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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麗嫻傳道 

專題分享— "正生書院事件的回響 "  

「濫藥」的情況已惡化得令人感到不安，包括年輕化及普遍化，作為教

會的群體身處天水圍區實在感到很焦急，我們有否想到有一天那些「濫

藥者」就在我們的身邊，甚至在我們的家中出現，這些危機並不離我們

很遠，也許已經隱藏在我們中間了，我們並不是無奈地容讓事情的發

展，而是我們可以怎樣去正視這情況。 

樂見歧途少年有出路 

 

24 歲的黃榮新，自 12、13 歲時染上吸毒惡習，04 年更因藏毒被捕，其

後判入正生書院，那裡卻讓他感到人間有愛，重新學習與人相處。07 年

會考取得 14 分，並轉到匯基書院升讀預科。09 年高級程度會考放榜，

取得 1B2D1E 的佳績。靠著從前在正生書院學到『永不放棄』的精神和

靠賴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縱然面對高考多大的困難，他也不輕言逃避。

矢志要成為會計師的榮新，感謝媽咪，耐心在身旁等候學壞的他改變，

亦照顧他起居飲食，給他很多鼓勵及支持，並多謝正生書院的老師，教

導他很多人生道理；和匯基書院的老師及同學，很有耐心教他。 

約 8:11「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讓青少年有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句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嗎） 

支持正生書院的信念 

「基督教正生會」創辦於一九八五年，乃社會慈善服務機構，名稱為

「基督教正生會有限公司」，「正生」一詞來自聖經，取其「悔改歸

正」、「出死入生」的意思。是一所非牟利的福音戒毒機構，協助濫用

藥物者重整生命，並為學員提供學術及技能訓練︰以效法耶穌基督愛

神、愛人，服務人群的精神。 

董事會有牧師和校長及法律顧問等多位成員，主要負責人乃總監及行政

總裁林希聖先生和總幹事及校長陳兆焯先生，他們於機構廿多年來長期

參與事工，同工的薪金遠遠低於外間的學校或機構。而學生收費方面︰

生活及學費每月合共$10665( 設有助學金及會為學員申請綜援，以支付

其學費及生活費)，而家長另須按月支付學員的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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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正生書院負面的新聞也不少，據悉一位曾於「基督教正生會」事奉

九年的同工表示，正生書院的同工以身作則的地和學員過著同一的生活

方式，包括日常的勞動，膳食和生活起居皆同一待遇，「正生書院」深

得家長的愛戴和信任，不久前機構的負責人已出來澄清有關一些負面報

導，以免社會人士被誤導而妨礙事工的發展。 

 

太 25:42 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關愛青少年的成長 

 

妨範於未然，你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是高危一族呢，那些家庭長期是父母

不在家的，或家中衝突頻繁的，空空洞洞了無暖意的，青少年人更容易

三五成群四處流連，家庭本是我們成長的蔭庇所，可惜很多父母為著生

計而在外的多，我們可以怎樣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呢，青少年人需要被

肯定、被愛和歸屬感，包容和接納是不可少的，彼此建立良好的溝通，

常常以欣賞和肯定的態度看待青少年，讓他們在愛中慢慢成長。 

 

提後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

仁愛、和平。 

 

教會對「濫藥」的回應和行 

正視社會的「濫藥」問題是迫在眉睫而非遙遠的事，承認這是一個需要

投放資源的群體對象，裝備青少年導師的培育，建立教會與學校事工的

關係網絡，擴展資源網絡的系統，讓青少年結伴同行成長路。多關注青

少年在身心靈成長的各方面需要，青少年同工及導師引領青少年行在主

的正路中，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跡建立屬靈的同路人。 

教會盼能為社區發一分熱一分光，這一代的青少年是教會未來棟樑，對

青少年的牧養有負擔嗎？你願意站出來與教會共同承擔這個重要的使

命，因著你的參與青少年多了一份從神而來的關愛，不要再等立即起來

回應吧。 

青少年人耶穌愛你們，我們也愛你們，你們願意為著回應主耶穌基督的

大愛，去過一個討神喜悅的聖潔生活嗎？一起在基督裏追求長進，成為

主合用的器皿嗎？教會實在看重你們，願意你們得著牧養得著建立，讓

我們在這世代中，見證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好叫神得著榮耀和頌讚。 

腓 2:15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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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我在這裡得甚麼 黃雅麗傳道 

各位主所愛的弟兄姊妹： 

還記得這節經文嗎？「……誰領您到這裏來、您在這裏作甚麼、您在這裏

得甚麼。」(士 18:3)經文中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早在我入職後一年，

即 2006 年 4 月，第 7 期的牧者心聲告訴了大家。第二個問題分享就刊登

在第 8 期。想不到事隔三年，也就是在今期，我再有機會與各位分享第三

個問題，但這同時是我最後一次以天恩堂傳道人身份，與大家分享在這四

年裡~「我在這裏得甚麼」。 

我得到不少但也絕不算多的福音果子。作為牧者，傳道和禱告比一切都重

要，我沒有正式統計過帶了幾多人信耶穌，約三十人吧，但為羊仔做初信

栽培的卻很多，因為我一直都認定為每位屬靈 BB 打好信仰根基是必要和

重要的事。當然做了「初栽」亦不能百份百保證羊仔不會在屬靈生命上軟

弱多病﹗但記（盡力做好一切，結果交比上帝）。 

我在這裡得到很多您們的愛、支持、鼓勵、代禱、忍耐、明白、體諒、還

有愛心湯水…。這種種真誠的愛與關懷，我不會忘記。所以，再一次衷心

感謝您們，願神親自報答大家，因您們厚待了祂的使女。 

我在這裡也得到很多學習侍奉的機會，特別是講道，及籌備各種不同類型

的聚會與活動。而由於所需要牧養與關顧的層面甚廣，記得初來時，除了

蒙恩團契外，幾乎其他團契我都有份參與，這自然豐富了我的牧會經驗。 

我得到神的同在與同工﹗當然還有您們的委身參與。由零開始的青少年崇

拜、佈道會、受難節默想晚會、報佳音、增城短宣體驗、Teen’S Week 暑

期英文活動、教會旅行、水禮及喪禮的籌備。甚至是講道、查經、團契、

牧養等，我都深深經歷神的大能、恩典、保守、引導、眷顧…。沒有神的

同工，即或可成功順利舉行，但卻不會產生任何屬靈的果效，作屬靈事卻

沒有屬靈的果效？﹗一切盡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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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更深的認識自己。我認識到自己在侍奉上的恩賜與負擔，特別面對

