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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皇逃離家園，在異鄉寄人籬

下，身分不明，這些都是難民

群體（即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所面

對的困難。據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

2018年公布的香港難民數字顯示，

香港有13,000名上述人士。

謝慧文過去從沒有留意香港有

難民群體，自2016年她才開始關注

並接觸他們。這些年來，她都在學

習與他們相處，關心這一群流落異

鄉者。

他們需要盼望

謝慧文最初接觸在港難民群體

時，連他們在哪裡也不曉得！及後

知道在元朗八鄉一帶有非裔難民，

便去看看。她不諱言第一感受是驚

怕，因這些皮膚黝黑的男士個個身

形高大魁梧。那刻她問上帝：「祢

真是要我服侍這群體嗎？」及至看

見一位拿著紅白藍尼龍袋的非裔難

民，從袋中取出漱具刷牙，而當時已

是下午！這個影像讓她頓時感受到

接待流落人
謝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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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人心中的無望，若他們能認識

上帝就有盼望了。

難民群體要向政府申請難民身

分，審查確認後仍需等待別國願意

收容，整個過程經年累月，動輒以

十年計，似是無止境的等待。然而，

確認身分和被收容，卻成了他們僅

有的盼望。謝慧文希望他們能得到

真正的盼望—上帝，以致他們無

論在怎樣的處境下，生活都過得有

意義有希望。謝慧文順著上帝給她

的感動，辭去青少年傳道的崗位，

由2017年開始，專注與難民群體 

同行。

建立關係

要取得難民群體的信任不容

易。易地而處，他們逃難的原因可

能是戰亂、種族仇殺、政治迫害等。

避難途徑也可能歷經轉折、傷害、

困苦。因此他們會缺乏安全感，不

容易信任別人。謝慧文最初接觸他

們時已感到他們對友誼之手的保

留，所以她不時提醒自己步伐要慢

一點，慢慢學習和他們相處。

雖然主動的接觸、關心，換來

拒絕和不理會，也曾經灰心喪志，

卻在這時，出現轉捩點。一位參與

難民團契的難民姊妹，主動問候謝

慧文。半年來的工夫是沒有白費的，

難民群體中的基督徒都看在眼內，

只是需要時間建立關係。

校正誤解

和難民群體相處，要適應他們

的大情大性，接納他們與人相處時

會有較多情緒表達。另外，也需放

下那些由對他們片面印象而來的誤

解，才會真正認識他們。例如非洲

人民並非都貧窮，只是社會貧富差

距極大，難民群體中有些人可能曾

是有財有權的；也有人猜想難民都

不注重衛生，但事實是他們注重外

觀及其背後所代表的尊嚴，所以鮮

有穿著破爛衣服；也有人認為非洲

人沒有時間觀念，原來只是彼此對

時間的理解不同，由於他們十分看

重人際關係，更會因重視當下與某

人相處的時刻，耽誤了其後的約會。

同樣因為人際關係，他們就算被邀

請出席自己不想參與的聚會，也不

會當面拒絕，而以失約來表達。

謝慧文現在全時間服侍難民群

體，特別關心非洲裔難民，與他們

一起查考聖經。她又參加監獄事工，

探訪非華裔的女囚友，因當中有不

少曾參與非洲人口販賣而被捕的，

更有協助帶毒品而束手就擒的。



適應身分

謝慧文以個人身分參與難民團

契，並非教會同工的角色，她和難

民群體同是團友身分，平起平坐，

她希望這樣更能幫助難民群體建立

真正的友誼，簡單做朋友，不涉及利

益。然而，這也不容易，她必須小心

調校心態和身分。例如，在查經班裡

宜

1. 盡量接觸同性別的成年人。

2. 盡量與夥伴同行。

3. 坦誠表達相處的界線。

4. 真誠相處，尊重他們，成為他們的同行者。

5. 要認知難民群體與我們是有文化差異，及不同性情。

6. 要以溫柔和耐心成為難民群體與其他群體的橋樑。

7. 有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情，須向相關的機構或事奉的同路人查詢。

8. 讓教會認識你的事奉，成為你的支援，與他們保持良好關係。

9. 邀請朋友成為你的代禱者。

10. 所有決定，要以聖經教導為基礎。

遇到聖經疑難要解釋時，面對非洲

文化向以男性主導，她便要智慧地

以理說理，讓真理能被明辨出來。

謝慧文感到難民群體的需要很

大，可是屬靈資源仍是不足，她希望

能有更多同行者，一起服侍這群引

頸等候盼望的流落人。

（羅穎珊採訪，經編輯整理）

接觸難民群體的宜與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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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及經文：歐綺媚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以賽亞書四十二3上）

