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年初過去的幾個月最感恩的事，莫過於開辦福音英文班了。首先主僕從來沒
想過能順利開辦，其次是竟然在短時間內便成事，甚至絕對不是我們的預期。本來只
想招收十多人來試辦，誰料神賜給四四十名給我們，真是大大超出我們的所想所求。
學員當中有些是操普通話的，而開辦普通話的小組和崇拜，一直是主僕的夢，難道神
透過福音英文班成就這夢？主僕深信神會帶領一切。無論如何，真是要感謝神！
此外，我更要感謝神的是，主僕於上兩週覆診時，醫生提到原來主僕已康復了超
過了三年，並說進展不錯！患上惡疾，實在不是主僕樂於看見的。但深信神恩浩大，
這幾年來，有時心情都會因身體稍有一點不適而缺乏平安，不過很快便平靜了。在大
病之後，主僕學了不少醫學常識和簡易醫療法，如腳底按摩、按穴位、對應食物和作
運動等，正如俗話所說的「久病成醫」。主僕因此開創了人生的另一片新天地，很有
趣、很好玩，也增加了一些服事人的技能，助己助人，真是既喜樂，又感恩的事。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二兒子突然離世，帶給主僕和和家人莫大的傷痛，現在仍還
在癒合中。但主僕感謝神賜平安，讓我們一家人更齊心，更樂意信靠主，凡事交託。
主僕更習慣地每晚與師母一起讀經禱告，風雨不改，從不敢間斷，更感受原來得力和
平安確實來自神。
「凡事謝恩」一直是主僕和對弟兄姊妹長久不息的教導，但願也能成為大家的座
右銘，無論環境順逆都能感恩不盡，作個喜樂滿足的人。

搎⼶粕䕈ㄌ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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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恩』－李佩儀

『恩』上

⾸先，多謝各位⽀持及⿎勵，感恩是「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書4:19）。
感謝神對我的愛，讓我在此感謝⼤家對我的關懷和問侯，擁抱和記念。
說來話⻑，我媽媽⼀直都是甲狀腺分秘過盛的⼈⼠，因此常常都會有咳嗽的情況。直到
去年10⽉底，我有感她咳嗽情況沒有改善，且服⽤很多藥物也沒有好轉，我便請醫⽣寫信轉
介媽媽去到醫院照肺。當時我⼀點也沒有懷疑媽媽的⾝體會出現甚麼⽑病。在11⽉初，醫⽣
在肺⽚中發現左肺下⽅有個⿊影，當時我⼼裏⼀沉，覺得⾃⼰甚麼都做不了，只可切切向神
祈禱：「⽗呀！媽仍未信主，祢不要接她回去。」醫⽣說：「不⽤擔⼼，先給媽吃⼀星期抗
⽣素，再回來觀察，11⽉中再次照肺，然後回醫院覆診，可能無事。」
回家後，媽媽按時吃藥，我和妹妹每天恆切地為媽媽的⽣命祈禱，整個聖誕假期⼀直陪
伴⽗⺟⼀起⽣活。2018年1⽉4⽇再返北區覆診和看報告，這天我⼼裏總是感到有些事將要發
⽣，結果的確如此。醫⽣告知我們這個⿊影有點模糊，好像有的，⼜好像沒有的。報告接⼿
後，我⼼裏懷疑是惡性腫瘤嗎？真的嚴重嗎？經過醫⽣耐⼼的講解，最後我們決定到私家醫
院為媽媽做⼀次詳細的做影檢查，並於1⽉中安排了檢查。我們再次邀請媽媽信主，然⽽媽
媽當時仍未知道⾃⼰的情況，只是回應做飯給我們吃。那⼀刻，我不敢將結果告知她。2⽉
中再到醫院覆診，安排抽組織化驗，化驗結果於2018年3⽉1⽇顯⽰，證實媽媽患上肺腺癌。
雖然如此，媽媽和我們⼀家在這段⽇⼦經歷很多很多恩典。
媽媽的⼈⽣積極，她總是為⼈好的，我常常以「精彩」來形容她的⽣活。她每每為⼈設
想，每天為家⼈努⼒，是⼀位⾮常令⼈敬佩的⺟親。縱然咳嗽影響了她的⽣活，她也能承受，
沒⾒過她為事情抱怨，⾮常積極⾯對。最感動的是神親⾃跟她對話，媽媽於3⽉6⽇決志信主，
她說⼼裏平安。我希望⼤家知道神是掌管⼀切的，祂的恩典是夠我們⽤。我們要天天數算祂
的恩典，盡⼒將祂交託我們在地上的事完成，為⼤使命努⼒，⽤愛去感動⾝邊未認識神的家
⼈朋友，多與他們分享⽣命故事，更要花多點時間與⽗⺟交談，把他們帶到神那裏去。原來
神就是⽗⺟的內⼼依靠，我們作兒⼥的就是⽗⺟的動⼒及⼼靈雞湯。
最後，我也⿎勵你，若你今天正在⽣活忙碌，你要靠主⽽活，不是靠⾃⼰。能夠好好照
顧⾃⼰，照顧家⼈的⾝⼼，⼀切都是出於神。⽣活是滿有恩典的，⼈⽣因為有神才能活得更
精彩富⾜。我們要更多感恩，更多的記下神的恩惠，活出神給我們作祂寶貴兒⼥的價值。
「我們⼀⽣的年⽇是七⼗歲，若是強壯可到⼋⼗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去。」（詩篇90:10）。

