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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神」婆
       歸主記

馬寶枝

媽媽馬寶枝是「超級拜神婆」，

家裏有很多神位；且走遍廟

宇拜祭，每逢宗教節日食齋菜，農

曆新年到黃大仙廟求籤，更拜祭月

光、菩薩等。她認為是大佛管理眾

仙，便每年回內地拜祭大佛，一去

數天，甚至通宵不眠的祈求；亦會

吃廟宇給她的「仙丹」，將平安符

燒後沖水喝。媽媽經常發怪夢，認

為是神仙顯靈。

接觸福音

媽媽生於香港，戰亂時失去雙

親，寄居哥哥家中；七歲便肩負許

多家務，吃不飽穿不暖。這些經歷

鍛鍊了她堅強的性格，也富有同情

心。她育有九名子女，又愛錫兒孫；

兒女回報她的愛，是她最大的滿足。

惟她年輕時曾被批只有56歲命，

於是找神仙幫她「續命」，令她更

以為所拜的一直保護她。

兩年多前，基督徒家人每星期

都與她一起看福音影片、讀聖經、

祈禱和唱詩歌，她願意參與，但是

只為讓家人開心，卻不斷重申，她

今生今世都不會信耶穌！後來媽媽

知道耶穌好，卻說與耶穌沒有「緣

分」。她認為天堂有兩邊，一邊是

耶穌的，一邊是菩薩的，自己死後

可去菩薩的天堂。

今年3月中媽媽開始身體不適，

離開醫院時感到有黑影跟着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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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病情反覆，有次看完醫生回家，

不小心跌倒，她說好像有人從後推

她，隨即求問內地的大佛。得來的

回覆是她運程差，未必能渡過今年。

媽媽的情緒變得低落，拒絕祈禱，

不肯聽福音，更認為是得罪了她的

「神」，才引來這些災難。

虛假偶像

之後，媽媽再次入醫院，惟受

疫情措施限制，家人未能到公立醫

院探望。我們感到很無助，只能禱

告。這時醫生竟然轉介媽媽到容許

家人探訪的私家醫院，家人便能探

望、安慰她。後來，病房有人確診

新冠肺炎，她是緊密接觸者，也沒

有接種疫苗，肺部嚴重纖維化。我

們很擔心，惟有禱告，感恩上帝保

護了她。

回家後，一晚半夜，門鈴響了

兩次，媽媽非常害怕，說「有汚槽

邋遢的來了」。原來她住院期間，

經常夢見「細粒女」（她的一位已

故舊友）纏着她，要帶她走，就認

定是「細粒女」來按門鈴，心裏很

驚慌。她再次找內地的大佛，大佛

說她是被「鬼攪」，要立即為她做

法事，至法事完成，便說安全了。

哪知門鈴是鄰居小朋友貪玩按的，

並不是被「鬼攪」。這事讓她看到

大佛的虛假！

歸信耶穌

五月初的一個早上，媽媽突然

說誰也不信了，又說大佛幫不到她，

惟有信耶穌。她對耶穌說：「耶穌，

祢能力很大。」我請她祈禱決志，

她竟然願意！當日下午，她說有黑

影纏她，且更大、更惡。她曾對黑

影說：「我不會跟你，要跟耶穌。」

之後那黑影就消失了。

媽媽穿上孫兒送的過年新衣

家人與媽媽到戶外燒烤

年輕時的媽媽



媽媽離世前數天，在家突然喃

喃自語，神情驚慌，指那個更惡的

來了並對她說：「我要折磨你，令

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媽媽求

牠不要再折磨她。我告訴媽媽：「不

用怕，牠是欺騙你的，要令你害怕，

不敢離開牠，生命的主權是在耶穌

手裏，牠帶不走你。」跟着媽媽像

是突然醒悟了，於是我立刻奉主的

名將牠趕走，之後她平靜休息了。

5月24日早上，媽媽突然高興

地說見到耶穌來接她去天堂，我問

她是否真的見到耶穌，她清楚表達

「是」，又表示耶穌剛才還在這裏。

之後，她身體雖然非常虛弱，卻變

得平靜；臉上那份既平安穩妥又喜

樂的樣子，絕對不像要離世。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創世記十八14）媽媽曾表示希望
自己離世時，所有家人能在身邊，