不宜

1. 不要假設難民群體的需要。

2. 不要私自與他們有金錢的往來。

3. 不要為他們做擔保。

4. 不要單獨去探訪初相識的難民朋友。

5. 不要衣著暴露。

6. 不要以可憐他們的態度與他們相處。

7. 不要主動查詢他們的逃難原因。

8. 不要捲入他們的是非或引發是非。

9. 不要指摘別人對難民群體的負面批評。

10. 不要單看事情的表面，要耐心了解事情的真相。

（資料由受訪者提供）

 



來到香港生活，發展自己有興趣

的事業、結婚生子，不覺已有

多年。在這個步伐急速的大都會立

足，雖然也需一番適應，但我很快就

能投入工作。近兩年，經歷多了，閱

歷深了，不禁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遠

赴美國的淘金夢。美國，可以讓你

淘金，也可以讓你進地獄。而在那

趟獨特的旅程上，我找到了自己！

流徙歲月

九十年代家鄉流行出國，當時

十九歲的我被母親一個突然的決

定，改變了人生方向。那時我想，能

夠到國外打工賺錢，讓家人過上稍

尋回

鄭天祥

人生的「我」

天父從不忘記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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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日子，自己又能留在美國生活，

可能也是個好選擇。

可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順利，整

個出國的旅程要經香港到英國，再

轉機到厄瓜多爾。到達時發現已

有十來人在等候去美國，連同我們

總數近三十人。我身上有一筆美金

預備在途中消費，感覺像個富豪，

超爽的，卻沒想到自己已在地獄邊

緣。轉機是漫長的路，首先是幕後

操縱者用錢賄賂機組或海關人員帶

人登機，每次只限一至兩人。開始時

尚算順利，後來走的次數太多，終於 

「斷線」（被發現）。我們被迫換城

市，從酒店到公寓，再從一人一張床

到後來一堆人擠在地板睡。

我經 歷了半夜在月光下走過

一片荒野地，被泥濘及禾草絆倒幾

次；經歷了一天才吃幾個麵包的飢

餓；經歷了給人像賣豬仔般，半夜

三更在一個婆婆的破舊、簡陋的屋

裡借宿；還遇上在當地酒店上班的

一家人，邀請我到家裡包吃包住，睡

在用魚網織成的搖床。我的經歷太

多了，實在無法盡述，就這樣一個年

少無知的青年，在異地異鄉度過了

不平凡的一年半。終於有一天，我踏

上渴望已久的美國。

祂觸摸我心

可是因為沒有擔保，我和一個

朋友被送到美國移民局，前路未明

使我們從希望變成失望。心裡百般

滋味，加上言語阻礙，無形的壓力

實在難受。一天，想家的我無助地

流淚，渴望離開這地方。一位黑人

哥哥看穿我的心思，指著報紙，要

我打電話給紐約的教會。我從沒聽

過教會，不知它是甚麼，只管一試下

撥通電話，對方是個男的，我請求

他幫助，告訴他我在馬利蘭州的移 

民局。

沒多久，我們見到了從紐約教

會來探望的弟兄，他是位台灣人。我

還第一次接觸了聖經、《荒漠甘泉》

和《中信》，也看了一段關於基督信

仰的錄影。至今還記得那時我非常

感動，並接受了耶穌基督作我的救

主。當我跪在地上禱告的一刻，眼

淚奪眶而出：母親沒有與我商量就

推我出國，她從不理解我的感受和

委屈。天父觸摸了我的心，讓我看

見受傷的自己。在禱告中我得到釋

放、平安和平靜，心裡的傷口亦得

到醫治和安慰。

 