較為弱勢、患病的、孤單的、在患難或困境中、甚至是情緒上需要支援

的眾肢體，我都會傾盡全力的關懷協助，因為知道能夠陪伴他們走出人

生的谷底，和可以見到他們臉上重現笑容與盼望，作為他們的牧者，我

會感到很滿足、安慰和快樂，這都是神給我的福氣。 

至於個人的性格上，我的優點就是自我反省能力強、直率坦誠、敢言、

果斷、堅持、做事認真和快、有受教之心。但這些優點若有點兒偏差，

就足以成為缺點。我知道因著自己的直率、敢言，在不知不覺間可能己

得罪了不少弟兄姊妹，若您都是其中一位，請在這裡接受我真誠的道

歉，對不起﹗ 

各位主所愛的弟兄姊妹，其實要作出離開大家的這個決定，過程一點也

不容易，我是經過很長時間禱告、等候，也流過很多眼淚、心裡充滿痛

苦和掙扎…。若我的離開令您們感到難過或流淚…請您們原諒我﹗ 

最後，我衷心祝福您們，靈命能活潑茁壯成長，做一個情理兼備，並且

願意承擔和委身的基督徒。常常靠著聖靈的提醒與光照，檢視自己的屬

靈生命及與神的關係，不容罪惡攔阻我們親近神，更不要遷就或將自己

的軟弱合理化，因而選擇性的敬拜侍奉神或索性遠離神。讓我們一生努

力去愛神愛人愛自己，活出榮神益人的豐盛人生。因為人的時間實在有

限，能 為 主 而 活 好 每 一

天，這就是蒙福喜樂的人

生。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靈的感動，

常與您們眾人同在﹗」(林

後十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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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前，資訊部主席李鍾淑真姊妹邀請小僕撰寫有關『利未人』的

背景資料時，適逢本堂推行讀經運動之進度去到閱讀歷代志上 23 章所提

及利未人的職分時，我深深體會到利未人是上帝特意要揀選他們出來專

職事奉上帝，故此本人除了會簡略地介紹到利未人的背景外，本人更會

進一步去探討他們的事奉生命有何特質是值得我們去反省與學習的。 

（一）『利未人』的背景 

在古希伯來社會中，族長就是家族的祭司（創 31 ： 53-54）。隨著

以色列人成為一個較有體制的羣體，他們需要一個特別的組織來處理宗

教事務，而這個職責主要落在利未支派身上。利未支派是以色列十二支

派中，上帝特別揀選代表百姓處理宗教事務的支派，而在聖殿中事奉的

祭司亦是來自利未支派的。按五經的記載，利未人的事奉位分是神所賞

賜的，因為當以色列人背叛神，利未人卻忠於耶和華（出 32 ： 25-

29）。上帝在利未家族中揀選亞倫和他子孫作祭司（出 28-29 章）。亞

倫和他的兒子事奉時所穿的輝煌服飾，表示他們的聖潔和特殊的身分。

祭司主要的職務是維持聖殿的獻祭禮儀，替百姓各上帝獻祭，把罪和污

穢除掉，好使上帝可以住在他們中間（利 15 ： 31）。在利未人中間，

聖經清楚地劃分了從亞倫家而出的大祭司（有時只稱為「祭司」，撒上

1 ： 9）；其餘從某些家族而出的祭司；以及一班附屬的利未人，他們的

工作較不顯著。因此，上帝把利未支派從民中分別出來，執行和教導上

帝的律例（申 17 ： 8-12），在會幕或聖殿中處理以色列人的祭祀、禮

儀等事宜。  

利未支派不能擁有自己的產業，因為神就是他們的產業（民 18 ：

20）。可是，他們卻分配了 48 個城邑及屬城的郊野，住在其中（書

    

 

 

 

《屬靈教室》之 

「『利未人』有何含意？」  

雷振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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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1-42）。由於利未人不能積儲財富，而他們的生活由以色列人所

