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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合．喬治的分享與聖經中偉大的使徒保羅的教導有點相近，保羅說：「弟兄
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13-14）
保羅一生以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為目標，當中有感恩的經歷，但更多是流淚的經
歷，無論如何，他勸勉眾教會不要自滿，「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他仍
是向著標竿竭力追求，最終要贏得基督為他所預備的獎賞。
 

勞合．喬治，英國自由黨政治家，於1916年至1922年擔任英國的首相，領導戰
時內閣，並在任內引入多個改革，奠下現代福利國家的基石。他生平擁有很多好
的習慣，其中一個就是會隨手關上身後的門。有一次，他到朋友家裏作客，朋友
的院子很大，裏面有很多扇門，他每經過一扇門的時候就會轉身把它關上。朋友
忍不住問他為甚麼要把這些門關上，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勞合．喬治微笑
地說：「這當然有必要，當我在關門的時候，我也將我身後的所有一切都關在門
外了，不管是開心的或是難過的，是成功的或是失敗的，都一一被關在後面，成
為過去，然後一切又慢慢重新開始。」
 

主題：忘記背後，重新出發

保羅教導我們要「忘記背後」，不要因為過去的事情而一蹶不振，或是沉醉在昔
日的成就中，不思進取。我們都要學習忘記過去，重新開始。無論成功或失敗，
換上新的心志及使命，向著目標進發。
 
聖經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羅8:28）神並非要信靠祂的人受苦，神最終的心意是讓每
一件事在祂神聖的計劃中有交互作用，相輔相成，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故
此，我們應當從失敗中反省，辨明神的心意，不卑不亢地繼續向前，最終
必得著神給我們最大的獎賞！

陳鳳娟牧師

主題：忘記背後，重新出發

陳鳳娟牧師

牧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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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特稿

述志：「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陳鳳娟牧師

感謝神的揀選及造就，讓我成為祂的僕人。感謝浸信會神學院院長曹偉彤
牧師、浸信會聯會總幹事葉約但牧師、大埔浸信會主任李淑儀牧師、我的
老師譚司提反牧師及我們的顧問朱活平牧師，感謝他們百忙中抽出時間，
幫助我們教會按牧典禮的安排。多謝教會同工、會務、弟兄姊妹為今次典
禮的付出。聖經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神的心意是最
好的，神的時間也是最好的。

上水浸信會是我的屬靈家庭，造就我生命成長的地方

我家住大埔，但奇妙地，神並沒有帶我返大埔浸信會，反而祂帶我到北
區的上水浸信會，當時正是1980年，很感恩初返教會便能參加當時教
會立會的慶典崇拜。
 
我年幼時有親戚帶我去過教會的主日學，但後來親戚移民了，我便沒有
到教會去，直到唸中四，才跟同學回上水浸信會聚會。雖然我知道耶穌
是很愛人，為人犧牲生命，但我很想知他到底是不是一位真神，是否值
得我一生去相信，於是我用時間去認識他，感謝神在一次中學生營會
裡，祂讓我知道耶穌是從死裡復活的真神，於是我決定相信祂，接受他
做我的救主及生命的主。1982年我受浸，當時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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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特稿

神的心意是最好的，神的時間也是最好的！
年輕時最喜歡跟同齡的弟兄姊妹傾計，「你喜歡邊個、你暗戀邊
個……？」傾得多了，思想愛情對人的意義，覺得「拍拖好啊，因為有人
愛的感覺好正呢！但人若沒有愛情又點呢？我想到，沒有愛情，唔緊要
呀，因為他有神，神要親自去愛他啊！」感謝神，雖然我未婚，但這些年
來我感到神用愛來建立我。

1.  神愛我，祂以祂的說話來鼓勵我
        記得申請受浸時，我想起聖經的話，耶利米書1:7-8「你不要說『我
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
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我覺得這經
文好好呀，我也用祂的話來鼓勵別人！
 
2. 神藉著家人、弟兄姊妹、我的同工及會務來愛我
        弟兄姊妹間中會跟我說，我喜歡你領詩、喜歡你講道，加油努力，為
我打氣！與我一起長大的「少年助道會」團友及導師，感謝你們默默的支
持，為我祈禱；感謝同工及會務都付出很多的時間及精力，雖然這一年多
常感到唔係好夠瞓，但感恩有精神及力量去渡過。謝謝你們！
 