教會的弟兄在我們最孤單、最

需要關心的時候，闖進我們的心。

從紐約開車到馬利蘭州要三至四小

時，來回要七至八個小時，加上休

息和食飯，他們一整天就是為我們

見面一個鐘而付出了。他們跟我非

親非故，無條件的付出不是一個月

來一次，而是一年半以來都在做同樣

的事。這是甚麼概念？是甚麼力量推

動他們？是上帝的愛。祂不僅僅尋找

我，也幫助我找回自己，我剛硬的心

軟化了、眼睛亮了、我服了，我信主耶

穌是我的主。「因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

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摩太
前書二5）我要感謝讚美祂。

之後我申請回國，從出國到回

國，我經歷了三年。回程時帶著福音

的種子，在家裡散播，一家人除我

姊姊外全都信了。

再次找回自己

昔日，在我無望、無助、極度困

惑時，上帝扭轉了我的生命，而且祂

的大愛從來不離不棄。今天，縱然

我在繁鬧的生活中走迷，遺忘了祂

的恩情，也忘了當年的自己！但上帝

沒有忘記我，還呼喚我重回祂的懷

抱，經歷祂實實在在的愛，以致我

能再次重整人生。

我現在選擇星期日不上班，到

教會敬拜祂，也多思想信仰問題。

今年我報讀了生命啟航課程，並接

受浸禮加入教會。我希望多讀聖

經、多認識上帝，盼望自己的生命能

多有成長，不虧負愛我、尋找我的 

上帝。

作者（後排右一）與中學同學共聚

教會弟兄姊妹與作者（右五）一同為受浸歸主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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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恩典，我有六個小朋友。我

亦是一名律師，入行差不多

三十年，處理不少遺產事宜。這讓

我想到，身為父母，甚麼的遺產才是

對兒女、子孫最好的祝福？

家族蒙福的竅門

我們三四十年前讀法律的人，

不少視英國上訴庭庭長丹寧勳爵 

（Lord Denning）為英雄。他在任

三十年，曾改革英國本土和英聯邦

的不公平法律，造福不少孤兒寡

婦、弱勢基層人士。他的生命非常

美好，是很好的見證。

當有雜誌訪問丹寧勳爵成功的

祕訣，他坦言絕不比家裡的兄弟成

功，他的大哥是為國捐軀的英雄；

二哥是 海軍上將；弟弟是陸軍上

將。編輯再問那麼其父母有何教養

心得呢？丹寧勳爵談到他們已是第

六七代基督徒，飯後讀莎士比亞及

聖經，一起祈禱。原來，學校教育固

然重要，但家庭時刻敬畏神，才是

對兄弟們最重要的影響。我當時仍

未信耶穌，卻看到神何等恩寵這家

庭。我在基層家庭成長，爸爸是半

個孤兒，不懂得教導我。讀畢丹寧

勳爵的家族傳記，使我感動流淚。

原來敬畏神，能帶領一個家族蒙

福，於是我嘗試返教會。

六個孩子  的承擔



領養帶來的祝福

我在英國深造後回港當律師，

與太太結婚後生了一子一女。當時

我很驕傲，躊躇滿志要栽培長子成

為香港的丹寧勳爵。然而，兒女在

幼時很不聽

我話。上帝給 我 功課 學習謙卑。

2004年教會支持一隊外國短宣隊

在廣西孤兒工作。2005年我成立了

一個孤兒事工，在港籌款支持廣西

服侍孤兒。一天，孤兒院院長跟我

說，一名失去兩隻拇指的小朋友出

生兩三天後，就給人放在孤兒院，

問我和太太會否考慮領養？他在相

片中不太可愛，我和太太有些掙扎，

為此我們向上帝禱告。有兩晚，當

我們禱告時，聽到上帝問我，是否

願意作為一道橋樑給這小朋友，進

入我們的家庭去看到耶穌呢？我與

太太商量後決定領養。

在辦理老三的領養手續期間，

六個孩子  的承擔
陳家榮

作者（中）指出，身為父母要教養孩童走
當行之路，帶領他們走在上帝的心意中。 9 8中信	2 /20



一位在洛陽的主內肢體問我，是否

願意領養三名從拐帶集團救出又

找不到其父母的嬰孩；因當地政策

是每個家庭只能領養一個，故我們

與教會另外兩個家庭一起領養了這 

「洛陽三寶」。其一就是我的老四。

領養老三老四並沒增加太多家

庭開支，只像「加雙筷子」，感恩的

是教會的弟兄姊妹將他倆所需的奶

粉一箱一箱送給我們。2006年，老

三老四一齊來香港，帶給我家很多

的祝福。當時我老大九歲，老二七

歲，他們幫弟妹餵奶、換片、洗澡；

透過服侍弟妹，老大老二的生命成

長了，慢慢更多明白父母的心。到今

天老大老二都讀大學了，但他們一

直都很愛弟妹，而弟妹同樣也愛哥

姊們。老三老四都很乖，似他們的

哥哥姐姐，當我們有老五老六的時

候，他們也有照顧和服侍弟妹。

上帝命定的心意

身為六個小朋友的爸爸，卻沒

法從父親處學懂做爸爸。於是我

1.	 作者深信兒女是上帝所賜最大
的禮物

2.	 作者的太太為當時年僅 3歲的
三子禱告

3.	 作者的四女 3歲時陪伴著弟弟
和表弟

1

2

 



