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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母親節隨想 

曾經聽過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個兩歲的小孩，這小孩愛上畫壁畫，將

家裡的牆到畫滿了各式各樣的圖畫，又喜歡將爸

爸媽媽的手錶掉到洗手間，攪到媽媽一頭煙，很辛苦。但當晚上小孩睡著，

媽媽就走到他床邊，攬著小孩說：仔你雖然好難教，但我永遠愛你、永遠

錫你，在媽媽的心裡，你是我永遠的寶貝。 

小孩升上小學，他開始懂駁咀，讀書時，無心機，要玩遊戲機，媽媽

說要努力讀書，孩子說學習要快樂，考試成積不理想，孩子說學習不是求

分數，令媽媽氣憤難下。但當晚上孩子睡著時，媽媽又喜歡攬著他，你激

得我很辛苦，但我永遠愛你、永遠錫你，在媽媽的心裡，你是我永遠的寶

貝。 

日子過得很快，孩子到了十四、五歲，他的髮型古古怪怪的，衫褲闊

到可用來掃地，跟同學一起唱的音樂，根本不知他在唱甚麼，溝通的說話

也奇奇怪怪的，甚麼早響、收皮，令人難以明白，媽媽以為自己生了隻怪

物，不知怎去教。但晚上當孩子睡著，母親仍愛走到孩子床邊說：你古靈

精怪，但你仍是我永遠所愛、仍是我永遠所愛錫的，在媽媽的心裡，你是

我永遠的寶貝。 

孩子一天一天長大，他結婚、生仔，買了屋，媽媽不能晚上到孩子旁

邊，攬著他、錫他，但媽媽仍然在晚上拿著孩子的相片，仔啊，我見不到

你，但我很懷念你，我永遠的愛你、永遠的錫你，在媽媽的心裡，你是我

永遠的寶貝。 

有一日，孩子收到媽媽的電話，你可否回來，看看這個生病的老人家。

兒子趕回家時，看到一個軟弱的母親睡在床上。母親看見孩子回來，開心

不已，對他說：仔，你大個，我抱不起你，我攬不到你，她說：我永遠的

愛你、永遠的錫你，但跟著已說不下去，聲音非常微弱，接著媽媽閉上眼

睛，跟孩子永別。孩子抱著媽媽，帶著淚水，重覆媽媽的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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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的愛你、永遠的錫你，在我的心裡，你是我永遠的母親。講完後，

他把母親送到醫院，安頓一切，當他回到家時，雖然已經很晚，他仍走到

女兒的房間，重覆母親的說話，女，我永遠的愛你、永遠的錫你，在爸爸

的心裡，你是我永遠的寶貝。這四句說話，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相信這是每一個母親的心聲，孩子在我們心裡是我們永遠的寶貝，從小