可以在家離世，而且並無痛苦。上

帝一一答應了媽媽這三個要求，才

接她走，實在感恩。我們都期待將

來在天家再與媽媽重聚！

（思懷採訪）

到那日，人必說：

「看哪，這是我們的上帝，

我們向來等候祂，祂必拯救我們。」
（以賽亞書二十五9，《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攝影：Da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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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n

相逢
   原來曾相識

多年來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逢

幫助人時遇到困難，或自己有

解決不了的事情，我總會望着蒼天，

懇求天上的神指引我。有一天我心

裏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想知道一直

以來幫助我的這位神是誰？便對着

上天說：「我很想知道祢是誰？」

與主相認

一星期後，我探訪一位朋友，

他是我十多年來一直幫助的人。其

實他本質不壞，只因受朋輩影響才

染上毒癮和犯事。我多麼希望他可

以重新做人！那天我在他的家，無

意中聽到他與一位牧師的電話對話，

這位朋友隨口便答應牧師去教會聚

會。掛線後卻告訴我，他壓根兒沒

想過要去，只是敷衍牧師而已。我

立即提醒他不應撒謊，要守承諾。

豈料他說：「如果你去，我就去。」

如此便造就了我生平的第一次上 

教會。

記得那天我和這位朋友一起參

加教會的崇拜，聚會中有唱詩歌環

節。奇妙的事就在此刻出現了，因

所唱的每一句歌詞正正是我一直勉

勵這位朋友時所說的話，可說是一

模一樣的。那刻我實在忍不住了，



盈眶熱淚不斷湧流！我終於知道多

年來幫助我的「神」是誰，原來就

是創造宇宙萬物、慈愛的天父上帝。

我激動落淚除了終於知道祂是上帝，

還因為祂多年來竟藉着我的口去勸

勉這位朋友！

之後我決定繼續上教會，希望

更多認識上帝。我記得前夫的弟弟

是基督徒，就聯絡他，於是小叔帶

我到基愛堂聚會。經過一段日子的

參與，我與牧者和弟兄姊妹開始熟

絡，因他們的熱誠關懷，使我這個

獨居者倍感溫暖，漸漸把教會當作

自己第二個家。感謝主領我來這裏

學習真理，屬靈生命得以成長，聖

經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

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
音三16）我願得着這份救恩，就認
罪悔改，求主帶領我餘下的人生，

並於2021年受洗加入教會。從此

每晚向上帝傾心吐意，享受與祂親

近的時光。主啊！我永遠愛祢。

關係修復

從小我就渴望自己將來可以建

立一個溫馨的家，於是18歲中學

畢業後就結婚。然而，我的婚姻並

未如願幸福美滿。丈夫雖然各樣都

好，可惜後來嗜賭如命，在屢勸不

改下，最終我惟有選擇離婚，至今

差不多已二十年了，女兒和兒子亦

已長大。回顧過去，當時兒子是交

給前夫撫養，女兒就由我負責，不

過當時我要為生活奔波，所以把她

交由我媽媽照顧。教我最遺憾的，

是沒能親眼看着一對兒女每天成長

的過程，而女兒對我的不了解，更

令我感到無奈與心痛。多年來我一

直希望能與女兒修復關係，信主後

作者（中間戴黑色口罩者）在洗禮日與親友及教會弟兄姊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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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切切為此禱告，懇求天父讓我們