納的十分之一來供養（民 18 ： 21-24 ；申 10 ： 6-9）。正如寡婦、孤

兒 及 寄 居 的 人 一 樣，利 未 人 也 是 由 神 的 百 姓 所 照 顧 的（申 14 ：

29）。由於他們屬於神的支派，約押就不顧意在大衛的人口核算中，

把利未人也數算在內（代上 21 ： 6 ；參民 1 ： 49）。自然地，利未

人不會出戰，除非是關乎宗教方面的事（代下 20 ： 21）。他們要管

理會幕的事務（民 1 ： 50-53），後來在聖殿事奉（代上 23 ： 25-

32）。 

後期有關神與利未人所立的永久之約，可見於《耶利米書》33 ：

20-26 及《瑪拉基書》3 ： 3-4。利未支派從被擄歸回的人中（拉 2 ：

36-42），顯然以有祭司職分的利未人居多。新約時代的巴拿巴，是屬

於 利 未 支 派 的（徒 4 ： 36）。事 實 上，現 代 的 猶 太 人 之 其 姓 若

是“Levy”的，可能就是利未支派的後人。可是，對於《希伯來書》的作

者而言，由於基督的祭司身分，利未人的特殊職分已經失去其意義了

（來 7 ： 11-14）。 

（二）『利未人』能享受一個蒙福的事奉人生 

《民數記》三章記載了神要以利未人代替以色列人所有長子，也

以利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列人的頭生的牲畜。因著這個理由，利未人

就好像在沒有選擇的情形之下，完全被神所揀選而歸到神的名下，失

卻了自主的權利。從那時開始，利未人就要負責所有與敬拜耶和華有

關的宗教事務。按著希伯來人的傳統，長子是家族的領袖，會承繼父

親的一切權力和責任，其中一個責任，就是要帶領家人去敬拜神。創

世記 25 章記載雅各的哥哥以掃輕看了長子的名份，意思就是：他不願

意承擔這個責任，所以神便揀選了雅各代替他。神選擇利未人代替了

以色列人中的長子，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他們代替一切長子負責帶

領家人來敬拜神的事。這些在埃及逃出來的以色列人中的長子，本來

同樣要面對滅命天使的殺害，但神卻保護了他們，目的就是要他們為

神而活。所以從那時開始，利未人就不再單為自己生活，乃是要為著



事奉神而生活。神不是要叫那些被揀選的人好似一些很可憐的人，被

人取笑。相反地，神是要他們在百姓中得著榮耀，因為他們是被神揀

選出來，特別是為這位尊貴、偉大的神工作的。從那時開始，利未支

派便不再算為以色列人十二支派中的一個支派，所以在以色列的領土

分配地圖上亦都看不見有屬於利未人的領土。 
 

（三）結論 
當小僕整理這篇文章時，我發現在利未人事奉神的層面上有一些

地方堪得我們去反省： 

第一，利未支派不能擁有自己的產業，利未人也不能積儲財富。

事實上，神卻沒有使利未人因此而變得貧窮，因為耶和華特意要使他

們以事奉神來養生。在《約書亞記》21 章記載：以色列人只得到四十

八座城來居住，並城的郊野來牧養他們的牛羊。其實在當時以農業為

主的社會中，利未人沒有得到土地來耕種，大家就可以想像到他們是

與其他的百姓很不同的了。因為神說：耶和華是他們的產業，意思

是：他們不必倚靠土地，而是倚靠神。神叫利未人以事奉神來養生。

當以色列人按神的規定去敬拜神、向神奉獻的時候，他們所獻的祭物

和禮物就足以供應所有利未人的生活所需，而且足夠有餘。利未人只

要按著神的心意，在會幕及後來的聖殿事奉神，他們不用為生活所需

要的來擔心。因為有十二個支派的以色列人會供應他們生活上的需

要。有人粗略的估計過：以色列的男丁要將十分之一獻給神，自己只

得十分九，但十二個支派奉獻得來的便是十分之十二，除了聖殿所需

用的一切之外，利未人所平均所得的，仍然可能比其他以色列人較為

豐富；故此，我們在事奉上帝的事情上切勿為一己的私利去斤斤計較 

。 

第二，在早期的時候，利未人負責收拾及搬運那可以拆卸搬動的

會幕（民 1 ： 50、51），並且負責其他事務。代上 23 ： 24-32 透過記

述大衛對利未人的吩咐。歷代志作者指出了利未人不必再抬帳幕

8 



（v.26），反而要在殿中辨事，管理獻祭所要用的器物（v.28-29）、

讚美（v.30）、守節（v.31）。由此可見，在之前的會幕時代，利未

人要隨著會幕的搬遷而抬著會幕的器物，但當聖殿建好了，他們就不

用再遷移，而要承擔新的職責，有新的事奉形式。在後期，他們明顯

地擔當挑夫及唱詠團（代上 16 ： 42）。 《申命記》33 ： 8-11 總結了

利未人的職責。這段經文表明了神的指引及神學上的教訓，跟他們的

祭司職分同樣重要。因此，約沙法後來要他們去教導律法書，就不足

為怪了（代下 17 ： 7-9）。上述的經文，既肯定了利未人的職分是神

所選定的，但同時也說明了他們的職務絕非一成不變。在新的時代、

新的地點，他們的職責也需要有所調節。這大概也是我們事奉的寫

照：我們既要確信神揀選我們服侍祂，因此祂把我們放在此刻的崗位

上；但同時，我們也要在新的時代以新的形式事奉，以致我們的服侍

可以回應及切合時代的轉變。在事奉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既持守神

對我們的揀選，又因時制宜，在新的時代以新的模式去作出同樣合神

心意的服侍？ 

最後，小僕深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會知道：聖經中所提及的利未

人，是一班在以色列人中被神特別揀選出來服侍神的人；但是，可能

大家都未曾想過他們是一班「特別蒙福的人」。 在很多的教會，常

常都會出現事奉人手不足的情況，到底是甚麼原因呢？因為很多信徒

都不願意負責事奉的崗位。只是星期日到教會坐坐，唱詩、聽道，接

受牧師的祝福就算了，他們只有敬拜，而缺少了參與事奉的經驗。 

其實，這樣的教會生活仍是欠缺的，因為這樣單有敬拜的生活，而缺

少了因為事奉神而帶來的福氣，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聖經中記載的

利未人就很不同了，他們是一班被神特別揀選出來事奉神的人。我們

可以話：他們一生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了要事奉神、榮耀神。 

 