到大，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錫他，對自己的孩子愛護有加、無微不至，

而母親每晚對孩子送上的祝福和愛，孩子也必然會體會到。除了很特殊的

例子外，我也絕不擔心這一代的小孩得不著父母對他們的愛。 
有人說：愛等於一部火車頭的燃料，它給孩子提供了前行的能量，可

以勇往直前。不過火車除了要能量外，還需要走在路軌上，否則就只會亂

衝亂碰，最後出軌而造成悲劇。 

原來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在我們以上，有一個更高、更大、更有智慧

的力量，一個理想的榜樣(Idealizing) 。對一個小孩來說，他需要有一個爸

爸媽媽，一方面愛他，一方面管得住他，可以引導他。今天一個最大的悲

哀，就是小孩要甚麼就有甚麼，我們說的給寵壞了，無王管。 

在中國大陸的家庭有一個叫四二一現象，四個祖父母，兩個爸爸媽媽，

一個小孩，於是萬千寵愛在一身，誰都不敢管他，成為一個小霸王、小皇

后，要甚麼有甚麼，問題不在於他得到多少愛，他除了要得到愛之外，他

需要一個規範來管束他。如一個小孩偷錢，如果沒有人來管他、教他的話，

這個小孩心理會愈來愈不安全，將來會愈偷愈大，若嚴嚴的管教，就是把

他心裡的衝力，放到火車的軌道上，按軌而行，發展得好。所以愛是動力，

像火車開得快，但要在路軌上，他就能到目的地，不然就會翻車。過分被

寵愛的小孩，往往很多是眼高、手底，意志力不夠，他內在的安全感不夠，

他沒有力量控制他的衝動。 

愛與規範這兩樣都很重要，對基督徒的父母來說，甚麼是我們的路軌，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聖經說：教養孩童使他行當行的路，就是到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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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隨想 廖明楷先生廖明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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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偏離。在一個高舉個人主義，強調凡事滿足個人意慾，凡事以

我為本，追求自我滿足的社會中，上帝的說話更是不可缺少的。 

一九零零年，雲索先生對兩位母親做了一項追蹤調查，一位是愛德

華太太，她是一位牧師太太，有十一個兒女。她教養孩子的秘訣是使用

愛與敬。敬是包括了嚴厲的家規、家法。在記錄中，她共有一千四百個

後裔，其中十四位是大學校長，一百位教牧人士，六十五位大學教援，

一百位律師，一位法學院院長，三十位大法官，六十六位醫生，一位醫

學院長，八十位政府要員。 

    第二位他同時追蹤調查的是愛達底女士。她是以自由放縱出名，最後

死於酒精中毒。她的後裔有七百人，其中有一百個私生子，一百八十一

個妓女，一百四十二個乞，四十六個勞改犯，七十六個罪犯。 

同是女人，同是母親，但她們所帶給子女的影響卻是多麼不一樣，

這個追蹤調查證實了一件事，母親的影響力可以是無遠弗就，息息相

關，世代相傳的，正如聖經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原來我們的價值觀念，生活習慣，婚姻的形態，道德的標準、對金

錢的態度，待人接物的方式，信仰生活的實踐等等，原來都影響著我們

的孩子，不管是正面、反面的，積極的、消極的，都一一的在孩子生命

中留下永遠的痕跡。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至聖者，便是聰明。我願天恩堂

的每位父母都能敬畏上帝，用上帝的說話，聖經的價值觀來養育、教

導、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專題分享 
 

母親節隨想 

金句 : 詩篇十六篇：八至十一節。 
16:08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便不至搖動。  
16:0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靈快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16:10 因為你必不將我的靈魂撇在陰間，也不叫你的聖者見朽壞。  
16:11 你必將生命的道路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樂，在你右手中
 有永遠的福樂。  



五月母親節，我們特別誠邀長者進入家訊分享當中，把她們一

些為人母的寶貴經驗透露給大家知道。 

邀約曾少英婆婆(又稱英姐)是一件很開心的經歷，她素來給我

印象樸實平和；悉去年她參加短宣長者的傳福音訓練，我對她的魄

力和愛主的那份熱誠就更加欣賞不巳。再加上今次的單獨傾談，她

那一種從心所流露的喜樂，實讓人有種說不出的愉快和舒服。 

自二十多年前當英姐的丈夫離世後，她便與女兒相依為命，更

獨力擔起撫養女兒的責任。英姐稱未信主前，不懂如何與女兒相處，

也不懂教導，遇事只會大吵大罵，問題出現不但沒有適當解決，雙

方關係也只會因不諒解就越弄越差。 

零三年七月，英姐因腰傷停止了工作，恰巧那時侯女兒也失業，

令經濟陷入相當的困難中。就在那時候，英姐在醫院裡認識了一位

基督徒－－韓太，韓太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傳給了她，還每天為她的

需要懇切祈求，上帝聽禱告，幫助英姐渡過了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漸漸地英姐就更堅信這位上帝，她清楚體會「你們親近神，神就必