母女倆可冰釋一切。感謝主垂聽了

自己恆切的呼求，這心結終在我受

洗當天解開了。

那天女兒和親友們都來觀禮，

過程中女兒喜悅地對她的叔叔（我

前夫的弟弟）說：「很開心見到媽

媽信主後的改變，她比以前開心多

了⋯⋯」當小叔把她的話轉告我後，

令我大得安慰，深深感受到女兒對

自己的關心。原來上帝一直在動

工，只是等待合適時機來成全我的

心願。洗禮當天女兒對我的態度、

眼神，都讓我接收到她對我的愛。

後來我倆更有機會深入傾談，彼此

了解對方的難處。我看到她長大了，

實在為她的成長、成熟而感恩。難

得的是，我們重新建立了親密的母

女關係，終於能夠等到這一天，內

心的喜悅和對上帝感激之情實難以

形容。

主賜平安

此外，雖然與前夫分開多年，

但是奶奶仍掛念我。因此每當有空

時，我便常去探望老人家，同時亦

可和兒子相聚。為了陪伴奶奶和兒

子，我間中也會在前夫家小住數天

或一段時間，期間與前夫相處融洽，

如同朋友。他已經沒有再賭博了，

感謝主。

上帝不但改變了我和家人的關

係，祂更改變了我怕黑的心理。記

得我最初搬到獨居單位時，曾經在

家裏看見邪靈，驚恐之下便搬去與

一位女性朋友同住，足有四年之久。

信主之後，我知道上帝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有祂同在就不再懼怕。

於是我勇敢地搬回那個獨居單位，

倚靠上帝滿有平安地生活，兼且不

需再亮着燈睡覺了。感謝主愛我，

賜我新生命，因此我常向人傳福音，

希望更多人認識上帝，得着救恩。

（何在凡採訪）

作者（左一）與教會姊妹郊遊時合照

作者（左一）為主幫助她與女兒（右二）

修復關係感恩。洗禮合照中還有作者

的姊姊（左二）及作者的女婿（右一）。



我在美國攻讀會計，於1997年

回港做執業會計師，因我感

到上帝要我在香港做些事。當年我

在一間大會計師樓工作，每年升職

加薪，生活順遂。我便問上帝：「祢

要我的人生就這樣過嗎？若祢有甚

麼使命要給我，求祢顯明心意。」

尋求使命

後來上帝安排一向喜歡接受挑

戰的我，從商界轉到非牟利機構

（NGO）做行政、會計及策劃的工

作。社福機構的運作與商營公司很

不一樣，許多時要學習憑信心去作。

當時機構有不同類型事工，以服侍

不
一
樣
的
會
計
師劉

錦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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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需要的人，總幹事便叫我去觀

摩各項事工。

其中一項是監獄事工。主耶穌

說：「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參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35-36）原來我

們去探那些耶穌所愛的人，就等於

探望耶穌。我決定跟同事去探監。

一般人探監是隔着玻璃見囚友，但

我們是以宗教班方式申請，可以直

入監倉的活動室。首次探監，我心

情緊張，生怕會遇到惡人。但我們

接觸的囚友都很友善，說話聲量也

小；不過看上去個個都無精打采，

也許是因為被囚禁得太久吧。

認識他們之後，我發覺每位囚

友都有造成他今天要坐牢背後的故

事，不宜妄自批評。所以，我會對

他們說：「不錯，你們犯了地上的

法律，要坐牢；我們呢？基督徒不

是上帝，我們也是罪人，犯的是天

上的律法，需要接受耶穌基督的救

贖。」記得我第一次在獄中分享福

音後，有兩位囚友願意信主；第二

次去又有囚友信主，以後每次都如

是。於是我問上帝：「祢是否對我

在這裏的工作有特別心意呢？」在

等候上帝回應的同時，我繼續參與

監獄探訪。

謙卑候命

期間我遇到一位目不識丁、連

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的囚友。他每

次都很留心聽牧師講道，我們便邀

請他信主。他竟說：「我不只要信

主，還想做牧師。」我頓感愕然，

甚至有點不屑，一個連聖經都看不

懂的人居然想做牧師！當我有這

樣的想法時，主耶穌立刻責備我：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

必升為高。」還說：「在人這是不

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馬太
福音二十三12，十九26）上帝彷彿
在說：「若我要他做牧師他就能做，

