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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麗芳愛裏沒有懼怕

我向來多愁善感、膽小迷信，

動輒憂慮恐懼，尤其怕鬼，

惟有跟奶奶去拜黃大仙，又跟人家

到處去拜，望得菩薩庇佑，可是愈

拜愈驚恐。感恩後來認識了耶穌基

督，從此得着釋放，心得平安。

絕處逢生

因我常肚痛、擔驚受怕，當時

未信耶穌的阿嫂便叫我去問米，還

記得那屋子的老人說我裏面有鬼仔，

導致我肚痛。後來我才知，人太憂

愁或壓力大時也會引致肚痛。但當

時那老人說得繪聲繪影，嚇得我趕

緊給她錢送走鬼仔。驚恐下我把家

裏弄到滿天神佛，日拜夜拜，但仍

不得平安，反使我更恐懼和痛苦，

甚至覺得做人沒意思，不如死去。

那時我不知人死後會去何處，

會變成鬼嗎？正當我深感絕望時，

上帝卻為我開出路。適逢深培中學

在我家附近籌辦幼稚園，到二女兒

適齡入學時剛巧趕上成為該校的第

一屆學生，沒想到從此改變了我的

人生。

生命改變

丈夫不想我終日在家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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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參與「天國耆兵」畢業

與大女兒大學畢業時合照

在媳婦受洗當天作者（右一）

與兒子、二女兒（左一）合照

鼓勵我參加幼稚園的家長會，我便

去學習親子、夫妻相處之道等。記

得一次幼稚園所屬的基督教四方福

音會舉辦佈道會，我聽到陳慎芝弟

兄和蕭志剛牧師的分享，才知世上

只有一位真神，就是上帝。「萬物

是藉着上帝造的；凡被造的，沒有

一樣不是藉着祂造的。」（參約翰

福音一3）且陳弟兄曾是黑幫人物，

信主後被上帝改變，重新做人。這

位上帝竟如此真實，更有改變生命

的大能！

自此對基督信仰產生好奇，遂

繼續參加聚會。不過我總覺每個宗

教都勸人向善，故常與講福音的基

督徒辯駁，然而其中一次不知為何

心裏有話說：「我是造物主，你們

拜神主牌的木頭也是從我所創造的

樹木而來；若不是我創造沙土，你

們如何建造房屋！」此話喚醒了我，

其他宗教從沒說過自己是創造主，

唯獨上帝！祂造人愛人，使信祂的

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我為何不

信呢？

堅心信靠

後來有一天，姊夫工作時不慎

從二樓墮下。我很擔心，就禱告說：

「上帝啊！若祢治癒我姊夫，我就

信祢。」沒想到姊夫只需住院數天，

傷口亦迅速痊癒。至此我知上帝是

真神，祂聽禱告！於是我急不及待

向祂懺悔認罪，並接受耶穌基督為

我的救主，把人生交託祂掌管。禱

告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既已

經歷上帝真實同在，我便不再拜菩

薩，更親手把家中偶像棄掉，絕不

讓魔鬼有機可乘。



作者與丈夫在小孫兒

生日時攝

信主後作者（右五）在大角咀嘉年華活動當義工時攝

從此我積極參加教會聚會，學

習真理。大女兒讀基督教小學時已

信主，到我信主時，她給我很好的

信仰材料，幫助我的屬靈生命成長，

我亦在1995年受洗加入教會。

與上帝喜樂同行

有一次我和家人掃墓，往年的

我都積極拜祭，那刻如何向家人交

代不跪拜呢？於是求主賜智慧應對，

祂就教我在墓前低頭開聲祈禱：

「上帝啊！我們的先人已離開世界，

感謝祢給他們有後代，而且祢賜福

給我們，能夠認識祢。今天我們真

是在祢的福氣裏，是祢祝福我的家

人⋯⋯」祈禱後我心平安，感受到

在禱告中既榮耀主名，又讓家人聽

到主給他們祝福，因而不致反感。

奶奶知道我信耶穌後亦不許我觸碰

祭物，還對我說：「你的上帝是大