3. 神愛我，祂讓我認識自己的恩賜才幹，並藉此事奉祂
        信主後第一項參與的事奉是詩班獻唱。從小到大都沒有參與任何歌詠
團，但受浸後，當時指揮簡萍英姊妹在旁邊聽到我唱詩，於是便邀請我加
入詩班，感謝主，我很喜歡這個事奉，讀神學時我參加學院的詩班、山道
詩班，跟老師學習唱歌等等。我很喜歡以詩歌去敬拜神、默想神，帶領弟
兄姊妹去讚美神，很希望以後有機會繼續這個事奉。我盼望上水浸信會是
一間讚美神的教會，大家都張開口大聲地讚美神，讓神感到開心滿足！
 

神愛我！

P.5



按牧特稿

第二項事奉是參加青少年的牧養事奉。當時我身邊的肢體都被邀請參與事
奉，心想為甚麼不找我事奉呢？後來牧者就正式邀請我事奉，我感到很興
奮，很感恩，確實藉著牧養青少年，我內心感到滿足，同時有一份逼切
感，很想為他們付上更多的心思及時間。這感動催迫我去思想，到底我要
繼續為老闆打工嗎？或是奉獻給神全時間的事奉嗎？聖經說：「一個僕人
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
奉神，又侍奉瑪門。」因此，我放下工作，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當時
1992年，我27歲。

事奉主的心路歷程

我神的心意是最好的，神的時間也是最好的！
神學訓練讓我知識增長了，與神與人關係也加深了，記得有位老師的說
話，意思大致是：「人生如一場馬拉松比賽，開始時跑得很快，攰了就慢
慢跑，再攰就步行，行都唔得就爬啦，爬都唔得，就『欄』過去啦，只要
向前，總可去到終點。」
 
自1996年畢業到教會事奉，都有20多年的事奉，經歷教會很多轉變，從
助道會至小組模式，從傳統敬拜到現代敬拜，從新樂街一號地下搬到上水
廣場十六樓，這條路有多長，但時間轉眼便過了！感恩頭十年真是跑咁快
就過了，那時正藉教會小組化，有很多的學習，很多的挑戰，發展學生福
音事工也很有滿足感。但往後的十年，隨著體力漸弱，確實不像昔日般快
跑，要慢跑、走路，因為病而要停一停，那時感到很不安，覺得自己做得
不好、內疚，但牧師為我祈禱，他說：「我是主的僕人使女，他會醫治
我，加我力量。」感謝主，經過這種停頓的日子，提醒我不要做一個急進
的人，要快但不要急，適當時間要停，並要放下個人的急躁，學習等候神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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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現在是2019年，我幾多歲呢？都不好說了。感謝神的恩典，正
當我思想甚麼時候退下火線時，教會卻有按立牧師的安排。感謝教會及弟
兄姊妹認同我的事奉，讓我被按立為牧師。
 
聖經說：「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我願意與神同
工，成全聖徒，發揮神給我們各人的恩賜，各盡其職，開展福音，並為新
一代承傳作準備。雖然社會很動蕩，令人很擔心，未知這種狀況會維持至
何時。但弟兄姊妹，希望我們都不要太擔心，「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相信神在這時代工
作，祂要興起新的僕人、新的事工，畢竟一代過去一代又來，新的工作將
要開始了！

按牧特稿

神的心意是最好的，神的時間也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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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你們有沒有想過今天能夠閱讀聖經，原來是因為 500 年前的宗
教改革而帶來的貢獻呢？今天我想介紹在宗教改革中的表表者—馬丁‧路德—給
你們認識，他是其中一位宗教改革家。

馬丁‧路德是德國基督教神學家，是信義宗之父。他出身平凡，父親經營礦業。
路德十八歲時，父親將他送入著名的艾福大學法學院研習法律，期望他成為優
秀的律師。然而，1505 年路德拿到碩士學位後，在一次回校的路上，被閃電擊
倒於地，為求平息上帝之怒，他願意成為修士。後來他進入修道院，兩年後成
為神職人員，隨後在威登堡大學出任神學教授。