珍惜神給你的⼀切，每天數算恩典。
珍惜⾝邊的眼前⼈，每天學會感恩。
共勉之
在此再次多謝各位！若你有空，我想邀請你為我媽媽的⾝體及
靈命守望、禱告，希望⼀天⼀天康復過來。我們⼀家將要⾯對
的新⽣活，還有很多細節需要安排，讓我們在神的安排下之下，
⼀同⾒證主的恩典，與祂⼀起愉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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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享

常存感恩－江凱晴
我們⽇常⽣活中，很容易會遇到變
化，⼩則可能是平⽇喜歡吃的東⻄賣完，
所以要選另⼀款⻝物；⼤則可能是要轉
換⽣活環境或⼯作場所。有些⼈會喜歡
變化，但相信不是每⼀位都喜歡在⽣活
上遇上轉變，我亦是其中⼀位不喜歡改
變的。
2017年，我的⽣活⾯對了⼀個⼤的
變化，便是辭去⼀份做了三年的⼯作。
這⼯作雖然⾟苦，但與同事關係很好⼜
不複雜，只是⼯作上的發揮不⼤。由於
不希望⻑期處於這安舒區內，所以決定
到外⾯試⼀試其他的⼯作。在找⼯作期
間、搜索⼯種的過程中才發現⾃⼰原來
是沒有⽅向的，所以不同類型的⼯作皆
有發出申請。找⼯期間有機構聘⽤，但
真正置⾝於那份的⼯作時，才發現⾃⼰
是不適合的。
在找⼯作的這段期間，最令我感到
煎熬的就是等待的⽇⼦。因為等待的時
間久了，產⽣憂慮和不安，以致⾃亂陣
腳作出不適當的決定。雖然如此，感恩
上帝讓我有這次經歷，在這轉變當中讓
我深深學習到等待中也要安靜⾃⼰，要
相信上帝必不會放棄⾃⼰。
⽣活上有所變化實在在所難免，無
論是⼩變化或⼤改變，相信這都是在上
帝的安排之中，我們⾏的每⼀步都是上
帝的計劃之中。若果我們因害怕⽽不接
受或不勇敢嘗試，⼜怎會等候到神給我
們的應許和恩典呢！
各位弟兄姊妹，無論你們現在處於
甚麼景況，是安逸或是顛簸，是道路平
平或是變化多多，請你們也要捉緊上帝，
千萬不要因氣餒或平安⽽鬆開雙⼿，上
帝是很愛我們的！

主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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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的媽媽