親近你們。(雅各書 4:8)」，她感謝神確實改變了她，從前的大吵大

罵沒有了，反之性情比從前變得溫柔、忍耐……還記得有一次女兒

夜歸，做人母親的擔心掛念少不了，因此為了夜歸就囉嗦了女兒一

兩句，那天晚上女兒的不瞅不睬，令家裏氣氛變得一片靜寂和無

奈！但第二天早上，女兒卻竟然來電向她請求原諒。這對英姐來說

是從沒試過的，她清楚知道神改變了她們兩母女。 

現在對英姐來說，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會為自己疼愛的女兒祈

禱，希望她能早日信主、工作順順利利、及找到一位合適的結婚對

象。她很有自信的對我說：「上帝一定會聽她的禱告。」 

聽見英姐這樣天天為女兒祈禱，這真是她女兒的福氣！ 

曾少英婆婆口述 

JoJo 代筆 

母親節特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媽媽感謝教導我一直從來都跟著妳，

媽媽祝妳母親節快樂。 
蔡展輝上 

多謝妳，媽咪多謝妳照顧我和弟弟。 

女兒 Sandy 上 

感謝妳多年的教導,當我考試的時候,妳

都會用心地教我，還當我遇困的時候，

妳也會來幫助我,真感謝妳！ 

I Love You. 
Angel 

親愛媽媽: 

多謝!  

兒子雷銘諾 

親愛的媽媽:多謝妳一直辛苦地照顧我和

妹妹，祝母親節快樂。 
女兒倩婷 

由小到大，妳一直照

好感謝妳十幾年來辛苦

祝妳工作不會很辛
消除辛苦不開心，
神可以助妳把路變成I Love You ! 

媽咪 : 雖然妳返唔到教會，但系妳個心

仍然係依靠教會！母親節快樂。 
琪上 

親愛的媽媽： 
    媽媽，晚上睡
    最近，我考試
因為今次可能是呈
嗎？最近，家務纏身
餸？＇` 爹爹今晚回
想你都非常辛苦?是
一切的束縛，對嗎?
  祝 
    身體健康 
      希望能和你分



親愛的媽媽:祝身體健康,

母親節快樂. 
鄭劍豪字 

媽媽：謝謝妳的教導，祝妳母親節快樂！ 

照顧我，謝謝妳的照顧。 

Yan 

苦中湊大我，真係好多謝妳。 

女兒鈿上 

謝謝媽媽妳教我讀書寫字和耐心地教導我．  

女兒蔡詩雅 

祝身體健康，永遠都愛妳的家人，

生活愉快． 
Alice 

辛苦，每天都很開心，
妳走的路不平， 

變成很平． 

胡青儀 

親愛的媽媽:多謝妳一直照

顧我們，還要努力地做家

務．Love，祝身體健康。 

女兒倩雯 

睡得好嗎？ 
，你擔心嗎？你一定很擔心，
分試，關係到升中派位，對
身，又要想著：｀今餐食乜
回不回來吃飯？＇等等…，我
是否希望可以輕輕鬆鬆，擺脫
? 

分擔一切 

 諾兒敬上 



母親節快到了，首先祝每一位媽媽今年有一個開心難忘的母親節。 

隨著時間的流逝,媽媽的年紀大了，身體亦漸漸衰弱,憶起十多年前，她

已接受過一次大手術，記得當時因怕身體轉側便會影響傷口，所以手腳都被

綁著。只能頭部轉動，那天晚上真令我難以入睡，每當閉上眼睛便想起媽媽

痛苦的樣子，自己什麼也幫不了她。 

當我成為母親時，我才體會到媽媽過往的辛勞和無微不至的照顧，願往

後的日子能有多些時間陪伴她，使她的晚年能愉快的渡過，更希望她能認識

福音，接受耶穌做救主，得享永生的福樂。感謝神給我有機會在天恩家訊中

與大家分享，祝大家母親節快樂！ 

寶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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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心事(一) 》 

雖然每天都和女兒一起生活，可是她每天都是忙著上學、課外活動、看

電視、玩電腦、看書，沒有空閒與她傾心吐意。真希望和她多溝通，多了解，

說說心事。 

或許女兒會覺得媽媽很嘮叨；或許她會覺得我的話語裏時常說她的不

是或是批評；或許她會覺得我很厭煩，但我總要教導她的，因這是我的責

任。 

我也有我的成長經歷，當我和我女兒年紀相約的時候，我很希望有人能

明白我的感受，幫我解決難題，不知女兒的想法是否和我相同呢！我很希望

能做她的支持者。天父很疼愛她，賜予她樂觀的性格，聰明，又給她很多才

能和恩賜，希望她能好好善用這些恩賜快樂的成長。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行的道，就是到老他也不偏離。』箴言 22:6 這