當時的人十分不滿羅馬天主教的腐敗，而觸發宗教改革，就是當時的教廷售賣
「贖罪券」。眾多的信徒在罪咎感的壓力下，花錢為自己及已死的親人來超脫
煉獄。而事實上，聖經並沒有「煉獄」的，而教皇透過賣「贖罪券」斂財。加
上當路德從聖經中領悟到「因信稱義」的真理，他於 1517 年 10 月 31 日，把
親筆寫下的《九十五條綱領》一文，張貼於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文中表達出
他對現行教義的質疑。此文迅速散播，境內的騷動引起教皇的注意。

路德所寫的作品得到群眾支持，卻受到教皇頒布諭令嚴厲譴責。後來，路德於
1952 年被召到沃姆斯城，要求他承認自己的錯誤。路德不願退縮，在答辯的過
程中說：

「陛下及爵爺們要我作一簡潔的回答。這就是我直截了當的回覆。除非由聖經
證明我的錯誤（我不相信教皇或歷屆大公會議的權威，因為它們經常犯錯和自
相矛盾），或者由它明示我的推理有誤，而我是聽信上帝的語言的。我不能、
也不願撤銷任何東西，因為違背良心行事既屬錯誤且不安全。這是我的立場
(Here I stand)，我無法不遵守。願上帝幫助我。阿門。」
 

主題文章 從馬丁路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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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保護路德的薩克森選侯偷偷安頓在他城堡內。一年之後，路德平安回到威登
堡城，發現他所號召的改革措施已由他在威登堡大學的追隨者自發地加以實施。
隨後，德國有一些邦的王公相繼正式皈依路德教。

由於當時的聖經沒有翻譯出來，信徒只可以藉著教延和神父的宗教權威才可得到
聖經的餵養。而路德認為，如果信徒能夠擁有德文的聖經，他們就不會被教廷及
神父欺騙。有見及此，路德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因為德文聖經的翻譯，令信徒的
生命重新建立，重新出發，他們可以直接閱讀聖經，明白真理，領悟神的話語。

隨著宣教的工作伸展到不同地方，翻譯聖經的工作是不可缺少。

全球：72億人，6,901語言
已翻譯舊約及新舊：542種語言(可供49億4百萬人閱讀) 
已翻譯新約      ：1,324種語言(可供6億7千3百萬人口閱讀) 
已翻譯部分書卷  ：1,020種語言（可供2億3千1百萬人口）

直至2014年12月31日，仍有4,015種沒有可供直接閱讀的聖經。求主興起更多
文字工作的工人，讓更多的語言能夠翻譯出來，讓更多信徒可以從聖經學習真
理。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可以十分輕易閱讀聖經，是經過前人的努力及流血犧
牲，但願我們能夠珍惜每天讀經的時間，與主親近，讓我們成為體貼神心意的
人！
 

教會歷史人物：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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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簡介

去年，上水浸信會發生了突變，感覺就像颶風在毫無先預兆的情況臨到面

前。太多事情一下子發生，太多事情一下子要處理。感謝上帝的帶領，以

及兄弟姐妹的協力，風波總算緩息了。風暴過後，正是一個良好的時機給

我們重新建立教會，適逢今年會務委員會換屆，其中四位首次擔任會務的

「新丁」，亦在這個非常時候上任了，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現在可以讓

我們了解他們的一些感受。

介紹新一屆會務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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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事工部部長

陳劍鴻(劍鴻)

因著上年教會的經歷，對我的信仰和教會人事的看法有了一種很大的衝擊，使我有

一段時間感到很迷茫。但事情漸漸過去，重歸理性，告訴自己萬事總不能長期低沈

下去，人總要重新振作，教會也要重新出發。

    有幸擔任今屆會務，起初也是懷著一股熱誠，憑著一些社會經驗去處理事情，當

中自有很多不足之處，總是未能得心應手。我是一個自我要求甚高的人，總給自己

很多「成長時間表」，希望自己在限時之內達到成熟的水平，這樣很容易產生壓

力，這個時刻最大的幫助就是禱告。

    會友對教會的變化是抱有希望的，感恩會友在緊急關頭積極參與建設教會，但願

我的角色可以將這些希望變成事實，令上水浸信會向光明前進。



生命事工部-聖樂

梁宇茵(Yody)