參考： 

1. 羅慶才、黃錫木主編《聖經通識手冊》，基道出版社，2005 年。頁 224。 

2.《 證主聖經百科全書 I 》，福音證主協會，1995 年。頁 364-366。  
9 



10 

方舟之旅 - 難忘的挪亞方舟          
 

8 月 15 日參加天恩堂舉辦「方舟之旅」，上午由天水圍出發坐車到柏麗灣

碼頭坐船，再步行 15 分鐘，媽媽望着不遠的方舟步行，但這段路程對她的軟弱

身軀是十分艱難的事，腳軟無力不能再行，可能她的堅持感動了主，黃姑娘找到

輪椅及教友幫助，很快便到達，心裡十分感動。 

據說挪亞方舟是按聖經挪亞方舟的比例一比

一而建，方舟分好幾層，雖然每一個環節排隊需

時，但長者好有耐性等待。多媒體博覽館，館內

有四維立體影院 ，180 度環迴影院內，親歷大洪

水的威力，讚歎大自然奇妙，同時明白地球面臨

的挑戰，得到人類命運的啟示。 

挪亞時代的生活用具展示，展示全港最大的

太空隕石；到了珍貴動物組成的幻彩生命廊，長

青團契的長者十分投入,可惜不`准拍照留念。入

面有 4D 小電影很好看之外，亦會有展版以及小

動物的蹤跡。               

我們吃了豐富的午飯後，便到方舟生命教育館「倒數三十秒」：走進模擬太

太空倉，面對世界被毀滅前的三十秒，有什麼可為身邊的人多行一步? 在這刻好

掛念家人和朋友，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可惜大家太疲倦錯過漫步方舟花園，其

實，有機會一同參觀她們已心滿意足。 

讀書時聽過不少遍，挪亞方舟是個故

事，不懂反思也不懂感恩，最後更因為

罪惡而自招滅亡，雖然我看不透上帝的

心思；唯一能作的只有自我反省，不讓

愚蠢的自己重蹈覆轍。  

這一趟探尋生命之旅的旅
程，個人認為很有意義。愛
別人。從過去學會教訓，學
會珍惜與愛，這是件很重要
的事。單單教人愛護地球，
更讓人學會愛自己、 

May(何玩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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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感想  

今夏 8 月 15 日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因為是我多年來未有過

最開心的一次生日。上午跟教會一百多人去方舟遊玩，晚上 10 多位弟兄

姊妹替我慶祝，使我帶着滿滿的祝福及禮物回家。 

以下是我個人對方舟的一些感受： 

方舟未開放之前，我曾參加過兩次影音使團的聚會，都談及如何籌

備和製造方舟的計劃，使我腦海中一直幻想着方舟會是怎樣的(只是我所

幻想的並不是原來方舟的設計)。幻想中，當我一踏進方舟，有回到挪亞

時代的感覺，底層的間格是供給那些體型龐大的動物居住，第一層是給

小動物棲身，最上層則是儲糧及挪亞一家的臥房。當然外面只是使人有

身處方舟的感受，而間格內則是一些聖經故事的活潑活動介紹。 

誰知現實並非如此，進入方舟原來是進入一所建築物而已，沒有看

到及感受到一點兒方舟的味道。第一、二樓沒有宗教氣氛，若說以娛樂

為主又遠不及海洋公園和迪士尼。 

我比較欣賞底層，有立體電影院播放挪亞洪水的故事，及使人認識

到原來每個國家在同一時期曾有被洪水掩沒過的歷史記載。可惜使我感

受到的，只是人因為犯罪而受到神的懲罰，卻感受不到神的偉大和慈愛

的一面。 

總括來說，不能全然將上帝永生的道理介紹給非信徒，沒有做到傳

福音的果效。人們只當去一處新興旅遊點而己。 

前兩天路過一藥房，兩位職員正向途人推銷產品，我聽到她們的對

話，一位說和家人去

了方舟玩，而另一位

問方舟是甚麼意思？

答案是＂不知道＂。

真可惜人們遊玩完還

不知道方舟的真正意

義，錯失了認識上帝

的機會。 

不過方舟還不失

是一個遊玩的好去

處。  

 

Connie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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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是參觀方舟的日子，那天風和日麗，真的很感恩！ 

在旅遊車上，大家一同唱了一首詩歌，之後大家積極參與問答遊

戲，好不愉快。從中，我亦發覺原來自己對方舟的歷史資料並不太了

解。幸好，這次的旅程使我獲益良多。 

方舟裡有很多不同的展館，而每一個都各有不同的特色。記得其

中一個展館擺放了各色各樣的方舟模型，這實在令我大開眼界。另

外，有幾個展館是播放著影片的，而每一齣影片都傳遞著不同的訊

息，令人有所反省。 

透過這次的「方舟之旅」，我除了對方舟的各樣資料有更深入的

了解，亦讓我反思到過去我對生命的看法—我明白到人的力量是多麼

渺少和脆弱，所以我們要學會珍惜生命及身邊所擁有的一切。 

生命，是神賜予我們的一份寶貴禮物，縱然短暫，但我們仍然要

努力活出精彩的人生。 

Kelly Luk 

長青團契 ~ 曾少英姊妹 

2009 年 8 月 15 日的早上我很開心與長青團契

幾位姊妹到挪亞方舟觀看，還有牧者、傳道人及

眾弟兄姊妹。轉眼便到目的地，當我看見一隻很

大的方舟，令我非常鼓舞。 

節目介紹中有一位老人家，他就是挪亞。我想這位老人家應該有

五百多歲，他怎可以建造一隻三層高的方舟呢？若靠他自己是沒有可

能的，必定是神的幫助，他才能成功。 

當時的人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了強暴，才招至神的滅世；但是

現代人亦是忘恩負義。是主耶穌賜給我們生命，使我們可以存留在世

上，不過很多人不信主耶穌，反而去拜別的所謂”神”。盼望天水圍有

更多人信主耶穌，因為信主的人才有希望。 

現時的方舟設計者亦有智慧，他能善用土地將方舟建在橋底下，

值得讚賞。 

 最後，還要多謝黃雅麗姑娘對長青團友的關懷及照顧，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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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方舟是標記著［耶和華後悔造人於地 ］的產物(創六)。 