的，是大神。」感謝主的保護，免

我和奶奶為拜祭事磨擦。

我天天讀聖經，祈禱親近上帝，

向祂傾訴心聲。祂「有憐憫，有恩

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

愛。」（詩篇一○三8）我因感受到
主的愛，以致鬱悶得解，人也開朗

起來。我的改變連未信主的姊姊也

察覺到，她對我說：「以前你總事

事擔憂，心事重重。自從你信了耶

穌，你的笑容讓我感受到是從心裏

發出來的開心，真是判若兩人。你

可知道，以前我很擔心你，常為你

流淚。」姊姊因我的改變而感欣慰，

阿嫂和其他家人更相繼信主，讓我

深刻體會聖經所言：「你要認識上

帝，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

（約伯記二十二21）
現在我知道甚麼是鬼，原來敵

擋上帝的靈就是魔鬼。他蒙蔽人，

要人怕他，不信上帝。其實我們是

屬於上帝的，只要倚靠主就不用怕

鬼怪，祂必幫助和帶領我們的人生。

如今我天天活得喜樂平安，不再擔

驚受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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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寶蓮給雙親的禮 物   

救恩的禮物

每年五月前後，商舖和食肆都

紛紛打母親、父親的主意，推出不

同套餐和禮物，期望打開兒女們的

錢包，花錢做個孝順兒女。惟對孝

順，聖經教導說：「當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

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埃及
記二十12）聖經的孝順，畢竟和坊
間不同，孝敬是讓父母得着尊重。

我自1988年受浸歸主，一直

為父母祈禱，盼望有一天，主的恩

典臨到，他們都能信主，都能受浸，

都能在主的國度得着永生。

2005年，我癌症復發，取了

病假診治。在家時，常跟母親說《中

信》月刊的見證和基督徒的故事，

也求上帝讓我能成功申請提早退休。

母親也暗暗的向耶穌祈禱，若我能

不用退休，繼續上班，她就不再上



作者父母與一眾兒孫、曾孫合照

作者表示其孝敬父母（圖中二人）的方式，

是為他們祈禱、陪伴他們、邀請他們信主、

得着永生。

香拜菩薩。結果，她的祈禱蒙應允。

自從我恢復上班，她就不再拜跟她

七十多年的菩薩。翌年，我的同事

向她傳福音，她就決志信主。

至於父親，1988年他肺結核

復發，二哥勸他戒煙，他一下子

應承，戒掉七十多年的老煙癮。

2007年，父親在毫無先兆下，主

動提出要丟掉家中菩薩，於是我聯

絡教會，到家拆除偶像。之後，教

會定期探訪，為他祈禱；每次祈禱，

都叫他深受感動。隨後，在一次醫

院探病中，在麥牧師帶領下，父親

決志信耶穌，成為上帝的兒女。

洗禮的禮物

母親不識字、不會唱歌、不完

全聽得懂講道內容，但就是愛返教

會崇拜。她一生節儉，不輕易花一

分錢，但每當復活節、洗禮或聖誕

節時，她總作奉獻。她沉默寡言，

不習慣祈禱，說：「不要麻煩耶穌。」

但有一次，因眾多子孫中，已婚的

都是女孫，她盼望飲孫新抱茶，我

就跟她說：「祈禱吧！」結果，她

祈禱，上帝應允。她也學習代禱，

當聽到團契中有團友中風，她被邀

代禱，二話不說，合上手、低下頭，

就開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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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提到洗禮，她都說：「信