－林美玲姑娘

2017年，
我與丈夫⼀同經歷了⼀⽣另⼀個階段，
當了⼀天的⽗母，雖是短暫，卻是難忘。
⾝體引起的⼀連串反應－發燒、疲倦、
無⼒－，還以為⾝體的抵抗⼒弱了，原來
是這孩⼦靜靜地進⼊這個世界，只是我傻
傻的不知道。當⾝體不尋常地持續病了⼀
星期之後，才懷疑⾃⼰是否有了⾝孕。第
⼆天在家中檢查後，証實了我和丈夫原來
當了⽗⺟。知道這消息後，我並沒有想像
中的那麼興奮，腦海中卻想了很多事情：
如果這⼩孩真的來了，他將會在甚麼時候
出世、為⼩孩改甚麼名字、家中的傢俱是
否要重新擺放或添置新的、何時預備⼩孩
的⽤品等的問題。當晚睡覺的時候，仍感
到這⼩孩的來臨⼗分奇妙且不真實。
為了確實這⼩孩真的是來了，第⼆天
打算到醫⽣檢查⼀次。誰料，第⼆天早上，
我的⾝體由疲倦變為極不舒服，全⾝冒冷
汗、突然腹部劇痛，腰也伸不直來。後來
打電話給丈夫，跟他說⼩孩的情況可能有
危險，需要⽴即⼊醫院。檢查後，顯⽰我
懷孕指數⼗分微弱。雖然醫⽣說留院觀察
⼀下，然⽽我⼼裡已知道這⼩孩在我腹痛
時，靜靜地離開了媽媽。當時我整個⼈好
像甚麼也確定不了，明明打算要確定這⼩
孩的存在，卻在第⼆天要確定這⼩孩是否
離開了。
最後，醫⽣回覆⼩孩的確來了，同時
⼜離開了。當時的我，不但要⾯對⾝體的
軟弱，更是要⾯對與孩⼦離別的傷痛。當
時叫我有說不出甚麼原因令我傷痛，我既

P.6

沒有親⼿養育過他、亦沒有與他⾒⾯，為
何會流淚、傷⼼？可能真的沒有原因、沒
有理由，就是媽媽與⽣俱來的天性吧！這
是我當⼀天媽媽的經歷。
投稿時，有⼈⿎勵我為現在懷孕的事
寫⼀篇感恩分享。思前想後，最後我為我
失去的⼩孩獻上「感恩」。沒錯，為失去
的事、為難過的事⽽感謝神是⼀件不容易
的事，甚⾄乎是⼀件難受的事。感恩，英
⽂是Thanks Giving，中⽂可以理解為
「感謝賜予」。我們很多時候會因為神賜
予我們美好的事⽽感恩，相反，為神賜予
我們「不好」的事卻難以向神說出感謝，
這反應也正常不過吧！遭遇不幸、困難、
失去已叫我們⼼⼒交瘁，失常理智，我們
還有⼒量、還能理性地分析經歷不幸的事
上有甚麼學習的地⽅嗎？我想未必⼈⼈可
以做得到，包括我。然⽽，⼈的⼀⽣就是
這樣吧！⼈⽣的旅程必然是有上有落、有
⾼有低，視乎「上」有多少、「落」有多
少、「⾼」有多少、「低」有多少。⼈⽣
只有「上」和「⾼」，沒有「落」和
「低」，談不上是完整的⼈⽣。既然我們
深信神對每⼀個⼈的創造是獨特和美好，
何不同時深信我們眼中的「不好」為神賜
予的計劃呢呢？我們眼中的「好」與「不
好」究竟在神眼中⼜是甚麼呢？在困難和
絕望中所流的眼淚、⾯對的煩惱、發的脾
氣、理智失常往往是我們認為缺失了甚麼，
然⽽這缺失卻可能成為我們的豐富。

主題分享

常存感恩－鄭樂曦
我想我信主⾄今，印象中只有⼀次
睡過頭⽽沒有出席崇拜。即使星期六、
⽇到了外地旅遊，亦會在出發前搜尋⼀
間⽅便⾃⼰前往的教會。⽇⼦久了，從
來不會覺得⾃⼰會因為甚麼事⽽返不了
崇拜。但是，當⾝體軟弱到⼀個地步連
教會也上不到，我才有更深刻的體會，
可以上教會崇拜並不是⼀件理所當然的
事。在失去⼩孩的兩星期後，教會的弟
兄姊妹於主⽇崇拜後，來到我家為我帶
上詩歌和禱告。這個崇拜沒有奉獻、講
道、讀經，只有唱詩、禱告和分享。我
為失去⼩孩的事上獻上感恩，因為在⽣
命的低處，我經歷神與我同在、這個愛
的群體與我同在。我的失去然⽽卻成了
我⼈⽣⼀個重要的經歷，因為它，令我
⼈⽣更加豐富；沒有它，反⽽是我⼈⽣
的⽋缺的地⽅。

