(詩119:89, 92)

一年很快過去了，我也聆聽完整本聖經。回望以色

列人在整本聖經的歷史，一直都是耶和華在為他們

爭戰，得勝的也是耶和華。以色列人、列王的興

衰，取決於他們是否安靜、順服、聽命。雖然我現

在依然面對很多困難和解決不了的難題，但我深信

無論是患難、困苦、甚至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

與神的愛隔絕。為此，我還是要感謝神。

2020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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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寶環教師

我曾讀過改革宗一位牧師巴克斯的一篇文章，並有

兩句說話對我在二十多年的牧養上影響極為深遠—

「半小時親身與信徒的面談，遠勝於信徒聽道有十

年」，因為福音的溝通是以「個別」接觸而達成的。

2020年的牧養是艱難的一年。疫情的嚴峻及持續，

教會如何有效地進行牧養，尤其需要特別關顧的長

者、老人院的肢體、醫院內的病友及臨危的弟兄姊

妹、因疫情沮喪而情緒受困擾的肢體等等。教牧角

色似乎由主動化為被動，等到信徒出問題時再作處

理。教牧在這時候，牧養策略上需要更多主動關顧

接觸。

疫情期間，教牧除了主要以電話關心會友外，也集

中在抗疫物資上提供關顧，過程中不單是物資上的

支援，更令他們感到備受關注和重視。

筆者在疫情初期，每日提供十分鐘靈修資料，以語

音在成年群組中發送，以神的話語堅固及鼓勵肢體

的信心，計有詩篇、馬太福音、約拿書及現時的約

翰福音，肢體也彼此傳送，感謝神，多人得著神話

語的激勵。

畢德生牧師說得好：「耶穌的故事在這些人身上重新

產生，重新經驗，而故事就發生在這個小鎮，就在

今天。我正恭逢其盛，要看故事如何發展，要聽句

子如何形成，觀察行動、辨明角色和情節」(《追尋

呼召的探索之旅》，129頁)。牧者關心這個人的成長

故事，他/她正身處人生四季中的哪個季節，他/她

是否在靈性沉睡的光景，他/她最近對神有何新的發

現、新的感受 ?

肢體的真實牧養，少不了「個別地」面談分享，一

起經歷基督的臨在與同行。有些牧者認為，為會眾

提供了其需要的聚會如崇拜、團契小組、主日學或

培育課程等，便完成其牧養職責。如個別信徒遇上

問題，有特別需要，再給予個別輔導，這便是牧養

了。

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1849~1935）是由英國

長老會差派到台灣的宣教士，在他的獻身契約裡寫

著：「我以最嚴肅的態度，完全獻自己在神面前。

我立志脫離管轄我的罪惡。我的心思意念、身體、

財物、時間，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獻給神。為了榮

耀神的名，我願終身服從神的命令，願意永遠屬於

神，將一生的主權交給神。主！求祢使用我，使我

成為服事祢的器皿！」

這張「獻身契約」所寫的內容，影響了巴克禮牧師的

人生。關懷牧養在疫情下的弟兄姊妹，更要如何去

關顧他們心靈的需要。今天整個香港跟以前大有不

同，每一個人所面對的壓力是不容忽視，肢體的牧

養更要深入全面地去關心，以生命見證來影響別人

是最重要的。

在疫情下的

關顧牧養 楊國姿執事

疫情前，每個星期日回到教會崇拜是信徒的心靈

「叉電」之旅：在一個多小時內，能夠暫時拋開世務

煩惱，不用 (也不能) 看電話，在禮拜堂中注目看耶

穌，專注天國事，與弟兄姐妹同感一靈地渴慕主，

在事奉人員帶領下投入唱讚美詩，聽真道，偶爾會

被聖靈深深感動，甚至被提醒。

疫情爆發後，全港教會的實體

崇拜破天荒被迫「移民」到網上

進行，這個嶄新的嘗試，考驗教

會的應變部署，測試弟兄姐妹獨

自崇拜的專心程度。

為了讓大家適應這個新常態，崇拜

部準備了網上崇拜會眾指引，讓大家參考

和實踐這項全新的敬拜模式。

獨個兒對著螢光幕「觀看/參與」崇拜直

播，與實體崇拜始終不可同日而語，無

可奈可地減低了投入感；況且在家中也不方

便大聲謳歌暢詠，看不到其他會眾、聽不到彼此問

安，沒有實體設置和現場感，Worship From Home

(在家崇拜) 真正能投入崇拜嗎?