嘗試向被認為是最有智慧的民族

猶太人學習，怎樣教育下一代。我

翻閱舊約聖經，讀到創世記有關亞

伯拉罕、以撒及雅各幾代的家譜及

故事，還有雅各的兒子約瑟被賣到

埃及做奴隸，經過多年不容易的日

子，做了埃及宰相，後來在全地饑

荒時與家人相認及使雅各一家有糧

得以存活。「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

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

有指望。」（耶利米書二十九11）意

念在英文譯本即計劃（plan），在原

文有命定的意思。所以約瑟的命定

就是雅各的命定，我每個孩子的命

定就是我的命定。我們與我們的孩

子是相連，這是上帝的心意。神對

每個家庭都有祂的心意，計劃及命

定，是祝福我們的心意，要我們的走

在祂的心意中。身為父母，我們要教

養孩童走當行之路，帶領孩子走在

神的心意中，抓住神的應許和祝福。

我深信上帝的心意不僅讓我當

個小律師，在香港服侍上帝，祂也

想我的孩子都愛祂，都進入命定。

兒女是上帝賜給我們最大的禮物。

我對六個兒女說：「爸爸將來不會

留下很多產業給你們。」我深信承

傳敬畏上帝、愛及教育給孩子，若

他們有夢想，生命就會豐盛。大兒

子現就讀大學四年級，過去三年取

得六十萬元獎學金，他去當交換生

前將一筆錢給媽媽養家。他沒有工

作就可給家用，是上帝的恩寵和恩

典。我深信當兒女敬畏上帝，祂必

帶領各人走在其心意中。

（本文是陳家榮律師在本會與中國基督教播道

會迦南道真堂及基督教恩臨堂合辦的新蒲崗

福音午餐會的分享，內容經整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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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籽

在公園看到幾座雕塑，激起一

些個人想像。

從牙牙學語到長大成人，是一

個從牽手到放手的過程。

與其擔心孩子「走歪路」，硬

要灌輸一套價值觀，不如相信孩子

有更廣闊的視野，對夢想對信念有

更美好的追求，讓他們自行探索及

架構屬於他們的人生舞台吧！

# 未來是屬於下一代的
# 絕不輕言放棄

信任

中信	2 /20 13 12



街巿的魚檔都是年中無休的，身

為檔主的我卻逢星期日休息

不賣魚，一個曾立誓不再踏入教會

半步的人，寧願每週少做一天生意

去教會，究竟為了甚麼？

初遇祂

2008年丈夫確診直腸癌第四

期，在澳門切除腫瘤後轉到香港接

受化療。期間認識了樊院牧，她常為

我們祈禱。當時我不知祈禱是甚麼，

只覺祈禱後感到很舒服。數月後，

丈夫完成了所有治療，人很精神，我

們便開開心心回澳門過農曆新年。

豈料再回醫院檢查卻證實復發，那

刻實在接受不了，我衝口而出問上

帝：「究竟祢有沒有幫助我們？！」

丈夫要再做連串檢查，那時我

非常擔憂和懼怕。忽然想起樊院

牧曾說過我可自己祈禱，於是禱告

說：「上帝呀！祢是否看顧著我？我

現在很擔心很害怕，求祢給我平靜

些，因我真的很無助……」這是我

平生第一次自己祈禱，沒想到上帝

立即回應：「我會聽你的祈禱，與你

一起，你不用擔心。」原本令我幾乎

窒息的壓力竟一下子消失！上帝使

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平安，不再懼

怕，也感受到祂的同在與安慰。

雖然報告顯示丈夫的癌細胞已

擴散到肝臟，因著我經歷了上帝，我

和他都很有信心，堅持治療不放棄，

還告訴樊院牧，上帝一定會醫治，我

們要信耶穌，於是她帶領我們祈禱

撫平了的傷口
樊美恩

 