這不關你的事。」當時我慚愧得無

地自容，趕緊求主饒恕：「上帝啊，

我尊重祢的決定，如果祢想他當牧

師的話，我相信一定可以。」

就在我轉念的這刻，監倉的窗

外突然有一道陽光照射到我的頭

上，令我毛骨悚然，感覺是上帝告

訴我，要去服侍更新人士。那天我

很開心，因終於知道上帝給我的使



命是甚麼！但要如何落實呢？仍需

等待祂進一步指示。我就繼續禱告

和探訪囚友。

可是，等了六年，仍沒有收到

落實的指示，我有點氣餒。於是重

投商界，管理一個會計部門，但愈

做愈覺得這不是上帝要我行的路。

我惟有持續禱告求問祂的心意。兩

年後，一位曾是律師的過來人聯絡

我，問我有沒有辦法協助更新人士

重投社會工作。我當然樂意幫助，

便嘗試為他們物色不同類型的工作，

但一直沒有成功。

實踐使命

最後上帝指示我創辦會計師樓，

「導航會計」因此在2013年成立。

我們的使命是藉提供就業機會，在

工作場所與更新人士或弱勢羣體

（如特殊障礙［SEN］人士）同行；

並以提供優質專業服務為工作目標，

激發他們尋求生命轉變。我們曾聘

請了32位更新人士，他們都希望

在會計師樓這個重視誠信的職場，

重建自己的信譽。我們會幫助他們

重建自信心和人生方向，讓他們從

昔日的困境或跌倒之處，重新站起

來，在這個平台上為社會作出貢獻，

最終能重新融入社會。

我真正體會到上帝的意念超

過我們的意念（參以賽亞書五十五

8-9），祂要給人有更新生命的機會，

因為祂愛世人。有些客戶專誠來找

我們，因他們曾被公司的會計做假

賬欺詐，希望藉着更新人士過去的

經驗，幫助他們找出賬目中的漏洞，

以黑制黑。我身為會計師卻從沒想

過，上帝可以如此作事，讓更新人

士回饋社會。祂的作為實在奇妙。

上帝將祂的心意透過「導航會

計」與更新人士分享，使他們可以

融入社羣和貢獻社會。他們又藉着

參與我們的社關工作（如派免費飯

券給基層勞苦大眾）去祝福更多的

人。最重要是，他們在這個職場平

台有機會認識愛他們的上帝，踏上

充滿盼望的人生路。

（本文是劉錦泰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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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

刻」午間福音聚會分享。內容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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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阡陌文學工作室總監，資深文字工作者。）

文／黎海華 
畫／何小貞

掘寶

甲：你在挖甚麼？孩子

乙：小蜈蚣

甲：別給咬了

乙：我裝入盒子裏

甲：他有許多隻腳

乙：我帶回家數

甲：哇又捉了一隻金牛

乙：要帶回去玩

甲：你在挖寶

乙：甚麼寶

甲：知識

丙：阿姨你在挖甚麼

丁：挖我的根

丙：甚麼根

丁：歷史

戊：婆婆你在敲甚麼

己：我的腦袋

戊：它鎖着哩

己：我找不到鑰匙

戊：你不記得嗎？

己：我的記憶藏在裏面

戊：你忘記自己從哪裏來

己：我迷路了不知道自己是誰

戊：你遺失了寶藏

庚：孩子你掘到甚麼

辛：貝殼

庚：它打自哪兒來

辛：海洋深處

庚：你怎麼知道

辛：我貼耳聽到遙遠的濤聲

庚：那是故鄉的呼喚

辛：原來它儲存了原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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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小乙愛心是莫以小而不為