今年教會有很多新事工和重大的事情發生，我認為必須「把握焦

點」，才能做好。

    擔任會務，我其中一項主要職責就是管理教會的「聖樂」，角色

上有一個根本上的改變，而處理事情上也要換上一個新角度，需要一

段時間來適應和學習。

    正如之前所言，要把握焦點，這就是要將事工聚焦於神而非個

人，在帶領詩班的過程中，經常提醒自己這重點，帶領詩班成員做到

這一點。希望教會的重新出發，亦可把焦點集中在神身上。

教會的重新開始，令我最直接想起教會

需要一位男傳道，現時教會的同工皆為

女性，日常的教導和運作實在需要一位

男性來支援，使教會能更完整地發展。

身為新會務，很多事情都是學習中，我

希望多聆聽具經驗的會務同工的意見，

從中領會處理教會事務的技巧，又結合

個人的想法，盡力做好這項侍奉，也很

希望能帶動部員積極協助教會發展。

會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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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部部長

陳義輝(義輝)

書記

梁思敏(Joanna)

去年教會發生的事件，令教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從積極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讓我們重新檢視我們的現況，看看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今年就是一個重新開始的

年頭，和大家一起重新出發。

    在上任會務初期，很自然就運用日常工作的模式去處理教會的事情，而經歷數月的磨

合，學懂了管理教會是尋求神的心意的過程，同時積極反映會友的聲音，明白他們的想

法，漸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思考模式，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和進步的過程。

    除會務以外，我也協助教會重檢其公司大綱及章程，希望我的特質，能夠貢獻教會，重

新出發。



我們社區

（耶穌說：）「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
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馬太福音10:42）
 
給予人一杯涼水似乎不是十分特別的事，但對於一個相當口渴的人來說，
這杯水的價值比起金銀財寶還要珍貴！經文提醒我們，今日我們（特別是
信徒）對別人所做的可能不是一件十分特別的事，但若此行動能夠對應當
時的人的需要，不單是服侍這個有需要的人，更是服侍主耶穌！
 
宣教事工部本年度計劃了一個名為「一杯涼水」（下稱涼水）的事工，其
目的是透過不同形式的行為來服事本區人士。涼水計劃主要有兩個：第一
是街佈，主要於區內的街道上提供一個可以歇腳及分享的平台；第二是探
訪，主要是北區醫院及老人院的探訪。藉著弟兄姊妹的愛心接待，與北區
街坊分享個耶穌的愛及關懷。
 
涼水於年初招募了熱心服事社區的弟兄姊妹，一同籌劃街佈及探訪。我們
特意一改以往活動前才招募參與者的做法，改為邀請籌委參與前期準備工
作，冀盼讓弟兄姊妹有更高投入度，看看能否碰撞出不一樣的合作火花。
結果反應十分踴躍，有7名弟兄姊妹願意奉獻愛心及時間，為涼水事工踏
出一第一步。
 
涼水的事工於9月正式開展，第一個活動是樂天老人院中秋節探訪。在策
劃的過程中，我們留意到院友似是一個受助的角色，然而我們不希望弟兄
姊妹只是覺得自己能付出甚麼，而是讓院友們知道他們才是建立弟兄姊妹
的原因。故此，籌委們希望可以發揮院友的能力，讓院友教我們如何用柚
皮做燈籠及做湯丸，只可惜院友年齡真的偏大，體力有限，未能成為我們
的導師。當日我們跟院友一同重溫懷舊金曲、做體操、聽聖經故事、一同
享受應節食物，院友與弟兄姊妹感到十分滿足。

「一杯涼水」—關懷北區‧服事鄰舍

P.12

撰寫：林美玲、李卓穎



下個將會舉辦的活動是樂天老人院聖誕節探訪，現正於籌備當中！涼水於
9月開始招募織手，奉獻愛心冷線及時間來編織頸巾，希望於12月7日當
日的探訪送給院友。原來教會臥虎藏龍，當招募一出，有不少織手踴躍參
與，加入織手行列，現時已收集二十多條的頸巾，愈來愈接近我們四十條
的目標。
 