信主。可是一天天過去，丈夫病情

每況愈下，我忙於照顧他已沒心思

祈禱了。2010年5月丈夫叫我放手，

因他很辛苦不想再醫了，想我送他回

澳門！那刻我泣不成聲，為了完成丈

夫的心願，我和老爺奶奶合力把他

送回澳門，他在家沒幾天就離世了。

惱怒祂

之後我致電醫生交代情況，豈

料他責怪我沒及早給丈夫落嗎啡止

痛。當時我不懂反應，竟真的以為

是自己害死丈夫！我也埋怨上帝，對

著十字架發誓以後再不踏足教會！

自此我天天自怨自艾，晚晚睡

不好，常常哭泣，漸萌死念。當我計

劃如何了結自己時，一位基督徒曾

向我說過的話響起：「你是基督徒，

不能自殺……」原來已屬於耶穌基

督的我，無權毀掉自己的生命。一

位好友勸我去看精神科，經診斷原

來我患了抑鬱症，需接受藥物治療。

唯有祂

記得有次安眠藥用罄，適逢是

星期日，澳門的精神科醫生休診，

沒有安眠藥我是無法入睡的。有人

建議我祈禱求上帝幫助，在無計可

施下我竟以惡劣的態度向上帝說： 

「我已半年沒好好睡覺，只能靠安

眠藥，現在沒有藥了，我不管，總之

祢要給我今晚好好睡覺！」慈愛的

上帝沒計較我的無禮，還使我很快

睡著，半夜醒來我看見與丈夫的合

上帝無比的愛撫平了作者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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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忍不住嚎啕大哭，接著又睡了；

且做了一個夢，夢裡有聲音說：「由

始至終我沒有撇下你，你讓我和你

在一起吧！」翌日醒來心裡感到莫

大安慰，原來我並不孤單，天父上

帝一直陪伴著我。

既然上帝是我唯一出路，我決

心積極參與教會，輾轉來到澳門浸

信教會（白馬行）。為了更多認識

上帝，我在教會上主日學，每晚在

家抄寫聖經，其中一節經文特別深

刻：「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

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母耳記
上十六7）它提醒我要以真誠的心愛

上帝和愛人。當時教會欠缺插花的 

人，為了回應上帝的愛，我就去

學插花。我是個沒有學問的人，

但上帝藉著插花的服侍，建立了

我的自信心，如今我還開班教授

花藝呢。

要愛祂

街巿的魚檔都是年中無休，

但為了專心敬拜上帝，幾年前我

開始逢星期日休息。雖每週少做一

天生意，奇妙是收入不但沒減少，

還多了一天休假，可享受教會生活。

真的感恩！我脾氣不好，但主耶穌

在我心，即使在街巿環境我也堅持

不講粗話。有顧客亦說從沒見過賣

魚的人像我這般斯文優雅。其實若

沒有上帝同行，我怎可能改變呢！

因著上帝無比的愛，祂完全撫

平了我失去丈夫的痛；連抑鬱症和

失眠都被祂醫治了。昔日曾想尋死

的我，因基督信仰而獲得生存的盼

望，現在我很珍惜每一天，要活好自

己，見證上帝，將來在天家與毋須再

受病痛折磨的丈夫團聚。

（何在凡採訪）

上帝藉插花的服侍，建立了作者的自信心。

 



錢志群

有個公司領導生了一個男孩，滿

月時不少員工和親友前來恭

賀。客人們一個個看孩子一眼或抱

他一下，接著就爭相祝福：

「這孩子將來肯定大富大貴。」 

「這孩子將來肯定是做大官的。」 

「這孩子面相是個壽星。」「這孩子

長得這麼俊。」……

有一個平時說話很直的青年，

看到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在用

吉祥話奉承，心裡很不是滋味，就

小聲咕噥一句：「這孩子將來肯定

也是要死的。」沒想到，這話被孩子

的父親聽見了，走過來掄手就是一

個耳光。

這青年說的話錯了嗎？沒錯。

祝
福
的
話

        

再
多
也
不
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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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不吉祥，挨打也無人同情，就