近年香港社會變遷，壓力高升；

疫下三年，五波疫情措施，

普羅大眾都吃不消，嚴重的甚至出

現情緒困擾。一位經年送贈《中信》

月刊給街坊鄰里的弟兄感喟說：「這

幾年，我所接觸的人許多都在無力

感中，無方向、無盼望，極須找到

依靠！」

別小看微小的關心

曾健恩弟兄每月都會送《中信》

月刊給街坊朋友，例如：報紙攤販。

他會上前打個招呼，交談幾句，放

下就走。他愛在刊物每月新出版時，

探朋友般與街坊寒暄幾句，然後送

上月刊。幾個月後，那位報販問他：

「你叫甚麼名字？這本書很好，好

嘢嚟啵（廣東話，意即好東西）。

我看了幾個月，煩躁少了，情緒好

了，多了與人傾談。」聽他這麽說，

健恩順勢邀請他去教會，他以工作

忙碌推卻。後來彼此熟絡了，每次

送上月刊時，大家都會閒聊起來，

有次報販跟他約定：「我退休後就

去教會。」健恩送給報販的，不僅

是一本刊物，也是一份不求回報的

關愛。令他意外的是，一次他在教

會聚會中分享，提及這位報販，聚

會結束後，一位姊妹趨前向他介紹

身邊的朋友，竟就是報販的妻子，

她已經開始參與教會聚會了！

健恩也會在茶餐廳用餐時，送



曾弟兄（左）與在太原街的小販

檔主均樂於分享福音

路旁的報紙攤販，以至

每位香港人也是上帝所

愛的。

給招呼他的伙計。有兩次經歷令他

難以忘記：「我已在那間茶餐廳派

刊物多年。有一次，我正送上新一

期月刊給一位女伙計，她接過後就

直指是我送這本書給她弟弟看，之

後弟弟整個人都變了，現在更去教

會了！」另一間茶餐廳裏有一位長

頭髮、纖瘦身型、滿臉愁容的男伙

計。健恩在心裏祈禱：「上帝啊，

我要怎樣才能跟他分享？」祈禱過

後，吃完東西離開前，健恩走近他

說：「好似未見過你，送本書仔俾

你睇啦。」一個月後，健恩帶着新

出版的月刊去那茶餐廳找那長髮伙

計：「長毛哥哥呢 ?」有伙計回答：

「他有事入了醫院。」半年後，健

恩聽到他離世的消息。當時，有一

溫柔的聲音安慰他說：「健恩，他

認識我。」雖然不知道是哪一期月

刊的內容讓他認識了上帝，但他知

道無論是哪一期、哪一個見證，都

述說着同一位上帝。

困疫更需傳遞暖意

受疫情影響的這幾年，人們不

論因害怕被感染，或是受防疫措施

所限，彼此接觸少了、距離遠了、

心靈沉重了！健恩感受到在這年代、

這環境、這氣氛下，人需要確實的

安慰和依靠。他也經歷到，在天父

的掌管下萬事都互相效力，為叫人

得益處（參羅馬書八28）。

健恩家裏養有狗隻，在遛狗時

「狗友」彼此碰面，不期然就講「狗

經」（分享養狗經驗），他便遞上

某期《中信》：「給你看一個有關狗

的生命故事。」接着也分享自己與

寵物狗狗的故事。交流間，有「狗

友」仍然為幾年前突然離世的狗自

責、傷感，健恩安慰說：「面對生

命，人能夠做的很少，就算醫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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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商戶都樂意在他們

的店鋪內讓客人免費取

閱本刊

幫不了。你已盡力，牠也不想主人

不開心。而狗是上帝創造的，主權

在祂。牠雖然離開，卻是回到創造

牠的上帝那裏。所以你可以為牠祈

禱。」感恩，對方因此得了安慰。

上帝感動健恩和一些弟兄姊妹

堅持在疫下繼續關心身邊的人，送

出刊物。豈料，總結下來，這幾年

送出的刊物比以往還多，達每月

1,600至1,800本。當然，數量不

重要，重點是他們盼望藉此向人傳

達上帝的愛。健恩笑說，他們沒口

才、沒技巧，也沒有十足的勇氣，

只單純地付出一顆心，願意隨時隨

地，憑一句簡單的問候祝福，遞上

一本刊物，相信上帝施恩的手會賜

福接過刊物的人。

守着分享信仰的初心

健恩回望自己的人生路，雖然

起起跌跌，也曾經陷入低谷，但因

相信並倚靠上帝，都一一走過，使

他更珍惜成為上帝兒女這身分。因

此，他心裏常有一團要跟人分享福

音的火。「最初我不知道可以怎樣

與人分享福音，是傳道人說可以藉

派發《中信》月刊開始。就是這樣，

直至今天已持續了二十多年。」他

回憶說：「起初送給身邊能遇到的

人，就如報紙檔攤販、居所樓宇的

看更、外出用餐時茶餐廳的伙計，

或只有一面之緣的人，如的士、巴

士司機等。但不是人人都願意接受，

有的是回以怒目、拒絕，或將月刊

擲向牆壁，甚至暴力對待！」他面

無難色反而欣悅的繼續說：「然而，

當我不氣餒，願意堅持下去，會看

到上帝在開路。」

原來，由於《中信》是月刊，弟

兄姊妹可持續每月派發新一期，從

而漸漸與派送對象建立起關係，由

介紹自己，分享見證，慢慢就將福

音傳開了。他更說：「月刊裏面都是

真實的、鮮活的人生見證，總有一

些見證能與讀者自身的處境產生共

鳴，成為安慰、啟迪、幫助、鼓勵。

所以，只要持續的派，總有一天能

看到上帝在人身上的賜福。」



（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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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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鵑 花 開
     白 雲 山 谷