是天父的旨意，因此我會盡我一切的努力去教養我的女兒。我在教養女兒的

過程中，我也不斷的成長，反思，在此我也獲益良多。多謝天父給我這個做

媽媽的角色！ 

送給我親愛的女兒：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不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切所行的事上都

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路。』  箴言 3:5-6  與妳共勉 

Lily(江諾兒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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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家書 

2005 年 4 月至 5月份家書         主僕雷振華 

最近，教會要邁向自立，又快要進入天恩幼兒園聚會時，心情充滿複

雜的情緒，有如昔日約書亞快要領導以色列百姓進入耶利哥前夕的心情。

然而，上帝在約書亞正在思想他們攻入耶利哥城之策略時，祂界入了約書

亞的惆悵中，上帝向約書亞宣告祂是他們作戰的真正元帥，他要將一切放

下，讓祂親自去帥領。當我看到此信息時，心裏如釋重擔，便安靜在上帝

面前向祂仰望，求祂帥領天恩堂前進與發展將來事工。 

    當我們在三月份的自立小組聚會中，組員坦誠地分享本堂在過去

日子，實在看到本堂弟兄姊妹彼此間的關顧與支持有很大的突破，以致教

會的溫情洋溢，這是可喜的現象及值得我們感恩的事情。然而，當我們面

對教會未來發展時，我們也同感到教會仍存有不同破口，特別是事奉人手

仍是缺乏，弟兄姊妹對真理仍是膚淺，這些不濟情況，我們需要迫切地求

主供應及堅固。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雖然如此，我們不要氣餒，我們深

信主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因為主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林後

12 ： 9）。然而，我們也務要堅固，不可搖動，常常竭力多作主工，因為

知道你們的勞苦，在主裏不是徒然的（林前 15 ： 58）。為面對天恩堂未

來的發展，我們一班忠心事奉的堂委盼望教會不斷有生力軍被主興起，出

來為主作戰。目前，我們也決議計劃聘請一位合主心意的同工，成為教會

的隊工成員，與我們一同承擔牧養工作，願大家在此事上代禱。 

    在五月十五日（主日），於天水圍循道衛理中學舉行「天恩同樂日」

戶外崇拜，崇拜後有小型運動會，此活動使教會肢體的關係得凝聚與堅固，

務請教會肢體踴躍參加，並領人赴會。此聚會有午餐供應，有關收費及詳

情，可向本堂幹事查詢或留意公佈。近日，本人收到一封家信，看到一位

資深宣教士戴紹曾先生，在病塌中默想保羅在個人見證中談到「我竭力」

時，令他想起我們要：①竭力更認識基督；②竭力更多傳揚基督；③竭力

直到基督再來。保羅留下以上的美好榜樣，願我們天恩堂的眾肢體一同努

力效法，以致我們可同心合意，建立神家！ 

    願主祝福大家能活出多結果子、榮神益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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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透視鏡          事工透視鏡 