是丟了在這家公司的飯碗也不足為

怪。不管哪一代人，不管哪一國人，

誰不願意聽一些祝福的話，除了求

萬事如意，更是求健康長壽。特別

是以前的皇上，因為位尊權貴，更

是喜歡舉國上下同呼他為「萬歲！

萬歲！萬萬歲！」雖然是空話、假

話，也可以愉悅他們的耳朵，麻痺

一下他們對死的懼怕。但回頭看歷

史，有幾個皇上能長壽？中國從公

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起，到1912

年宣統皇帝退位止的2,132年內，

四百多位皇帝中只有五位活到八十

歲，只有十位超過七十歲，五十歲以

下壽寢的佔一半以上。縱然全天下

人一起山呼海嘯，皇上們的壽命也

不會因此多留片刻。當然，祝福恭維

的話聽再多也不膩。

特別是一年一度的春節期間，

華人的嘴都「甜」起來，哪怕是平日

裡寡言少語或是出口尖刻的人，也

容易為你送上節日的祝福。不管是

空話、套話還是廢話，只要吉祥，人

人都愛聽。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期

盼著歲首就有個好運兆頭。如今又

多了個微信，無論群內熟不熟悉，無

論人見不見面，寫個祝福辭、轉個

吉祥動漫，鋪天蓋地，轉來轉去，甚

至成了一個網絡包袱。不過節期和

慶生、慶典的事也不是常年都有，嘴

甜的人也不是天天送人祝福，寡言

少語或是出口尖刻的人自然會回歸

常態。

倒是有一類人，天天都願送人

祝福，那就是基督徒。禱告也好，

見面也好，寫信也好，電話也好，都

少不了上帝賜福和保佑你之類的話

 



語。這麼不厭其煩，究竟有多大意

義？這樣的祝福會不會也是嘴巴籠

絡耳朵的空話？不會，這些祝福可

能真能為你帶來福氣，因為這樣的

祝福所求助的都是上帝。

上帝可是一位無形無限的創造

者，也是一位救贖者。祂是福分的

源頭，我們生活中能離開祂賜的陽

光、空氣和水嗎？沒有人能離開，須

臾少不了。天地萬有都是祂的作品，

無人能為。萬有間的各樣規律是人

設定的嗎？沒任何人有此能耐，都

是祂用權能的規律托住萬有，使得

日轉星移、花開花落、雁去雁歸、河

流海汐、基因遺傳等等，無不有規

律可循。更不可思議的是，誰能叫

死人復活？也唯有祂。上帝的獨生子

甘願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世人代

贖死罪，但祂第三日便從墳墓中復

活，且在門徒中顯現四十天之久，繼

而在人群面前被接上天。祂的死而

復活徹底解決了束縛人類的兩大羈

絆：罪與死。如果我們憑信心接受

祂，就能罪得赦免，與祂重新和好，

成為上帝的兒女。既是上帝的兒女，

豈愁祂的賜福？祂應許我們：「婦人

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

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

不忘記你。」（以賽亞書四十九15）
當然，上帝不光賜福人，也要咒

詛人，因祂既有慈愛和憐憫，也有

公義和聖潔。光「咒詛」一詞在聖經

中就出現149次之多，咒詛即是祂的

審判。祂到底要咒詛誰？乃是咒詛

那些白白享用祂的創造，又無視祂

在十字架上犧牲的人。因為他們是

忘恩悖逆的人，罪仍然無解，死仍是

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整本聖經

都是咒詛和祝福演繹的生命道理。

如果人不接受祂的祝福，就逃不掉

祂的咒詛。人死之後除了天堂和地

獄，永生與永死，沒有其他中間的 

選擇。

與其等著別人送來祝福，不如

真心來到創造和掌管天地萬有、掌

管生命的上帝面前，憑信心無償接

受祂那無價的恩典。

（歡迎瀏覽作者網頁 www.zhiqunqian.com）

（本文轉載自美國《中信》月刊第 6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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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凡人

我看到枯

你看到榮

季節看著我倆

不把謎底揭開

那創造季節的

看著我們晝夜數花瓣

不把總數說破

漫天花瓣看著我們

久久不見

我們抬頭

輕輕的

擱下枯與榮的爭論

步步走過色溫

# 爭論
# 看那創造的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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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教我們認自己的罪，而