去

年，我和家⼈去了韓國旅⾏，

在忙碌的⽣活中，難得有時間去家⼈⼀起旅
⾏，⼼情是開⼼的，但畢竟未去過韓國，都
有點擔⼼⾔語不通，怕迷路會回不了⾹港。
探索新的地⽅，吃不同的炸雞，遠離⾹
港的繁忙，享受⼀下⽣活，也是神所賜的福，
但幸福中都總是有⼀些意外發⽣。我們遲了
到達機場，⽗親和我趕不及上機回港，雖有
我有發少少脾氣，我還是先冷靜下來想法⼦
解決。打算找相關航空公司的辦公室，可惜
甚麼⼈也沒有。
我找了在港做旅遊業的朋友、好哥哥跟
好嫂⼦。哥哥就幫我們買了新的機票，本以
為會很快就回到⾹港，可是今次卻是飛機遲
了起飛，⼀遲就三個⼩時，航空公司就發了
飯票給我們作賠償，我們起碼有晚餐，⽽且
是吃漢堡呢！對我來說，真是恩典，我⽗遷
就我，讓我吃我喜歡的晚餐。
最後，凌晨五點左右到港，在回程的三
⾄四個⼩時，清醒⼀時，睡⼀刻，迷迷糊糊
就到了，⼤約6點半左右回到家，回家後，梳
洗⼀下，⼜出⾨上班了，我的假期這就完。
雖然跟本⾝的計劃不⼀樣，發⽣了突發
的狀況（沒想到沒得睡就上班），但神的恩
典夠我⽤，給了冷靜的⼼，可靠的朋友，哥
哥，嫂⼦，還有陪我去旅⾏的家⼈，輕鬆過
後，把這事當作調整⼼態回港也未嘗不可。

主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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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感恩分享
萬家諭：
過去⼀年在別處事奉，感謝⽔浸肢
體在主內的關懷及⽀持，使我為主
奔跑亦不疲倦，感謝主

曾翠欣：
儘管學業上忙碌不斷，各科論⽂⼂考試也接踵⽽⾄，
但感恩每個安息⽇也能來到主的跟前，與組員們相
互扶持

林明慧：
感恩天⽗讓⾃⼰在困難裏經歷祂的回應，⼜有⼀
個個⼩天使在⾝邊⽀持，深刻地體會原來只要把
別⼈的事情放在⼼上，⼀個簡單的問候已能令對
⽅感受關⼼和⽀持！原來表達關⼼可以很簡單

楊⽂穎：
⽣活雖然忙碌，⼯作關係未必能
常返到教會，但感恩有記住我的
組員組⻑。有愛的同伴，令我知
道上帝是賜下愛的⼀位

P.8

江凱晴：
感恩⼩組能成為⼀個我可以暢所欲⾔
的地⽅，組員們互相⽀持和勉勵，讓
我感到很多同路⼈⼀⿑⾛過⽣活的每
⼀步

陳海燕：
信主⼗多年間，儘管我家搬離教會越來越遠，但感恩
與神的關係卻越來越親近。還有⼗分感恩的是，我擁
有⼀班充滿愛的弟兄姊妹，每個主⽇能與他們相聚，
我都會得著⼤⼤的喜樂，盼望能繼續與他們同⾏！

主題分享

成A感恩分享
蔡國威 :
家⼈平安、個個健康、⼯作穩定、
事奉得⼒！
劉錦成 ;
在職場事奉主、孩⼦學業有保守、
家⼈⽣活滿有喜樂和平安！

葉記恩 :
家⼈平安健康、睡眠質素有改善、穩定返教會、
適量做運動、可以跟弟兄姊妹⼀起事奉

周四晚小組
感恩分享
陳健敏 :
感謝主!我終於被解僱了!我終於釋放了積累的⼯作壓⼒和
疑惑! 我了解到⾃⼰的能⼒和短處，下⼀步將更榮神益⼈
梁可恩 :
感恩主在我⽣命中，成為我的路燈，
使我明⽩從前有過犯，得著饒恕。同
時指引我⽇後⾏事為⼈的⽅向。
葉珮⽂ :
感謝神我與Henry
⽣活恩愛甜蜜溫馨，
⾃⼰腰⾻好左，時
間分配得好，有⼯
作有休息。7⽉份
更諗住與中學同學
旅遊，我已好滿⾜

主題分享

邱麗東 :
感恩有⼀個美好的家庭，有
⼀兩個愛主的兒⼦，有好好
的妻⼦。感謝主

譚吉紅 :
感謝神!2018年3⽉的時候，醫⽣要我⼊院做檢查
及⼿術並且留醫了5天，丈夫及⼥兒都從⼤陸來陪
伴。現在已經出院並且恢復⼯作。感謝神!