就是信，不洗禮。」堅持多年。後

來，母親因急病入院，健康開始欠

佳，甚至有情況惡劣的時候，但她

一句怨言都沒有，反說：「洗禮會

洗，但不知何時？」直到2011年

復活節前，我與母親在平台閒談，

提到洗禮，她說：「問麥牧師啦！」

最後，她在7月10日接受洗禮。

與母親不同，父親很喜歡祈禱。

早上在家踏單車時，我聽到他開聲

祈禱，求上帝賜他平安、健康和自

由行走。他也為身邊家人祈禱，求

耶穌保守母親和我有平安。2012

年9月，父親視力衰退至完全失明，

只能入住護老院，但他沒有失去依

靠主的信心。10月在母親的壽宴上，

當時四十多名子孫齊集，席間父親

着我到他身邊，要求子孫為他的康

復祈禱。在不信的家人面前，他作

了一個依靠上帝、相信祈禱的好見

證。幾天後，他更接受了灑水禮。

永生的禮物

自從父親中風，母親探望他以

後，心情沉重，常擔憂說不知他能

支持多久。後來有一天，她突然着

我帶她到元朗。

我問：「到元朗做甚麼？」

她說：「買東西。」

我再問：「到元朗哪裡買？」

她說：「去到你就知。」

我追問：「買甚麼？」

她答：「買壽衣，一件給自己，

一件給你爸爸。」

三星期後，母親就安息主懷，

回天家了。十一天後，父親也跟隨

母親安息了。父親是因在護老院跌

倒入院，當時他迷迷糊糊神智不清，

仍喊着說：「耶穌陪我，不要離開

我。」這是二家姐親口告訴我的。

後來，他清醒過來，妹妹探望他後，

看到他驚慌的樣子，就打電話告訴

我，要我為父親祈禱。我探望他時，

問他說：「你有祈禱嗎？亅他答：「無

咗耶穌搞唔掂。」（註）

要孝敬父母，方法很多，坊間

在臨近母親節、父親節時也排山倒

海的不斷用廣告提醒兒女：食這、

食那，買這、買那，做這、做那，

叫人眼花撩亂。我孝敬的方式卻不

落俗套，而是為他們祈禱、陪伴在

他們身邊、邀請他們信主、受洗，

在地上享受兒女及孫兒的喜樂，在

天上得着主賜永恆的福樂。

註：是廣東俗語，即沒有耶穌，甚麼事也做不到。

（小乙整理）



鄧英蘭

折翼飛鷹
    活出樂助人生

在別人眼中我的生命屢遇挫折，

然而，我倚靠上帝逆流而上，

折翼飛鷹沒被困住，反積極活出痛

而不苦、殘而不廢的人生。

以愛先行

我還健全的那些年，曾在幼稚

園教書。當知道有學生是單親缺乏

父愛或母愛，為讓他們感受到有人

關心和愛惜，我會自掏腰包買小禮

物如手帕等送給他們，並多關心他

們的需要。

被車輾過後失去左手左腳的

我，痊癒後重新接觸世界的第一步

就是替小孩子補習。第一個學生是

圍村的孩子，他因見我只有一手一

足而感害怕，站在我家門口不願進

來。我雖感慨，惟靠着主所賜的智

慧，我開始給他講故事和玩遊戲。

一星期後這孩子便不再需他姑媽的

藤條，也自動自覺來補習了。我一

向寓教學於遊戲，特別是我所接觸

的孩子，大多有讀寫障礙，用這方

式教導他們是最適合也是最受落的。

比如這孩子經過在遊戲中的學習後，

成績從昔日的負分，大大進步到合

格，令校長和老師們都大感詫異。

實在幫孩子補習，不是我特別

有善心，而是帶着上帝給我的使命，

盼能培育他們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價

作者（左二）轉贈物資給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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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二十多年間我接觸過近百孩