方舟亦是人類與各種生物，再生的一項重要物證，也是神教導人類

建築學留下最好的教材。方舟的故事，大家是相當熟識，但它的外觀及

內貌，是充滿著神秘。今次教會舉辦方舟之旅，我本是抱著很大期望一

看。但事實，只感到實際意義沒有象徵意義那麼重。我猜想建造者是借

方舟記念神對人類懲罰，告誡人類，離棄罪惡，愛惜身邊一切。如資源

及地球(可從電影中看到)，但結尾還警告人類小心第二次洪水再來，是

否與聖經教導不乎? (請大家查一查聖經)。 

整個參觀地方，只有地下影館及展室可以一看，其餘二、三樓可以

說是兒童天地，大人只在外圍走走。最失望是實物及構造間格不多，不

能了解方舟運行，動物與人類如何和平共處。 

最後，我相信方舟最後只成為馬灣的一個地標，標記著香港旅遊多

共一個景點。                      丘子明 

<參觀馬灣公園挪亞方舟之感言>---李映霖 

挪亞的故事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聽過！如果當時沒有方舟，今天我們

就不會存在於這個世界！所以我一直也很希望可以參觀馬灣公園的挪亞方

舟。 

在八月十五日，我很高興，或是榮幸吧！因為我終於可以參觀這方

舟！ 

首先，就讓我介紹一下方舟內外的景點，那裡共有五個主要景點—方

舟花園、跨越奇園、多媒體博物館、方舟生命教育館和珍愛地球館。其實

單是方舟的外觀，已十分吸引、雄偉壯觀呢！ 

走進方舟內，裡面所有的景點，都各有意義，但若要我選一個令自己

最難忘的，我想應該是多媒體博覽館吧！其中的 180 度環迴影院真的很震

撼！讓我感受到當時洪水來的可怕，令我畢生難忘！此外，其館介紹了有

關方舟的建築設計圖、近年來，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些方舟遺留下來的一

些物料……引起了我的興趣！ 

其次，方舟生命教育館亦令我挺難忘！那裡有一系列很獨特活動，每

個活動都要花時間排隊才可參與，所以只挑選了部份玩，其中讓我有很大

得的……那就是「彩虹橋」，玩法是裏面共有十個指定動作，做完後，

各有一個反思。其中一個反思可令我尤其深刻—「執著，會令人連自己都

觸摸不到，只有放開懷抱，才能給自己安慰。」…… 

一天的時間過得真快，要離開馬灣了！雖然是很累，但我認為都是值

得的，若再有機會，我真想再從返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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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天恩堂的緣份由恩福堂的程序表入面的召

募開始，起初還以為天恩堂是新堂，所以要找

外援，當時心想恩福堂有的是人才，多我一個

事奉不多，少我一個事奉不少，那就放眼觀望有

需要的天恩堂，想不到轉眼就 6 年了，因著我是外援，我自己也有自己的

教會生活，在天恩堂，我彷似是一個隱秘青少年導師，只參予星期六的約

瑟團契，除了約瑟的團友及牧者，沒有多少人認識我，對我最多只有模糊

的印象。想認識我多些的朋友，請繼續看下去… 

我可以說是一個慳妹，無論日常生活、興趣都以慳為

宗旨，做每樣事前，往往計過、度過才決定，最愛行

山、看書、看電視這些低消費活動。我又是一個環保

主義者，每件東西都物盡其用，要棄置的東西也會先

經過垃圾分類才送去垃圾房，所以最後進入垃圾袋的

東西很少，一個小小的麵包袋、或一個小小的包裝袋

已足夠有餘，大廈派的垃圾袋多月沒取也沒問題。 

說到這裡，不知有沒有人懷疑這樣的我，怎麼會願意

出資、出力參與約瑟，這絶對不附合經濟原則的活

動。我深信若沒有神的愛，這真是沒可能。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愛人

如己。                                Kathy Lee 

會會眾眾介紹介紹    

你們好！我是楊麗珍(Joey)，是一位全職主婦，照顧兒子及丈夫。在 

2009 年之後將不用照顧兒子了，因神為他們都預備好了另一半。 

回想過去一年多前的一個星期天，即 2008 年 6 月 1 日，大兒子

(Kenneth)帶我到天恩堂去敬拜主，很高興能認識主耶穌基督，知道只

要相信主就必得救，我將這一個信息

帶回家告訴我丈夫(朱生)，他在 2 個

星期後也與我一同返教會，我們在

2008 年 8 月 3 日決志了。 

我現在是婦女團契的一份子，在團契

裡認識了一群關愛我的姐妹，有快樂

我們一同分享，有難處時也一同分

擔，好高興能加入天恩這個大家庭。 

楊麗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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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團友安好 ! 我叫羅泳華，熟悉我

的人都稱我為阿華。我住天恩，喜歡食

水餃，同最愛運動係睡覺，平日喜愛睇

書。我係在 08 年大約 1 月下旬加入天

恩堂這個大家庭。自從認識主以後我感

到無比的快樂以及平安。以上的满足都

是感激 神的大能以及各位青年團契的

友的關心，希望有機會主會使用我為各

位作事奉，以報答主的看顧。但願 神

保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及身體健康。再

見 ! 

羅泳華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我是簡翠卿，是一個家庭主婦, 1999 年有一位姊妹邀請我出席一個佈道

會，在那裡認識耶穌，並在當日決志信主.。 

在 2000 年受浸加入天恩堂成為會友，回想過去的日子都是神的恩典。 

我有一個愛家庭愛兒女的丈夫，他名叫張錦華，在醫院工作，是一個維

修員，我有一女一仔，他們都長大成人，感謝神他們已大學畢業了，要

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投身社會工作，我常常為他們禱告，盼望他們

能早日信主。 

感謝大家讓我有機會

介紹自己給弟兄姊妹

認 識，願 主 帶 領 和 保

守我一家奔走前面的

路，感謝神。 

簡翠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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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蔡詩雅，英文名是 Cherry。較喜歡別人

叫我詩雅，覺得這樣親切一點 ! 