ELISA :
感謝主的看顧，縱
然我滿是缺點，主
從來都沒有放棄我。
祂⼀路以來耐⼼教
導著我，祂等待著
我歸回祂的懷裡。
感謝主，阿們

黎有聲 :
每天⾯對不同的挑
戰與壓⼒，年輕的
時候還可能應付得
了。年⻑了，就只
能交付託給神，只
有這樣，才能釋放
⾃⼰

⺩瑞娟 :
這個⽉期間，感謝神
安排了⼀位裝修師⽗
為我家裝修，期間有
很多問題，都有神祝
福，如早午晚餐、公
司請假、天氣各問題
等，都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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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正杞 :
阿⼥的⽿機壞左，要換個新的要成⼋萬，正在懊惱的
時候，竟然⽿機公司和政府有優惠價，現只需要三分
之⼀的價錢就可以買，真係意想不到。同埋前所未有
架! 真係神的恩典夠我⽤呀!

楊家樂 :
過去⼀年, 感恩的事是神賜給我
家庭⼀個新成員。互相陪伴成
⻑, 珍惜並感謝神所給予的。

夏⽟燕 :
在三⽉份很感恩也可以
去澳洲雪梨出席好朋友
的神學院畢業典禮，還
在他畢業後三天，他就
正式成為牧師。

覃求強(職⻘) :
感謝主賜給家⼈平安快樂，朋
友們⾝體健康。

馮學良 :
感謝主，係過去⼀年因為
情緒問題⽽返教會認識到
⼀班兄弟姊妹，在牧師帶
領下學做⼈道理。現已很
開⼼愉快。

葉智豐 :
過往⼀年，最感恩的事情莫過於兒⼦
⾝體健康並能適應校園⽣活。另外，
太太於意外受傷後蒙主恩，能順利康
復。
巫慧玲 :
我感恩這次回港⼀路都有神的帶領與
祝福。在教會⼜有⾮常好的牧師教導，
以及有這麼多的弟兄姊妹對我像家⼈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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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耀榮 :
認識⼀班教會朋友。

陳⾦蓮 :
感謝主! 我爸爸縱然在醫院出⼊!他都堅守信主
的⼼! 他⼀定要祈禱倚靠主得到平靜及醫治。因
此爸爸是靠主得勝!
許國榮 :
感謝神在我⾝邊保守，在⼈⽣中最⿊暗的⽇⼦
續漸⾛⼊光明的⽇⼦認識最重要 – 愛神愛⼈並
事奉上學習
容諾遜 :
已經3年沒有返教會，今年返回。

主題分享

陳蘭芬 :
感謝陳⾦蓮姊妹
帶我返上⽔浸信
會，參加彩虹⼈
⽣第九和第⼗屆，
使我感到快樂和
滿⾜，並可學習
神的話語，應⽤
在⽣活當中。

周滿 :
認識浸信會是我的榮幸! 認識天⽗更是我的榮幸! 認識教會的牧師、弟
兄姐妹是我終⾝的榮幸!
梁麗珠 :
在不同的傳福⾳⽅法中，我最喜歡的
是⽣命影響⽣命。感謝神，讓我認識
到「⽣命故事」，使我藉著⽣命故事，
讓⼈更直接地認識祢。

周三晚小組感恩分享
鄧⽉英 :
I wish I can come to church, I wish I can
love Rainbow. I like listening to Pastor’s
teaching as He is very good teacher.
羅⽟瑛 :
感謝神讓我學會從病中認識各種⻝物。
⾃從年前染上病後，不斷從書中了解不
同⻝物，使我能從中得益，感謝神。
吳婉婷 :
感謝神! 在過去⼀年的彩虹⼈⽣福
⾳課程中，認識了⼀班可以互相學
習的好姊妹，並且能互相代禱⽀持。

⾱潔盈 :
在去年⼯作中，有困難有
起落有挫折。感謝神⼀路
的幫助、帶領，使我從中
有學習、有成⻑。
鄭樂恆 :
感恩在低落灰暗的⽣命中，
看到主的同在給⼒，使我
有⼒氣及希望的去活。

伍愛兒 :
感恩鄭牧師為我受浸，感謝主，奉主耶穌
基督名求，與主同⾏及與主共勉之。願世
界的⼈全部信主，誠⼼所願。

袁有東 :
過去⼀年，感謝上帝給
予我健康⾝體及愉快⼼
靈，對於⽣活上的每時
關顧，真的需要時刻感
恩及珍惜。

練紅麗 :
過去⼀年過得⾮常
豐盛，彩虹⼈⽣課
程⼤成功，⼩組成
功，亦有事奉的機
會，感謝主⼀直帶
領。

曹裕豪 :
感謝主! 2018 年是特別的⼀年希望
家庭和事業繼續順利，希望和⽗⺟
的關係越來越好，可以讓他們早⽇
跟隨耶穌。
姚詠珊 :
⾃從⽣了兒⼦後，反⽽多了時間
返教會，並有穩定的⼩組⽣活，
靈裡更富⾜。