不是數算別人的罪（參路加福

音十八9-14），好處很多：

一、 我們蒙上帝光照，見人所不能

見。一般人都只看見別人錯，看

不見自己錯。能看到自己錯，說

明我們蒙了光照，看得比以前

清楚。

二、 提高修 養。因看到自己的缺

欠，不敢自滿自足、自以為是，

人就漸漸謙卑溫和。

三、 性格亦漸開朗。因為不挑剔，

減少對人不滿，自己也輕鬆愉

快很多。

四、 改善人際關係。好比夫妻倆，

若總是互相指摘，關係必然惡

劣；若彼此認罪，必能相敬和

諧。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是

與人和諧共處之道。

五、 朋友增加。「水至清則無魚，人

至察則無徒。」人都是罪人，要

求別人完美，你會沒有朋友。

六、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不是雙

重標準，給自己過大壓力嗎？

不。因為各人的言行，各人向

上帝交賬。我們管好自己的賬，

反能輕省減壓。

七、 認罪最大的好處是：「我們若

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

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
一書一9）
看，上帝的命令對我們有益，難

怪遵守的人有福（參詩篇一一九2）。

（本文轉載自美國《中信》月刊第 694 期）

白衣

認自己的

 



你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 父 上帝，我從心 裡

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

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耶穌

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

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救

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

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

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藉著祂，我才可以回到

天父那裡，認識真理，得著

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

識祢是真神，我的人生方向

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

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

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

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祢

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

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希望你填寄「讀者回應」（本頁右表）

與我們聯絡。

讀者回應頁

I. 個人資料（請參閱下方「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姓名（英文） 

地址（英文） 

 

 

聯絡電話  

電郵  

我是新讀者 □ 是 □ 否（讀者編號：  

II. 本期讀後感（2/2020）
 

 

□ 我要訂閱貴刊繁體版。

□ 我尚未相信，盼能進一步認識耶穌。

□ 我願意相信耶穌（這是我第一次表示信主的）。

□ 請寄有關信仰材料

□ 請為我介紹教會

III. 我願意支持貴刊
□ 我是基督徒，願每月把《中信》月刊，送給遠近親

友閱讀。

□ 我願分擔《中信》月刊印刷費   元。

（請填寫上方個人資料，並參看後頁奉獻方法。）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會不能收集第三者的個人資料。

如要介紹親友成為讀者，可把《中信》月刊送給親友，或鼓勵他們

親自填妥上表及簽署後寄回本會。

※ 訂閱資料如有更改、增刪，請與本會聯絡；或參閱本刊郵寄信封

背頁詳情。

 電郵：lit@ccmhk.org.hk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中國信徒佈道會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2. 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會
可能無法有效處理你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會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

號碼、電郵地址、所屬教會/ 機構名稱），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寄發

刊物、發出收據、義工招募、籌款、收集意見、推廣活動、作課程邀

請及與中國信徒佈道會相關之項目等用途。

4. 閣下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上述用途之外，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

售、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

任何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

直接推廣的用途。任何有關查詢請聯絡：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9樓；或

電話：(852) 2810-9933   傳真：(852) 2868-3212
電郵：admin@ccmhk.org.hk

簽署同意聲明： 

日期： 

姓                                        名

郵編

（轉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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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一般都是一個枯燥的季

節，樹枝光禿禿、土地硬邦

邦、草地森林也了無生趣，動物冬

眠的冬眠，遷徙的遷徙，偶爾遇到

一兩隻動物也是瑟瑟縮縮、一閃

而過。

兆
豐
年

瑞
雪

孫基立

 

如讀者有感動，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本刊，請把奉獻：

‧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001-327600-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280（人民幣）	
恒生銀行286-374434-203（美元）

‧支票：抬頭請寫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並寄回本會收。

‧繳費靈PPS：中信商戶編號為6127
首次使用PPS請致電18013或登入www.ppshk.com，
登記後請致電18033奉獻。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賬戶號碼：  讀者編號： 

奉獻金額：  奉獻日期： 

PPS付款編號：  聯絡電話：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網上捐款記錄／繳費靈付款

編號，連同前頁個人資料交回本會，以便發回收據。

傳真：2868-3212；電郵：account@ccmhk.org.hk

郵寄地址，請參前頁。

澳門讀者請存入

銀行戶口：中國銀行 02-11-20-061980（港幣）

                 02-01-20-091560（澳門幣）

支票抬頭請寫「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地址：澳門東望洋斜巷2D志安大廈地下

電話：（853）2835-3306 

電郵：ccmmacau@macau.ctm.net

IV. 請為我以下的事代禱

 