說起零食，最喜歡的莫過於牛奶朱古力。性格方

面，我其實是開朗派，不過也是慢熱派，所以在教會上都很少說話。

Hello Kitty 是由我自小開始迷戀的卡通人物。我喜歡飲牛奶、豆漿，

並不是因為味道而愛上，而是它有一種純樸的感覺。所以我也喜歡白色

和粉紅色。我的興趣常常都會轉變，簡單來說只要那方面有優異感就會

發生興趣。最近在學日語，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對我來說真的不容易。 

不知不覺間參與天恩堂聚會也有一段時間了，我並不是近期踏足這教會

的。回望小時天真的我，因任性離開了天父，那時總是找一大堆籍口不

回教會。但天父卻一直在身邊看顧我，真的覺得有點不配。能再一次握

着聖經敬拜天父的是自己良心，我是那種有困難就會祈禱，待事情解決

了，只會用三分鐘熱度去感謝天父。而日子久了就會淡忘，每當我再有

焦慮、苦惱、失去耐性的時候,天父

又會再一次來安撫我。我生於一個不

用擔憂衣食住行的家已經很幸福了，

從幼稚園階段就能認識天父，比起有

些人可能到老才開竅，相信世上有天

的存在，我能更早一步感受天父的愛

是何等的恩典。 

記得有一次追巴士，因為還有一段距

離，心想即使跑也未必追得上，但如

果錯過這班車就一定會遲到。所以我

想即使真的追不上，但已經盡力了，

就不會後悔。一路跑的時候，也一路

祈禱。結果我趕上了這班車，安心坐

了下來。真的很感謝天父，雖然旁人

會覺得這只是一則小事，但知道天父

很重視我，這麼卑微的禱告也聆聽。 

在我傷心失意的時候，天父賜了我一

班好朋友，他們在身邊支持我。令我

沒有孤單和無助，也明白朋友的重

要，更希望他們能得到永生的禮物。 

蔡詩雅 

會會眾眾介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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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生命見證 梁杏芳 23-3-2009 

新聞報導經常都離不開，金融海嘯的陰影下，老闆擔心生意不景，打工仔

擔心被裁，面對前途的不穩，未來沒有保障，生活沒有把握，我們都活在恐懼

中。  

回顧自己當初所經過的日子，我不忘地為以前所經過的日子感謝 神! 在我

人生中所遇上的風暴都不少，在我踏入社會的第三份工作，是在証劵交易所工

作，經過三年的工作,由初級做到最高職位直接與聯交所賣買，感謝 神! 我因

為要分娩入院生我的女兒波子，就被老闆開除，感謝 神! 我的第四工作，一做

就做了 8 年會計，由於要離婚，所以就放棄工作，在我離婚之後，自己開設美

容生意，三年間客戶有二百多位。當我再回歸神的時候，由於要接納丈夫，當

時如與熊掌，很大決擇，就這樣揀選與丈夫復合，放棄美容生意，當時感謝 

神! 沒有想過當我放棄美容生意，零二年與丈夫復合後不久，零三年一個『沙

示』的出現，很多間美容院，因為生意不景而結業。 在現實社會中有一份工

作，就等如身份的象徵，但今天有很多人有一份工，但是活在徨恐之下，而自

己反而想當初所決定揀選的方向也沒有錯，不經不覺地 神在風暴中保守着。 

最近預查使徒行傳彼得叫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起來行走，他說:「金和

銀都沒有，我只把所有的給您，我奉拿撤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意思：「一切物質不能令我們心靈得到滿足和平安，反而神的道才能夠滿足我

們。正如：「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

那裡去。」 

其實當耶穌被釘死，門徒面對茫茫前路，他們十分恐懼，甚至把門也關起

來,愁城自困地活在恐懼之中,耶穌怎樣去釋放他們呢? 

耶穌的禱告:「願平安與您們同在」，在約翰福音 14:27「我留下平安給你

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

愁，也不要膽怯。」 這平安是進入上帝的愛中，這愛猶如人再次回歸母腹當

中，無論外面世界發生甚麼事情胎兒仍能安穩自若，體會這平安，這份真實的

平安無論您在饑餓，飽足，貧窮，富貴，甚至經驗死亡之際仍可享有。 

在人的苦難中，我們忽略了讓聖靈來安慰我們，在危難中我們只想着用各

樣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但只有我們安靜下來回歸心靈，從自身的種種掙扎與恐

懼中舉目仰望，持續靜默一段時間，我們會發現自己並不孤單，我們找到在我

們之內的聖者保惠師，我們被引領到心靈深處，由其在您身體有軟弱，更覺得

自己能力很有限的時候，站在上帝的奧秘面前，注視那注視我們的天父，聽見

從上而來的聲音：您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所珍重。深深體會被保存，被看

顧，被愛，在愛中克服勝自己的恐懼，甚至能夠跟困苦做朋友，因為知道患難

生忍耐，忍耐生老練...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裡。 

希望願大家能體會聖靈臨在我們生命中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力量,靠着那加

給我力量者勇敢面對人生各種風浪與挑戰. 彼此鼓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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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生命見證  - 【送別王棠】 

流轉 - - 生 
童年，一個不完的故事，一齣回味的電影。 

長大的地方就在西營盤，從小跟你和婆婆一起生活，感謝你們陪伴

我走過繽紛燦爛的童年。 

老實說，小時候我最愛你的。婆婆在家中代表無上權威，雖然疼我

但也會罰我。而你呢？一個家中無財無勢的星斗小民，只好專門負責帶

我看大戲、逛公園、買零食、喝午茶，你說我 是你心上的一塊肉，既上

心又札心，常常被我耍得團團轉 ，呵呵。 

小時候最喜歡你帶我去逛公園，其中我最得意的就是騎膊馬，一路

吱吱喳喳，招搖過市，你還邊走邊數我的糗事，一副「講古」的口吻

說：「那時候呀！你可出名了，早上睡眼惺忪，一手拿掃把，一手拿垃

圾匡，由街尾掃到街頭，人家都叫你做『掃街仔』，哈…… 」我聽得氣

了就拚命的在你肩上拔地搖山，常常一老一少打打鬧鬧的遊山玩水，你

的雙肩就是我的山寨堡壘，你教我男生要頂天立地。 

媽媽從小就體弱多病，十歲前就開刀動了幾個大手術。當時養和醫

院是出了名的「富貴醫院」，對一個做苦力的你而言絕對是百上加斤。

身邊的人都勸你不如放棄，但你還是一股傻勁的充耳不聞，咬緊牙關挺

下去。那次醫生都說我媽沒救了，你竟然激動得跑到醫院樓頂要跳

樓！？對一個收養回來、萍水相逢 的小女孩你還是不離不棄，視如己

出。在你身上我知道 - 原來愛，就是不分彼此。 

這就是我的公公，耿直且倔強，又相當的溫柔且心軟，外剛內柔的

你就是我童年時的避風港。 

 