主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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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是聖經中最常提及的⽔果之⼀，但是我們對這種⽔果有多少認識呢？
現在讓我們⼀⿑了解⼀下！

⇆啓⓸ℎ䥥㼕㩽猿坂囥
撰稿：林美玲姑娘

在較舊的年代，以⾊列⼈主要利⽤⼭坡地或者⼭腳下稍微傾斜的⼟地作種植葡萄⽤途。
葡萄樹適合沙地或鬆質的⼟壤，⽇間需要充⾜的陽光及空氣，夜間需要露⽔。⽽巴勒斯坦，
特別是希伯崙附近、敍利亞及北部黎巴嫩的⼭脈的⼭麓都適合種植葡萄。有時候，改良品
種的重量可達到⼀串⼆⼗四磅。
葡萄園－以⾊列⼈亦會開墾⼟地，清除⽯頭來建造葡萄園。園⼦的周圍通常以⽯牆作保護，
⽽每棵葡萄樹距離約三公尺，讓葡萄籐有空間伸展。農⼈必須看守葡萄園，⼀年⾄少除草
兩次，讓葡萄樹茂盛⽣⻑；同時，亦要修剪葡萄籐，免得籐⽣⻑得過遠。
修剪－為了增加葡萄的產量，定期修剪葡萄樹是必需的。不能結出果⼦的枝⼦就要⽤修枝
鉤⼦或利刃剪除。鉤⼦是⾦屬製的⼑鑲在彎曲的⽊柄上。修剪的⼯作在開花後之後進⾏。
新約時代，耶穌常以葡萄樹和葡萄園的處境作⽐喻來教導⾨徒。例如：主是真葡萄樹：
「我（耶穌）是真葡萄樹，我⽗是栽培的⼈。 凡屬我不結果⼦的枝⼦，他就剪去；凡結果
⼦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結果⼦更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約15:1-3）；兇惡園⼾的⽐喻：「你們再聽⼀個⽐喻：有個家主，栽了⼀個葡萄園，周
圍圈上籬笆，裏⾯挖了⼀個壓酒池，蓋了⼀座樓，租給園⼾，就往外國去了。 收果⼦的時
候近了，就打發僕⼈到園⼾那裏去收果⼦。」（太21:33-34）

⾸三年的葡萄是不能吃的，⽽收成時，農⼈需要將部分的果⼦留下來給窮⼈，像其他
農場上的穀物如⿆⼦。九⽉是收成的時節，通常由葡萄園⼀家來採摘，⾄於較⼤的葡萄園
則會聘請⼯⼈或奴隸來幫忙。有些⼈甚⾄會將葡萄園出租，到了收成⽇⼦，租⼾就需要交
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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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知識知多D

葡萄是以⾊列⼈主要糧⻝之⼀。在九⽉和⼗⽉間，以⾊列⼈與餅⼀同吃新鮮成熟的葡
萄。根據⺠數記⼗三23，迦南地曾經是⼀個出產好葡萄的地⽅，因為曾經有兩個探⼦從以
實各⾕⽤杠抬回⼀個葡萄枝，上頭有⼤束葡萄（參考圖⼀）。

圖⼀（圖⽚選⾃：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8d72090102w88c.html）

葡萄除了是美味的⽔果之外，它亦可以製成各式各樣的副產品，包括：葡萄乾、葡萄
蜜及葡萄酒。
葡萄乾－當猶太⼈住在巴勒斯坦的時候，曾廣泛⻝⽤葡萄乾。園主會在葡萄園⼀個平坦的
⾓落，把葡萄曬乾，曬乾期間，要翻轉葡萄，並⽤橄欖油噴射在果⽪上，保持潤澤，然後
貯藏起來留待冬天⻝⽤。亞⽐該曾給⼤衞⼀百串的葡萄乾（撒上25:18）；當⼤衞逃避押沙
⻯的時候，他⼜收到⼤量的葡萄乾（撒下⼗六1）。
葡萄蜜－以葡萄的汁熬煮，直⾄汁煮到糖蜜⼀般的稠濃，三百磅的葡萄可做⼀百磅葡萄蜜。
他們喜歡與餅共吃，或者⽤⽔沖淡來飲⽤。聖經⼈物曾⽤這種葡萄蜜，如雅各送給埃及的
約瑟（創43:11）
葡萄酒－需要⽤壓酒池來製造。壓酒池是從堅硬的
⽯頭，鑿出兩個窪出來，⼀個⽐另⼀個⾼及⼤。把
葡萄放在⼤池裡，然後由男⼈⼥⼈及⼩孩⽤腳踹踏，
葡萄汁就會流⼊較低的池⼦。這個踹葡萄的⼯作，
習慣上伴著⼈們快樂的歡呼和歌唱。