 

 

 

 

 

（承上頁）

下載奉獻表格



漫天的白

但在某一天早晨，會忽然眼前

一亮：玉樹瓊枝，大地一片潔白，漫

天大雪不停地下。過一陣再看，每

棵樹都不斷變得豐滿，樹上的點

綴愈來愈豐富：針葉樹像撒了一層

糖霜，綠色針葉和白色雪花彼此映

襯；有的枝椏上掛著串串冰凌，上邊

又積有新下的雪花，像長出了新的

水晶枝條，開了白色絨花，猶如春天

柳絮紛飛。白色也覆蓋了地上本來

的一片枯黃，零散的落葉已經枯乾

得發黑，但是雪花覆蓋了一切的衰

殘，地上只有一片均勻鬆軟的白色，

像蓋著被子。

冬天的雪花，讓蕭瑟的冬天有

了情趣，覆蓋一切的白色，覆蓋了冬

天的枯黃、灰暗，讓世界變成純潔

無暇的一片白。

可貴的雪

上帝的恩典也如此，用聖潔的

愛覆蓋了我們一切的不完美，為我

們創造嶄新的世界；更難能可貴的

是，冬天的雪花為地下的種子儲存

了水分。當春天來臨，積雪融化，就

會變成生命之泉，讓新的生命在種

子裡孕育新芽。這和接受了基督恩

典的生命是多麼相似，我們接受恩

典之泉的灌溉，新的、屬於基督的

生命漸漸成長、強大，成為春天裡

的新綠和繁花。

孕育新生

聖誕節，新年，春節都是在冬

季，也都是慶祝新的開始，準備春天

來臨的節日，而首先到臨的聖誕節則

是慶祝為我們帶來新生命的基督的

降生，這些節日常常有雪花裝點。

在這個冬天，即使是幾乎沒有

雪的香港，也需要一種如同雪花一

樣的純潔溫和來覆蓋這整個城市。

經歷寒冬，是生命迴圈中的一個階

段，春天，終有一天會來臨。雖然熱

帶城市裡四季更迭的感覺較淡薄，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一種新

生：「瑞雪兆豐年」，就是寒冷中孕

育的希望。

即使在冬天，我們依然相信，

一切的枯萎貧瘠，都會在潔白的雪

花覆蓋下重新變成春天的新綠和

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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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向西的房間，有半落地玻璃，兩扇大窗戶使房間格外開陽明朗。

窗外有海景、雲天和遠處的青山，加上徐徐清風穿窗入堂，閒坐其

中，對著窗子大半天也不會感到寂寞無聊。

但是到了溽暑炎夏，情況完全不一樣。正午過後，銀花花、毒辣辣的

陽光，一寸一尺侵入房間。不到下午茶時刻，房間已變成半滾沸的茶壺，

窗子的玻璃熱得燙手，窗框的鋁片火熱得可以用來煎牛排。房間幾乎成

了荒漠熱地，不宜活物棲居。

為了降溫，只好猛烈開動空調。冷氣與艷陽在房裡打起仗，耗費了大

量能源，也只能打成平手，房間還有一半暑氣。於是，加上厚厚的遮光窗

簾布，緊緊把窗戶封上，不讓半線陽光穿孔而進。這樣大費周章，雙管齊

下，才贏得多少清涼。可是，窗外的風景全給隔絕。這裡成了黑間，連白天

還要打燈照明，實在浪費極了。

一次清理雜物，發現一大張殘舊陽台防曬絲網。想扔掉之際，靈光一

閃，忽然想出一個法子。我把那防曬網四角用繩子繫好，垂掛在窗外。

很神奇，這麼一片老舊輕薄的絲網，居然能擋掉絕大部分陽光的熱

力，窗子玻璃清涼不再燙手。而且，絲網通透，不遮眼，不擋風，我依然可

以享受窗外的美景和清風。這樣的廢物利用實在妙不可言，淋漓盡致。

這使我聯想起上帝的點鐵成金：「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

火，祂不吹滅。」（以賽亞書四十二3）任何一個受傷、殘敗的心靈，只要來

到上帝跟前，祂都能顧惜保護，以愛轉化生命，讓其重現精采。

眼前又是夕陽西下，在這殘舊絲網後面的落日，影影綽綽，卻增添了

幾分詩意。

黃剛
殘舊絲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