思潮 - -  死 

自你第二次中風後，醫生說你很難康復，你也一直是臥床不起，既

不能認人，又不能動彈，就連進食也像小鳥胃口。你信主後一直笑口常

開，現在大半身癱瘓了，對好動活潑的 你來說必定是很大的折磨，是

嗎？對我們一家來說又何嘗不是進退維艱？我知道這是一場長期戰、消

耗戰，也是一個上帝給我們的考驗。 

還記得今年二月，醫生說你病情告急，親朋好友都飛趕來醫院，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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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見你最後一面。當時大家都圍在你的床邊，當死亡的氣壓包圍你我

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的靈魂好像抽離了現場，以第三者的角度觀

看所有。我問上帝：「你為甚麼會容讓死亡進入世界！？在你未創世以

先你便使我和阿公血脈雙連，千世百世的微妙造化把我們孕育到同一時

空中，正當我們難舍難分之間，你卻要我們經歷茫茫生死，難道人必須

在傷別離中浴血奮戰後，方可得進天國？ 」 

到後來，我才明白，原來 神想教導世人—「人是要有死才曉得甚

麼是活，要有失才知 道有得，也是要有後悔才學懂珍惜……當人走過

絕望的盡頭後，才會更明瞭生命的價值。」；而更重要的是：「一宿雖

然有哭泣，早晨便必歡呼。」 
 
天國 - - 永活 

那天，當你已對這個世界再不能感覺的時候，當我們正在悲哀自己

無能為力的時候，原來，在每分每刻陪著你的—是神。甚至當你要獨自

面對死亡的時候還是平安喜樂，原來有神的生命在心中的人，是走得這

般的安祥，就如遊子回家 — 是這般的瀟脫，彷彿踏雪無痕。 

不求苦難的離開，但求承擔的勇氣； 

不求被愛，反去付出愛，這就是基督教信仰。 

在信仰中坦然而生，無懼而死，天國 — 就活在人的心中。 

愛我們的公公，當我腦海浮起你的笑容音容時，我是變得多麽的不堪一

擊，只能任由自己的眼涙一次又一次的泛濫……我仿彿回到了你的雙肩

上，你總會有辦法令我破涕爲笑。 

 

愛我們的公公，別了，破鏡定必從重圓： 

因為耶穌說：「復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了 ，也必復

活。」 

約翰福音十一章 25 節 

 

王棠的孫兒姚偉樂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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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 

「我們對親愛的母親黎玉妹女士懷念之讚歌」 

在一個炎夏的晚上，家中的電話鈴聲突然響起，原來

是一個從醫院來的急電，召喚我們趕快跑到母親的病

床邊。在這刻間，我們彷彿看到一朵燦爛的百合花在

靜溢的濃夜中漸漸張開，剝開層層的回憶，有溫馨的、有酸溜

的、有淚濕的。當我們回想在孩提時，母親在家中為我們預備

午餐與晚餐，飯餸的香氣與碗碟的聲響，盪漾在空氣中，散發

出慈母一縷綿綿的情與愛。在每一個晚上，母親的慈聲，呼喚

我們弟兄姊妹快上床睡覺，她更為我們蓋上被子；方驚覺，母

親已離我們遠去了。 

在這刻中，我們心中頓然感到茫然，失落﹗心中突然喚起一個

聲音：「母親，妳在那裏？」我們真的不相信您已經走了，記

得在上星期前，兒子還親暱倚偎在妳的身旁，與妳一同吃飯，

也與妳一同談笑風生，更與妳一同唱出「榮耀歸與真神」這首

詩歌，妳更在兒子的耳邊給我溫柔的教誨：「華仔﹗你切記要

作一個善良的牧者，待人以寬、律已以嚴。我聽後，更在妳面

前及在坐在妳週邊的弟妹面前立志：「母親，兒子必會緊記聖

經《箴言書》一個教導：『不可藐視年老的母親，要聽從她的

教導』（箴 23 ： 22）。」 

    母親啊﹗自從父親在 37 年前因病故離開我們後，妳一

直含辛茹苦地把我們這八個頑皮小子，養育成人，教導我們很

多做人道理，一句銘刻在我們心裡的說話：「得人恩典要萬年

記」，母親啊﹗妳過往多年給我們的恩典實在太多了，我們是

會永遠記住的﹗在另一邊廂，妳對上帝恩典的回應常銘刻在心

中，兒子還記得妳常在自己的錢袋中掏出妳謹有的零用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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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奉獻給神的家；妳對主感恩的擺上，實在使兒子驚訝﹗這誠