（圖⽚選⾃：http://www.5plus2edu.org.tw/product_cg102232.html）

參考書⽬：
⾼爾⽂：《聖地.com》。樂恩年。⾹港：⼤使命基督徒團契，2001。
⾱捷：《聖經⾵俗習慣》。周鳳芝。⾹港：天道，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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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民閱讀調查報告2018》發佈

網上閱讀來勢洶洶 全民閱讀任重道遠
2018-04-23
⾹港出版學會⾃2016年起每年都會進⾏「⾹港全民閱讀調查」，以分析⾹港的閱讀⼈
⼜及閱讀習慣。在今年的1⽉至3⽉，⾹港出版學會委託新論壇，以⾳頻電話成功訪問了
2063名市民，分析數據後於⽇前發佈了《⾹港出版學會全民閱讀調查報告2018》。今⽇正
值世界閱讀⽇，⼩編帶讀者⼀起從這份報告中⼀窺⾹港市民在過去⼀年中閱讀習慣的變化。

⽂、攝：草草
根據該調查報告，近七成的受訪者有
閱讀紙本書的習慣，以平均的中位數⽽⾔，
他們⼀周閱讀3⼩時，每⽉閱讀2本書，⼀
年購買5本新書。這⼀數字在過去3年中⼤
致保持穩定，沒有太⼤起伏。

網上閱讀趨勢上升
⽽在餘下近三成表⽰過去⼀年沒有閱
讀紙本書的受訪者中，略為驚悚的是，有
近四成⼈表⽰⾃⼰⼀向都沒有閱讀紙本書
的習慣。這⼀表述在61至84歲的受訪者中
佔的比例尤其⾼，有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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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不閱讀的兩⼤最主要原
因還包括了「無時間或⼯作太忙」，以
及「網上閱讀已經⾜夠，唔使睇書」，
都很符合⾹港⼈⼯作繁忙，以及熱衷使
⽤流動電⼦設備的社會現實。報告分析
道，與2017年相比，選擇「無時間或⼯
作太忙」的受訪者下降了4個百分點，
但仍然是受訪者沒有閱讀實體書的主因︔
⽽更值得留意的是，選擇「網上閱讀已
經夠」的比率比2017年上升了7.6個百分
點，已貼近三成，⽽在31至40歲的非讀
者群中，更有近48.1%⼈選擇了該項，
比2017年上升了近16個百分點，⾜⾒網
上閱讀對讀者閱讀習慣的影響持續上升。

文章分享

那麼讀者在網上閱讀些什麼呢︖最多
的是新聞或新聞評論，佔47.4%，其次則是
社交媒體內容，佔30.2%，⽽真正閱讀電⼦
書的只佔12.1%。這似乎從另⼀個側⾯印證
了出版業者的憂慮--無論是電⼦書還是實
體書，只是傳播載體的不同︔出版業者所
⾯臨的真正的寒冬，不是出版載體之爭，
⽽是娛樂選擇的多元化所導致的對「書」
這⼀內容的讀者流失。也許是時候從紙本
/電⼦書的對抗競爭思維中跳出來，真正
思考如何吸引讀者重新對閱讀書籍產⽣興
趣，不管經由什麼載體。正如報告中所提
出，近年外國正積極研究「聰明閱讀」
(Read Smart) 的概念，探索不同載體對閱
讀的影響與作⽤，將科技與閱讀相結合，
藉由技術來促進閱讀效率。⾹港在這⽅⾯
也⾃然不能落後。誠然，在⾹港發展電⼦
書平台⼀直困難重重，技術與資源的不⾜、
書籍總體量的不夠，也許都是原因，這⽅
⾯還有賴政府與業者共同發⼒，才能推動
本⼟出版界的⾰新。

閱讀⽬的太功利
在⾹港讀者的喜好中，什麼類別的書
籍最受青睞呢︖排第⼀的仍然是⽂學⼩說，
佔26.3%，其次是保健養⽣同烹飪（16%），
⼈⽂歷史時事政治類（15.9%），⼼靈勵志
類（14.0%），旅遊地理類（12.3%），⾦
融財經管理類（4.8%），語⾔學習類
（2.9%），及「其他」（7.9%）。