白雲山是廣州北部的一座山，

旁邊有一所以教授各國外語

聞名的大學。我曾經在那裏讀書。

讀書時朝窗外望去，就是綠色的白

雲山，不時有羽毛繽紛、尾翎飄逸

的山中奇鳥在校園草坪上覓食。校

園後面有一條上山的小徑，在小徑

上行走，會聽到潺潺水聲，一條小

溪在林間跳躍，這條小溪名為「相

思河」：它流下山後，會穿過大學

的校園，年輕的情侶們常常在河邊

散步，由此而得名。

回憶中最美好年華

走上一個小時，就可以看到半

山腰有一個蔚藍色的水庫，湖邊的

水杉姿態奇特，根部浸在湖水裏，

湖水在太陽光的反射下呈現不同層

次的藍綠色，湖的周圍是綿延的樹

木山峯。湖邊常常看到年輕的大學

生在一起野餐、彈結他、唱歌、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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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鵑 花 開
     白 雲 山 谷

聊。湖邊因地形曲折，每一羣人都

可以找到一個相對私密的小地方，

在樹蔭的環抱下，談天說地，享受

周圍的湖光山色。每到春天，滿山

杜鵑花，在春天的細雨中盛開，讓

山谷變成彩色。

我的許多週末都在這裏度過，

那時我們有幾個同學是基督徒，我

們常常帶上聖經，一起在這湖邊，

一同讀經以後，就順帶在這裏野餐、

唱聖詩，直到夜幕降臨才回校園。

那幾年的時光是我青春回憶中

最美好的日子。我們都正當十八九

歲，對周圍的景色有最美好的感受

力；我們也正當青春煥發、心中坦

蕩的好年華。

現在，多年已經過去，在那個

湖邊唱聖詩、讀聖經、心無芥蒂地

交談的年輕人大部分都已經有家庭

事業。但是，當我們相聚，那種純

真的感情一點都沒有改變，彷彿我

們又回到了青春，在湖邊談論上帝

的美好時光。

美好生命時光的象徵

「願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

這句話在這羣人身上真的成為了現

實。我們大部分人依然是基督徒；

在物欲橫流的社會裏，都持守了誠

實正直的基督徒生活原則。我們依

然常常聯繫、為彼此祈禱、滿心歡

喜地看着彼此第二代的成長，也將

信仰的種子傳給了自己的孩子。我

們當中也有人經歷了苦難，如配偶

的早逝、事業家庭的挑戰，惟大家

都以禱告彼此支持，直到柳暗花明。

每當回憶起這羣年輕時代的基

督徒朋友，我就會在心中深深地感

謝上帝，祂以神奇的方式讓我們相

識相知，以信仰彼此連接。白雲山

的杜鵑花開也是我們生命中美好時

光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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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剛交 換 禮 物

聖誕節快到了，學校裏將舉行派對和交換禮物，這是小學裏每年隆
重的節目，小伙子期待派對豐富的美食和交換得到的神祕禮物。
「請大家用零用錢預備一份價錢約七十元的禮物，在派對上跟同

學交換。大家要用心預備，希望大家能收到好的禮物。」老師說。
一個小女孩回到家拿了自己的錢，急不及待要媽媽陪她去買禮物。

她在玩具店轉了幾圈，左挑右揀，覺得大熊娃娃最好，可是太貴了，
就是小號的熊娃娃價錢也超出限額。母親見女兒喜歡，給了補貼，就
買了小號熊娃娃。小女孩滿意自己為同學預備的精心禮物，相信自己
也將得到同樣的精心禮物。
聖誕節到了，課室一角堆了一個禮物小山，是小伙子預備用來交

換的。派對的壓軸節目到了，小伙子興奮地期待拿到好的禮物。老師
抽籤，抽到誰誰先挑禮物。小女孩抽到最後一籤，是剩下一份包裝簡
陋的禮物。
回家拆開，是一塊魔方，魔方上六彩的貼紙有些刮花，有些褪色，

分明是舊玩具；而且魔方的軸心生鏽，不能靈活扭動。
小女孩傷心失望，向母親連連哭訴，覺得那個給魔方的同學太可惡，

欺騙別人，又埋怨自己太愚蠢。
母親安慰道：「媽媽非常欣賞你的用心，為別人預備最好是對的，

也許那個同學沒有零用錢買禮物，也許他真的欺騙別人，但是不要因
為別人的不好而失去自己的善良。我也預備了一份禮物，要跟你交換。」
話畢，拿出一個毛茸茸，又大又精緻的大熊娃娃，換了那塊壞了

的魔方。女兒轉悲為喜說：「謝謝媽媽，您將最好的換走最壞的禮物。」
聖誕節耶穌降臨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祂要跟我們交換禮物，是

以祂的義換走我們的不義，領我們到上帝面前（參彼得前書三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