子和家長，大部分都提供免費補習，

若家境較富裕的，我才酌量收費。

其中有一名學生被家人寵壞了，不

聽教，常罵人。有次見他的鉛筆頭

鈍了，便着他刨筆。他以為我只得

一隻手做不到，就說：「你那麼厲

害，你刨呀！」我說：「我刨到以

後你就要自己刨鉛筆囉！」主賜我

智慧，只需把鉛筆刨夾在胸膛就刨

到了，我告訴他：「你不要學我，

因很危險的；姨姨是靠主耶穌幫助

才做得到。」培育這孩子的同時，

我要求家長配合，不可溺愛他，不

可再幫他刨鉛筆，更不要在孩子面

前講粗言穢語等。上帝的恩典與我

們同在，這孩子漸漸信服、聽教。

念小二的他最初來補習時，連自己

的中英文名字也不太會寫，但因信

服我的教導，他的學習態度大為

改善，後來在學校得到「進步神速

獎」，下學期更獲頒「校董會獎學

金」。感恩連他的整個家庭也改變

了。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

助人更自助

2008年我和女兒一起探訪四

川地震的災民，見到有位女孩子跟

我同樣失去了左手左腳。我鼓勵她，

並在她面前又跳又站，從容上落梯

級，教她寫字，剝橙皮，用腳掌剪

指甲⋯⋯女孩終於露出笑容，她

的媽媽抱着我又哭又笑，令我很感

動。我還分享如何油牆漆，打地蠟，

斬雞切鴨，包糉等，又教導需截肢

的災民生活技巧，給予他們心靈輔

導，並且擁抱截肢兒童、女士和他

們的家人。她們哭了，我為她們能

把抑壓的情緒釋放出來而感恩。

為鼓勵災民，我讓母親們觸摸

我的斷肢，告訴她們：「我可以正

作者（後）平
日積極

參與義工活
動

藉着倚靠上帝，作者（左）活出樂助人生。



常生活，你們的孩子也可以，甚至

他們長大後一樣可以去幫助別人。」

我更與女兒在災民面前跳舞，分享

我怎樣單手烹調美食，怎樣一手一

腳照顧年幼時的女兒和中了風的老

爺。災民們聽我分享了多年來如何

活出永不放棄的生命；我為上帝給

我如常人般結婚生孩子的人生竟也

能成為別人的鼓勵而感恩，且將榮

耀全然歸給祂。 

聖經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傳二十35）助人，其實也
是自助，四川之行擴闊了我的眼界

和信心。回港後，我除了繼續做義

工，也嘗試接觸不同羣體，曾有兩

年我以勞福局康復諮詢委員的身分

到政府總署代表傷健人士發聲。為

鼓勵人積極面對生活，數年前我參

與了四日三夜的歷奇帆船之旅，首

天就遇到非常危險的狂風雷暴，我

切切祈求主耶穌止息風浪。感恩風

浪平靜後我們繼續活動，在大海上

游泳、島上行山遠足、在魚排上度

宿⋯⋯我不斷挑戰自己，以身作

則鼓勵更多人：「我靠着主單手單

腳也做得到，你還怕甚麼？！」

飛鷹人生

2011年我獲頒「十大再生勇

士」獎，之後亦獲多間機構頒發多

個獎項。其實當初「再生勇士」甄

選時，正值我收到丈夫的離婚信，

人生跌至低谷；然而，評審團和再

生會給予我的肯定，彷彿是上帝藉

以堅固我的信念，勉勵我再接再勵，

活出熱愛生命和樂助的人生。

自此不同廠商經常送我物資，

比如健康產品、豆奶、餅乾、奶粉、

枕頭、藥油等。我便駕着「戰車」

（電動輪椅）四出探訪，關心老弱

傷殘，把這些愛心包送給有需要 

的人。

感謝主帶領我奔馳香港十八區

做義工，亦領我去過內地很多地方

扶貧助學、作分享嘉賓，又到四川

賑災，也在港、澳、台、澳洲等地

分享心路歷程，參加台灣輪椅舞術

交流⋯⋯傳媒因而冠我「飛鷹」之

名。我祈盼繼續乘着主賜的靈風翺

翔萬里，邁向彩虹。

（何在凡採訪）

作者（坐輪椅者）與女兒（後右二）探訪汶川

地震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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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我們在海港撐起枱腳

甚麼是幸福

你問

我瞇起眼

凝視晨曦在海面灑下光的粒子

在這瘟疫蔓延的日子裏

為一朝醒來尚存的一口氣吧

我答道

啊出爐的核桃提子包

散發着碳烤焦香

傳遞大地五穀新酒的喜悅

遠方有戰爭的風聲

孤兒在頹瓦殘垣中瑟縮

地球溫室效應帶來氣候變遷

溫帶驟起冰風暴赤道下雪北極融冰

森林野火燒遍北美南歐西伯利亞

暴雨洪澇乾旱酷熱兩極化

太陽黑子逐年遞增

地球上沉睡的火山逐一蘇醒

誰是倖存者難說

我握着手中溫熱的咖啡杯

啊能順暢呼吸不是必然

享受當下即上帝的恩賜

能吞嚥就是幸福

我說

文／黎海華                 
畫／何小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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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的