在招募織手的同時，有數名姊妹希望可以學懂編織，奉獻愛心頸巾給院
友，於是涼水安排導師教導一眾姊妹，經過兩堂的訓練，學有所成，她們
已經完成人生第一條自己親手編織的頸巾。
 
街佈及北區醫院探訪本來已有安排，不過考慮到近期路面及交通安排因時
局而不穩定，我們唯有忍痛取消活動，展望不久的將來計劃可以重啟，讓
弟兄姊妹再有機會走出教會，將一杯涼水、一份祝福帶給我們的社區。

一杯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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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RESTAR

T

Restart ， 腦內不期然只想到公司那部鬼電腦常常死機，需要 Restart 後再

用，若干時間又死又Restart，又死又Restart……很不厭煩！  電腦可以

“Restart”多次，你又有否想過自己何時會有Restart呢？

 
我是一部舊電腦(信主很久) ， 隨著歲月的洗禮， 記憶體(RAM)開始下降，

CPU速度也比不上出廠(初信)時快。 2018年始首，神卻給我機會，再用我，

給我裝上新的軟件

—實習組長的事奉。 安裝這軟件後，Restart再執行，推動了我在事奉上重新

得力。我再學習怎樣愛神、愛人、更新自己的靈命，亦同時為教會這個家出

力。

新軟件同時亦刪減從前錯漏百出的軟件問題：怠惰、自我、不妥協。2018年

始，我被 Restart了！

 
新軟件覆蓋舊軟件殊不容易。 Restart後最需要做的事，是必須全心放下舊有

的自我程式。

接受新軟件要更懂得學習馴服、交託、謙卑於神，並要與其它軟件互相配搭得

宜。幸運地，神給予我時間讓我慢慢刪除舊有不堪的程式，懂得以謙卑柔和的

心運作新軟件—實習組長的事奉。  “Restart” 後的成果更能發揮了。

 
2019年， 神繼續揀選一些新軟件，安裝在我這部舊電腦身上：三福隊、守望

新人、社區事奉等。更多屬靈化的軟件改變了我這部舊電腦，讓我更能接收靈

性上的教導，學習神的話語，學習輸出神喜悅、安慰人的說話，提升了我這部

“腦”的效能!
 
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你有否問問神要輸入什麼程式給你呢？

是時候Restart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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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錦欣



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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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姚詠珊，英文名Pearl Donna。我是2010年頭加入水浸
的，到現在已經有九年了。為何我會加入水浸大家庭呢？其實原先我的母
會在元朗，後來因工作到結婚，與本身在水浸的丈夫袁仲榮(小迅)有相同
的聚會點，便加入水浸，直到今天。
 
　　至於Restart這個題目，我有兩個階段的重生：首先是初信的被拯
救，之後便是今年的反思及重新振作。
 
　　第一個階段，應該是我初信的日子了。18年前母親因癌症離世，促成
我被聖靈呼喚我返母會。當時並無任何人的禱告守望或鼓勵，只因心靈極
空虛，竟然有一種力量呼喚我，單純地相信主耶穌能助我跨過一切的難
處，相信祂會安慰我所流下的淚水。故此我有一點一滴的希望累積，盼望
祂必能醫治我，醫治我極度依賴的性格，與並不能被物質滿足的內心。
 
　　事關少年時代的我被母親寵壞，小學時讀書上有小聰明便不可一世，
自命高人一等，並輕視所有成績比自己差的同學。然後我被媽媽在學習上
督促得太緊張，後來更過了火，變成「幫」我做功課……此乃所謂的拔
苗助長。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是她過份緊張我了吧！
 
　　若然蝴蝶破蛹需要自身的努力去掙扎才成功飛翔，那麼母親是「幫」
我剪掉我的「蛹」，以致使我變成半蟲半未完整發育翅膀的「怪物」!
 