在新約聖經，耶穌和保羅分別曾這樣教導我們對敬

拜應有的心態和模式：

態度 — 
「時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
的人拜祂。」(約4:23) 

模式 —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
要為榮耀神而行。」(哥前10:31)

「暫別」慣常主日崇拜的「宗教行為」，仿佛是上主

給予我們的全新學習—操練透過心靈和誠實敬拜

主、探索更多實踐敬拜的場所、突破對敬拜神原有

的空間和時間限制。

持續一年多的疫情，還未知何時可以結束，相信

你也許要在家學習或在家工作，箇中必有很多不方

便，不適應和考驗，全世界正經歷同一個考驗，願

神賜大家堅忍的耐心，以正面和積極態度迎向逆

風，最終會得到人生其他領受和得著，別「浪費了」

疫情。

Worship From Home (WFH) – 

敬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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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為神家 周健輝牧師

葵福支堂「同心為神家」教會奉獻計劃，於2019年尾

經葵福堂委會決定，原定由2020年四月份的「五周

年感恩崇拜」內推出，結果因為疫情的關係，最後要

在2020年10月總堂的會友大會中才能正式開始，這

是一個為期三年，鼓勵總、支堂肢體一同參與的奉

獻計劃！

「同心為神家」計劃是讓肢體們以奉獻方式一同參

與，關心教會的需要。從資源運用的角度來分析，

葵福支堂每年經費支出可分為三大類：

1）經常開支：包括同工薪津及聚會地方租金

2）各部事工：包括購買教材及團契小組經費

3）外展事工：包括「單親貴族」、中學事工及社區

 福音活動等費用

有見及此，我們期望參與計劃的肢體可以透過以下

四種方式回應：

A「當盡本份」：指每個信徒切實履行「十一奉獻」，

 因為教會的支出是由常常費中支付。

B「信心獻呈」：指除了「常年奉獻」外，為自己訂

 立一個一次性奉獻目標數額。

C「儲蓄為神」：指每月設定一個數額為教會儲蓄起

 來，每三個月帶到教會奉獻。

D「福音外展」：指特別記念指定事工之需要及數

 額，如：單親貴族、學生事工等。

為達成這計劃，我們亦定下一個三年的奉獻目標數

額，期望在上帝的恩典與總、支堂的肢體共同努力

下，可以按年達成：

2021目標：80萬、全年奉獻總收入目標：140萬

2022目標：105萬、全年奉獻總收入目標：165萬

2023目標：135萬、全年奉獻總收入目標：195萬

由計劃推出至今，我們已經收到51份參加表格了，

其中超過90%為葵福支堂的肢體，而當中有43份是

以「儲蓄為神」的方式回應。有見及此，有同工提出

為所有以此回應的肢體，每人預備一個錢箱，好讓

他們建立每天儲蓄的習慣。感謝神親自感動葵福的

肢體對教會的愛與投入！

踏入2021年1月，我們亦開始呼籲參與儲蓄的肢體

們，將錢箱帶來辦公室繳交及登記。結果，在1月中

三個星期裡，我們合共收到接近8萬元的奉獻，每一

次當同工們協助肢體打開錢箱，數著一個又一個硬

幣，為他們登記在記錄冊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是

那份神和人對教會滿滿的愛！

今年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作為總、支堂一份子的

你，可有想過一同藉具體行動，來建立神的家嗎？

願上帝親自感動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