火 焰
香港到處都是高樓大廈，電梯

成了上班辦公或外出買菜的

必經之路。雖說上上落落只有幾分

鐘，電梯正是日常寒喧、增進同事

或鄰舍感情的社交場合。然而，有

時稍不留神，說溜了嘴，不小心變

成搬弄是非，也是讓人頭疼的事。

這天恰巧在等電梯，看到這

年代久遠的告示牌，字跡出現剝

落，原本的如遇「火警」變成如遇

「人言」，而英文仍然完好地寫着

Fire，不由得想起聖經，也將人的

舌頭形容為火。「舌頭就是火，是

我們身體上的一個充滿邪惡的世界，

能玷污人的全身，足以毀掉人的一

生」（雅各書三6，《聖經當代譯本
修訂版》）。
在我們的人生經歷中，或多或

少都曾有過禍從口出的不快經歷。

說出的話，覆水難收，傷害既成，

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修補關係。當找

不到合適的話題時，或者，就用微

笑代替吧。

葡萄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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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翰一書一7）

攝影：Ihnang

無論你或你的家人、朋友身在天涯海角或佇留香港，

《中信》月刊（香港版）都期盼能透過曾經歷上帝大能的見證人，
分享他們奇妙的生命之恩，祝福每一位讀者，

在時代的轉折處帶來鼓勵與盼望。

*歡迎香港及海外讀者投稿，分享上帝轉化生命的信望愛。（請參目錄頁稿例）

*歡迎訂閱或介紹《中信》月刊實體版或電子版，傳遞基督裏的盼望。

掃瞄右邊二維碼即可網上訂閱實體版或電子版《中信》月刊

查詢請致電：2810-9933（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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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父上帝，我從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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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

天父那裏，認識真理，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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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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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後頁）

姓                                        名

郵編



巴伐利亞的 公主

巴伐利亞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

方，湖光山色隨處可見。這

地曾養育過一位美麗活潑的公主：

伊莉莎白．亞美莉．歐根妮，也就

是大家熟知的茜茜公主，她後來成

為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后。

她的肖像、雕塑、紀念品在奧

地利、德國及匈牙利等國隨處可見。

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皇室顯赫近千

年，王族不計其數，但幾乎無人能

如茜茜公主這樣擁有持續不衰的影

響力。

自由自在不愛拘束

她並不是一名標準貴族，其父

對宮廷的嚴格規矩不堪忍受，舉家

搬到美麗的巴伐利亞鄉野森林。孩

子們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茜茜公

主正是在這種普通的家庭氣氛和親

近大自然的環境下成長，直到年輕

的奧匈帝國皇帝弗蘭茨對她一見鍾

情，不顧家人反對，執意娶她為妻，

她才不得已來到奧地利皇宮。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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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後頁）

IV. 請為我以下的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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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豐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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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奉獻表格