　　感恩的是，她的離世使我認識主，上帝的恩手幫助我成為被保護，也
被醫治的「掌上明珠」。信主至今，我發現自己很有恩賜：除了歌唱上和
演話劇的恩賜，原來我還很有創作力，只是如今火喉未到，也許需要時間
和心靈上被琢磨。在未來的日子，相信祂必為我開路的。
 
　　第二個階段的重新，是我自上年至今，有數位姊妹跟自己斷絕關係。
當我反省自己是否「犯眾憎」時，禱告讓我反思，原來自己曾經說話語氣
上冒犯(開罪)了她們，可能是自己的往績太差，令人受傷害了，她們未必
願意再次接納自己。而且，也許每段關係總有定時，便由得雙方冷靜，不
可期望她們何時與我再成為朋友，而是做到真正「放手」，便是我要學習
的功課。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相信只要在主裡認罪更新，再活出美好的
祭，祂必賜我美好的人際關係，誠心所願。

從怪物成為掌上明珠
姚詠珊



圖書分享

今期的浸訊主題是Restart，重新開始。構思著該和大家分享些什麼屬靈
書目時，我思考弟兄姊妹究竟需要什麼樣的靈糧？今天的世代資訊充足，
資料垂手可得，很多牧者和研經者都能透過各大信仰分享平台發佈見解。
個人很喜歡看信仰百川上的各樣文章，不同的作者的見解令人知道信仰討
論原來可以如此深而廣。拿著手機輕鬆地向上向下滑，下一秒又可以被其
他資訊充斥，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有安靜下來完成一本書的能耐嗎？
 
完成一本書，時間其實不是重點，重點是心是否能忍受靜下來只做一件
事，好好的把文字都讀完。對忙碌的香港人而言，是比較困難的(正如我要
安下心來寫這篇分享也是一種鍛鍊哈哈)。以下選了兩本不同主題的屬靈書
籍，分享給大家。一本是談及祈禱，一本是關於教會和社區，兩本都能在
教會圖書館借閲，歡迎大家往圖書館把他們借回家。
 
不知道你認為自己懂不懂得禱告？會不會不知道從那裏開始説起，不知道
怎麽把需要交上？在小組有需要開口領禱時，會不會為了要想岀美好的詞
彙而感到不知所措？在灰心絕望時，會不會質疑祈禱的作用？在日常生活
又會否不知不覺中輕看了這個屬靈操練？
 
我們都是凡人，都可能經歷過以上的種種。即便我們已經上了許久的教
會，甚至信主一段時間，我們其實未必真正知道祈禱在信仰生活擔當的角
色和效用。大學的時候，基督徒樂隊裏的導師，常常提醒一種樂隊隊員，
我們要久不久檢視自己的適齡習慣，這句話常常在我的心裏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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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分享

作者梁先生把祈禱歸納成「簡單的」、「誠實的」、「開放的」、「凡人
的」和「順服的」，在五大章節裏回答不同對祈禱的誤解，用字簡單使人
一目了然。有一些觀點是我所忽略的，一下和大家分享分享。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祈禱只是有能力甚或比較「屬靈」的人「適合」做
的；有試過認為祈禱是單向的和上帝説話而忘記了是一種雙向的溝通；也
有段時間我像有強迫症一樣認為祈禱必需由讚美、感恩、認罪……等不同
步驟順序完成，缺一不可。
 
作者梁先生由書本開首便提岀祈禱是上帝和人的交流，不限於誰才能有這
個資格向衪禱告，也不是一間艱澀的作業：「聖經裏關乎祈禱的經文甚
多，卻既不深奧，也不夠多樣化，來來去去都是呼籲人多向上帝祈禱，向
人保證上帝必會垂聽禱告。」當頭棒喝，我們會否因為害怕上帝不聽，認
為上帝不會理會所謂小事，而不去祈禱呢？
 
説到注重祈禱的形式，作者提醒：「我卻是相信，祈禱永遠是人當下的感
受和需要開始的，一切繞過人的真實感受和需要的做法，只會導致祈禱變
得虛偽和空洞。」這段教導給我很大的安慰，有段感受上很差的日子，我
總要求自己按步祈禱。但祈禱的過程的確會感到迷失，不知自己在説些什
麼。很後來才調節心態，容許自己坦誠地向上帝説岀自己的不明所以，其
實也是一種學習呢。
 
有時候小組分享會聽到一些弟兄姊妹怯怯地笑説：「我祈禱唔叻，不如唔
好由我為大家代禱喇。」看完整本書後，最打動我的是下面這段説話：
「祈禱是沒有技巧可言的，任何會説話、視上帝為上帝的人，都可以自然
又自由地祈禱，不拘長短、不論形式、也無規限內容，總之懷著敬畏與誠
懇的心，開口訴説便可。」
 