如聖經所記載主耶穌所欣賞那位窮寡婦獻上二個銅錢之圖畫仍

瀝瀝在目。母親，兒子也曾記得妳乘的士時與一些司機分享福

音，這些行動完全是妳對上的帝的恩典一個具體的回應。 

母親啊﹗雖然妳已離我們遠去，我們永不會忘記妳常對人展示

那臉燦爛的笑容。現今，妳已退出人生世間勞苦愁煩的領域，

訣別這沉淪的世界，正向著一個更美的家鄉進發。然而，我們

眾兄弟姊妹卻深信，妳現在離世與基督同在，那是好得無比

的。（腓 1 ： 23）而且，我們也深信妳一生所作果效必蒙主記

念，因妳對上帝那份虔敬與堅定的生命已見証了上帝的道。 

母親啊﹗在妳彌留在世最後的一刻，兒子緊握著妳柔軟的手

腕，輕觸漸漸消失的脈搏，我哀傷地淌下淚，輕撫妳斑白的頭

髮，並親吻妳冷凍的面額。那天深夜，當兒女們看見妳臥在病

床上的呼吸聲漸漸停頓，妳的心電圖也不再有任何劃線時﹗我

們知道妳正向我們宣告，妳已走完妳人生的旅程了﹗在這刻正

是公元 2009 年 7 月 23 日 3 時 54 分。那燃燒妳靈柩的熊熊烈焰

將使妳有形的驅體隨著平西的日落漸漸消失於地平線；隨天使

的翅膀，送妳到更美的家鄉，在主裡永享福樂。 

母親啊﹗這刻的暫別，我們實在是依依不捨。願我們這短

暫的分離，能化作我們心中永恆的盼望﹗妳過往對我們養育與

眷顧所付上的勞苦之痕跡已譜成一首令我們永遠懷念的讚歌！

親愛的母親啊﹗當在主再來時，願我們在上帝的會幕中與妳重

聚，一同攜手共唱讚美主哈利路亞﹗ 

 

振華與一班弟妹向妳衷心的獻上  
2009 年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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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要有行動來配合 

經文：約翰福音 4章 46-53 節 

內容：有一個大臣求耶穌去醫治他將要死去的兒子，從經文中可看

出大臣對耶穌的信心，一級一級地遞增。首先是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

加利利，就來見耶穌，求他下去醫治快要死去的兒子，大臣只是聽過耶

穌的事蹟，就放下自己的身份去求耶穌，此乃信心的起初。  

大臣對耶穌說：「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從

大臣的表達可以看出，他相信只要耶穌願意去到垂死的孩子當中，孩子

便可得救。大臣的信心又跨進一步。 最精彩的一句說話！耶穌對大臣

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 

大臣信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到了這地步，大臣對耶穌所說的

話，所作出的回應，實實在在地用行動顯出了他的信心。 

 反思：當我從 47-53 節經文反覆地看了再看，之後，得出一個結論

給自己，原來自己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好像大臣起初的階段，因此，求神

幫助自己在信心不足的時候，更要相信耶穌所說的話：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翰福音 6章 63 節下 

靈修分享— 田偉倫 

感恩見證   錢塘江觀潮記   陳永祥 

錢塘江位於浙江省海寧縣。「它」發源於富春、浦陽二江，地勢源遠流

長，潮自東起，沿戶、澉二浦水而來；來劫相當淘湧，到了龕、褚彼此對

峙的二山時，由於海道收窄，浪濤便爭出海門。此時，西來江水剛好湧到

和「它」會合。那浪潮：一拒於山，二阻於檻，三與西來之水撞擊，所以

迂迴湍激，洶湧澎湃，成為海潮奇景。所謂：「海浪翻空萬馬奔：震雷餘

响撼乾坤」。 

事實紀載，錢塘江潮以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日最為壯觀。因而：筆者乘暑假

之間，於遊覽杭州西湖時，順道到此觀賞。祇步時已有多人雲集，其中不

少是外國遊客，慕此奇景而來。 

看啊：潮來了！那時潮水動蕩起來，只見潮水共長天相接，就有號稱「一

綫天」的紋大白鍊高起，轟隆之聲，响達遠近。轉瞬間，潮頭湧來，吼聲

更大，衝滾迴旋，高約丈許，名為南潮。「它」快拍岸時，東邊又突湧一

潮，遙望如群馬奔騰，與南潮會合，作「丁」字形，兩潮相撞相擊、相

逐，於是潮更高，聲更大，浪花飛濺，雪鍊飛揚，幾經盤旋才縱橫西去。

雪鍊的閃光耀眼、怒吼的轟雷巨响、快速的風馳電掣。使觀看的人們心動

魄、嘆為觀止；正是：「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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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驗毒計劃」可謂用心良苦，因為人權，不可在校園驗毒，

那究竟是人權重要？還是救回吸毒青少年重要？今期時事分享響起

了我們對青少年事工的關注，領青少年歸主是我們信徒的使命。今

期會眾介紹中，有位青少年分享到她從小開始參加教會聚會，儘管

曾經停止過，但她知道認識天父的寶貴，更希望將這永生分享給身

邊朋友，若青年人生命裡面，缺了上帝的介入，大膽說任何計劃也

只是空談，惟有遵行基督的誡命，才能抵擋現今社會的誘惑與試

探。另外也想一提有位青少年導師，她多年來委身服侍，堅守崗

位，那份無聲的愛與事奉，是我們信徒的好榜樣。 

從牧者心聲中，翻開了黃姑娘和我們一起走過日子的思憶，自

她神學畢業後，就一直在我們天恩堂事奉，轉眼間已五年多，與弟

兄姊妹建立了一份真摯的感情，今天她離開天恩堂，決定真的不容

易，要同大家分開，實在令人不捨得，但這分離之傷感卻是要我們

學習與經過。黃姑娘，編者在此衷心祝福您的前路，願您在新的事

奉工場中，建立更多屬靈的生命。 

除此，在「方舟之旅」中，透過弟兄姊妹踴躍分享，感他們在方

舟有不同的收獲，挪亞一家在神的顧念下，建造了方舟，載滿了各從

其類的動物，將一切生命留存至今，這是一項神救贖生命的偉大奇妙

工程。 

最後，教會推行讀經計劃，為鼓勵大家靈修，今期也收到一些好

分享，實在鼓舞。在此希望大家要多靈修，因為神的話語不但甜如

蜜，也是我們強健身心靈之最佳良藥。 

鍾淑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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