孫基立巴伐利亞的 公主

她從內到外，實際上都是巴伐利亞

森林裏長大的自由自在小姑娘，和

其父一樣不喜歡宮廷的禮儀規矩。

她的一生，其實是試圖逃離皇宮的

一生。

我在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克看

到商店裏還有根據她的穿裝喜好，

以現代風格裁剪的裙裝，巴伐利亞

的年輕姑娘還是喜歡穿這樣的服飾

參加傳統舞會。德國雖是一個以嚴

謹著稱的國家，可是人們對自由的

嚮往、對僵化的宮廷規矩的厭惡，

還是通過對茜茜公主的喜愛表達 

出來。

慕尼克不遠處是施坦貝爾格

湖，就是茜茜公主長大的地方，她

的家置身濃密森林中，那裏我們彷

彿依然能聽到她騎馬打獵時無拘無

束的笑聲。成為皇后，也許是她人

生中一個不幸，她本是屬於巴伐利

亞的湖光山色。

宮廷的高雅富貴，秩序井然，

其實隱藏着許多不通人性的枷鎖，

浸潤在大自然中的茜茜公主無法將

自己裝進這美麗的套子裏。她只有

在不間斷的旅行中逃避籠中鳥的生

活，最後死於旅途中的一次刺殺。

她的一生其實是不幸的。

真信仰不要假面具

我們的信仰其實也如同哺育茜

茜公主成長的湖水森林，我們在它

廣闊的胸懷裏成長，應天真自然地

生活，享受天父的愛，但有些人會

試圖將信仰生活變成充滿各種繁文

縟節，人人都得戴假面具的奧地利

皇宮，這樣的傾向無論是在歷史上

還是現代都不罕見。真正懂得天父

恩典和愛的基督徒是不可能忍受這

種信仰形式的。

茜茜公主一直被稱為「世界上

最美麗的皇后」，她在政治上的影

響力很有限，歐洲各國人民懷念她，

不僅因她的美貌，更因為她的純真，

她對自由的追求代表了每個人內心

深處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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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剛鋸 樹

朋友中你是既果斷大方又周詳顧小的一位，不愧為管理人才。

你在郊外買了一幢老洋房，屋外有一棵榕樹，青葱茂盛，旁邊是

一方停車處。你喜歡洋房的古雅寧靜，雖然房價很高，卻毫不猶豫，

一擲千金就買下。你熱情好客，常在府上設宴招呼朋友，分享美食和

歡樂，交流見解和經驗。

搬進洋房後，你發現車子滿是鳥糞，原因是旁邊的榕樹引來雀鳥

聚集，鳥糞從樹而降。朋友建議鋸掉部分樹冠或索性整棵砍掉，以免

車子長期受鳥糞困擾，榕樹在物業範圍內你有權處置。

不過，你沒有立刻行動，多次在樹下觀察思索，希望想出更好的

方案。後來你從觀察中找到答案，鳥糞問題只是短暫季節性，由於榕

樹結了果子，雀鳥在樹上啄吃排便造成污染。只要果期過去，問題自

然消失。

果然不出你所料，不久問題解決了，並不用鋸樹。榕樹依然茂盛。

到了夏天，繁茂的樹冠遮擋猛烈的陽光，保護了車子免受暴曬。

這次不動斤斧的「無為而治」更加堅定你的信念。你曾分享對管理

的看法：「管理者有使用和發展的權利，卻沒有摧毁的權利，摧毁只

代表管理不善。」

你的管理哲學使我想起上帝吩咐人們要治理大地，管理萬物（參

創世記一28）。同樣人類對於大地萬物有使用和發展的權利，卻沒有

摧毁的權利，摧毁只代表人類管理不善。

故
事
一
刻˙

午
間
福
音
聚
會

時　　間： 下午1:15至1:50（網上 zoom及 YouTube直播）

疫情措施： 1. 應政府抗疫措施，聚會將以 zoom 及 YouTube live直播進行。

 2. 最新消息，請留意本會網站 www.ccmhk.org.hk

報名 / 查詢：  6218 7905馮小姐或電郵 lunchcu@ccmhk.org.hk

合辦機構： 中國信徒佈道會、基督教恩臨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日期 分題 內容 講員 講員簡介

4月22日
（五）

音樂中的神奇小子
如何蒙上帝帶領，藉音樂啟發人

思考人生；太太亦同行支持。

戴偉、黃安琪

夫婦

曾三奪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

歌曲的音樂人，《媽媽的神奇小

子》主題曲監製

4月29日
（五）

風浪中的大廚

創立的連鎖餐廳相繼倒閉、負債

纍纍，如何在困境中認識上帝，

靠主得力。

盧思偉先生
從事餐飲業30年，2014年榮獲
青年創業獎。

本季主題：有力前行
疫情爆發已逾兩年，不少人都感身心疲累與無助；經濟逆境中，打工一族更感徬徨丶擔憂。如何有力量走下去？

故事一刻

午間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