街頭福音佈道工作，不經不覺己經有一年多，我最記得起初的時候，

在天水圍新北江商場對出的公園，開始我們的福音工作，也是在我們完了

主日崇拜的之下午開始，但是，後來我們建議改地方，在每逢第三個主日

早上九時正到十時正，改了在天悅村的士站旁邊。 

起初人數真是不多，可以說是很少，但我們沒有放棄，也勇於面對，

因為我們知道神要我們學習面對困難的挑戰，起初自己經驗也不夠，每一

次我和兩三位弟兄姊妹開始街頭佈道事工的時候，我們一起祈禱，求神帶

領整個事工，所以每一次我們都帶喜樂和平安出去。 

也看見近來有很多弟兄姊妹的參與我們的事工，心裡也很高興，讓我

學會每做一件事，只要堅持到底，沒有難成的事。 

令我最難忘的一次是在街遇見一位路人，當我將福音傳給他時，原來

他也想參與教會，也因這次相識，他就這樣認識我們的教會。現在也參

與我們主日崇拜和其他聚會。 

還有一件事也是值得令我欣賞的就是有一對初信夫婦－－馮生、馮

太，他們也帶同兩個女兒參與我們福音事工，真是值得欣賞和鼓勵，因為

我們要有熱愛主的心，才能有這樣動力廣傳福音，雖然我們是被神揀選，

我們在教會是一家，並不是閉門一

家親，我們需要完成神託負的使命。 

    我衷心希望弟兄姊妹能有一顆熱

愛主的心，能夠將福音去傳給一些

未得之民，只要把自己得救見證去

分享給別人聽，這是你最好傳福音

的工具，希望下次見到你與我們一

起參與街頭福音佈道。 

梁杏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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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弟兄姊妹， 

你們好！很感恩和開心，可以在『天恩

家訊』中分享我在街頭傳福音的感受。 

記得一年前，初與幾個弟兄姊妹嘗試

將福音在街頭及公園裏傳給一些陌生人，

當中會遭受拒絕和不同的問題，有些時候

也不知怎樣面對和回應；後來發覺這並不

是靠自己的小聰明和膽量就可以做到，而

是每次行動之先必須藉著祈禱，讓神作統帥帶領整個程序，及求神加添參

與的弟兄姊妹的智慧去宣講主的福音。林後 4:1 提及「我們既然蒙憐憫，

受了這職份，就不喪膽。」正因這話，我們既然蒙主揀選，只要忠於主的

吩咐，一切也不必擔心懼怕，果效自有天父來定，不必計算成功與否。 

記得四月的崇拜裏聽過趙詠琴姑娘證道說及要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同心」是要「同神的心意合一」，若真的堅信了基督就應該將神賜給我

們的寶貴福音加以廣傳，絕不要做一個「不傳不動」的基督徒。 

雖然明白這話，但畢竟人是軟弱的，我常常提醒自己要作一個屬於神

國度裡而非屬於世界的基督徒。昔日保羅和眾門徒為了福音所歷盡的逼

迫和困苦，也會面對軟弱，但他們的信心完全能放在神的國度裡。神對保

羅說：「我的恩典夠你用，因為我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林

後 12:9 ，今天我們身處於香港這個福地，比起一些住在處處危機戰亂裡的

人、飢荒貧窮中長大的人、有些地方甚至會隨時地震而失去家園。我們更

要為主在這塊受祝福的地方將福音加以廣傳，免得人活在幸福中而迷失

了創造萬物者的真理。 

趁這機會呼籲大家，無論甚麼時候你們都可以用不同方式把福音傳

給身旁的人，同時也歡迎大家參與我們每逢第三主日傳福音的事奉。 

李繼光弟兄 

事工透視鏡          事工透視鏡 



編者的話 

不知不覺間天恩家訊已經刊登第三期了，回想起當初牧師

找我們幾位弟兄姊妹說要出版一份有關天恩家消息的刊物，當

期時我心想由幾位沒有經驗的弟兄姊妹負責，是否有足夠的能

力辦得好呢？假若辦得不好會否產生反效果，又會因此浪費了

教會的資源，損失了一個如此有效的溝通渠道，不能讓每一位天

恩家的人能清楚地知道及分享到每一封「家訊」呢？當時我的心

情真是十分忐忑。  
 
事實上證明我的擔心實在是多餘的，因為過往兩期得到的

反應都是良好的(不過亦有要改進的地方)，與及各單位都配合得

十分暢順。但這不是證明我們能擔當此任，乃是證明天父由開始

已經有祂的時間表、合適的人選及有祂的旨意在其中。  
 
真是感謝主，一直帶領着我們做好每一件事，求主繼續保守

着天恩家的每一項事工，更希望藉著「天恩家訊」能連繫着天恩

家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能互相效力、彼此相顧，發揮着同心合

意，建立神家的精神。  
江偉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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