⽽選擇閱讀以娛樂放鬆為⽬的的受訪
者數⽬，隨着年紀層的上升⽽下降，在18
歲以下超過半數，在18歲至50歲的讀者中
卻急降至約30%，到60歲以上則僅有約
17%。
這⼤概可以看出⼤多數的⾹港讀者對
閱讀抱持功利態度，很少單純只為享受閱
讀的快樂︔隨着年齡的增長，對閱讀的純
粹享受更是越來越缺乏。這不免令⼈思考，
缺乏對閱讀的單純喜愛和興趣，是否會導
致讀者閱讀驅動⼒的缺失，進⽽隨着年齡
的增長，反⽽越來越不喜歡讀書︖我們的
教育，向來在培養學⽣的閱讀能⼒上重下
苦⼯，然⽽若缺乏對閱讀興趣的培養與呵
護，學⽣縱然識字量驚⼈、閱讀技巧⾼超，
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難以將書籍視作⼈⽣良
伴，當⾯對⼿機、網絡等多種選擇時，⼤
概很容易就放棄書籍的閱讀。
⾹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博⼠便指出，
⾹港政府相關部⾨應為全民閱讀⽽加倍努
⼒，對於報告中所指出的非讀者群中四成
⼈⼀向沒有閱讀習慣、閱讀動機不⾜、網
上閱讀有增長趨勢等問題都要密切關注︔
他亦認為，推動閱讀需要持續、全民進⾏，
需要各界通⼒合作。對政府近⽇新公佈的
「喜閱新時代」計劃，出版業界表⽰歡迎
之餘，亦願與政府及各界通⼒合作，共同
推動⾹港的全民閱讀。

值得留意的是，在閱讀的主要⽬的⼀
項的調查中，佔據⾸位的是「增長知識」，
有51.7%，其次是娛樂放鬆（27.1%），培
養創造⼒和想像⼒則只有5.6%

⽂章轉載：
草草：〈網上閱讀來勢洶洶

文章分享

全民閱讀任重道遠〉。《⽂匯報》，2018年4⽉23⽇，⾴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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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宣教事工/聖樂活動
6月

各區及各部活動

17日: 父親節崇拜
22-24日: 兒童福音營 (兒童區)
22-24日: 青少生活營 (青少區)

7月

8月

19日: 彩虹嘉年華
26日: 暑期話劇佈道崇拜

7-11日: 兒童假期聖經學校 (兒童區)
26日: 兒童年終總結妹 (兒童區)
日期待定: 青少福音活動 (青少區)

9月

30日-10月1日: 導師組長退修營

9及16日: 圖書展 (文字事工部)
日期待定: 青少福音活動 (青少區)

10月

14日: 禁食祈禱會
日期待定: 敬拜讚美會

21日: 建堂步行籌款 (建堂)
21日: 青少職員退修日 (青少區)
27日: 職青退修 (職青區)

11月

4日 : 立會卅八周年話劇佈道崇拜
4日: 教會大旅行
11日: 佈道和守望者大會
18日: 松柏主日

18日: 聖經問答比賽 (文字事工部)
25日: 兒童開心同樂日 (兒童區)

12月

9日: 北區嘉年華
23日: 聖誕節話劇佈道崇拜
25日: 聖誕節感恩聚餐
日期待定: 恩愛夫婦營

23日: 兒童聖誕節活動 (兒童區)
23日: 青少合組/總結/頒獎 (青少區)
30日: 兒童年終感恩聚會 (兒童區)
30-31日: 青少年終感恩營 (青少區)
日期待定: 浸訊出版 (文字事工部)

信仰疑問解答
歡迎弟兄姊妹將有關的信仰疑問投進文字事工的收集箱，
收集後，我們會將你們的問題於下一期的浸訊刊登解答。
有關查詢：可聯絡鍾惠華弟兄或林美玲姑娘

上水浸信會

堂址：新界上水廣場16樓1601-07室｜電話：26723302 ｜傳真：26713073
電郵地址：ssbc@ssbc.org.hk ｜網址：www.ssbc.org.hk
主任牧師：鄭展程牧師｜傳道：陳鳳娟姑娘 吳杏群姑娘 林美玲姑娘
傳道助理：駱玉蓮姊妹｜幹事：林嘉詠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