要學習和瞭解的還有很多，不劇透那麽多，交給大家自己翻開這本書書看
看。願我們都重視這個屬靈操練，放膽謙卑地和上帝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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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陣子隨教會探訪老人院，和老人家聊天裏的互動，使我深思自己在日
常中有否將愛和關懷送給身邊的人。時常在想，人其實很寂寞，不期然地
希望能找到靠倚、引領前行的明燈。人心的空洞是不變的事實，這能解答
占卜問卦星座玄學一直都如此受人歡迎。
 
自年幻被鼓勵要向身邊的人傳講福音，鼓勵我們要去和未信者宣講上帝的
愛。大學的時候以基督徒身份去了探望劏房戶，在離開前想為屋子內的一
家人禱告，媽媽的帶著顫抖的分享，到今天想一起她的話心依舊不怎麼好
過。
 
「你地啲人成日話上帝有供應同平安，但我地嘅生活日日充滿住頭痛同計
算。我好想信保真係説服唔到我，因為我地嘅生活真係好唔夠……」正常
聽完這番話，大概會想和她説，不啊其實上帝供應了這樣，我們要有盼
望，盼望中可以等到光明……這些道理我們都知道。但有時我會思考，對
身邊這些生活捉襟見肘的鄰舍，除了代禱，其實我們還可以承擔更多。
 
愛鄰舍是耶穌昔日經常教導的道理，盧牧師在書內引用了一句説話：「牧
養關顅的本質是極其顯淺的。它只有一個目標：叫人知道何謂愛，叫人懂
得施愛和受愛。」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本著愛去給一些欠缺的人，即使不
發一言，他人已能在我們身上感覺到福音的真實。盧牧師在書內用了很大
篇幅，由古到今檢視不同聖經學者的理論，再敘述近代教會的取態與現
象，説明教會和社區關懷的息息相關。很欣賞這種想法背後，對所屬社區
的承擔和連結。

圖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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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分享

「基督徒面對的挑戰，正是要不斷地提高警覺，在否定上帝為主的任何空
間與時間中見證衪的能力與真實，即使面對各種反對的勢力，甚至是死亡
的威脅，仍因信仰這樣一位上帝而活，並以行動實踐這信仰。」
 
很有意思的一段説話，很多理論但語重心長的一本書。也許能啓發你更
多。
 
最後，容我説說今期浸訊的主題。重新開始，很多人會認為是砍掉重練，
摒棄舊的事物，向未知前進。我倒認為這種蛻變，就像一個人停下來，擁
抱以往不論好壞的經歷，檢視要改善和要繼續做好的地方。外表裝束行囊
其實依舊一樣，但心境在磨練後得以昇華，學習成為更好的自己。
 
信仰路上，無論是個人、我們身處的教會、我們成長的世界，都一定有不
少的起伏跌碰。重點在於，我們在世上作客旅的日子，有沒有停下檢視自
己的勇氣，為成為一個更好的信徒而裝備自己更多？這是我們都需要問自
己的問題。
 
裝備自己，也許會使你在屬靈旅途上的行囊變重，但靈內的長進足以令你
總是有力重新起來，走過困難和跌倒的時刻。
 
最後，很嘮叨但鼓勵大家可以騰岀時間。你可以看一本屬靈書籍，或者查
考釋經書看看某一章聖經的背景，再不然找一句你喜歡的經文看看不同譯
本會否有不同用字，會有收獲的。行而知之，知而行之，大家一起成長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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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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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12月7日

12月8日

12月15日

12月22日

下午
1:00-4:00

下午 2:00

下午 2:00

上午 10:30

上水花園第一號

樂天老人院
（古洞石仔嶺）

粉嶺浸信會

本會

樂天老人院探訪

北區教會
聖誕嘉年華

聖誕浸禮崇拜

聖誕浸禮崇拜
兒童聖誕音樂會

講員：黃國安傳道

12月24日 晚上 7:00 上水區 報佳音

12月29日 本會 職青區帶領崇拜
一小時祈禱會

（午堂崇拜後）

 
堂址：新界上水廣場16樓1601至07室
電話：26723302    傳真：2671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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