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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而立，因信而行 

周信宜執事 

 

想起憑對神的信心，而勇敢向前作出跨越的一步，大家會想起什

麼經歷？ 

 

亞伯拉罕因為對神有信心，所以離開自己的家鄉吾珥，去神帶領

他的地方，這是很激勵的見證和行動。而這個行動也帶給以色列民族

重大的影響。不知道當時亞伯拉罕的心境會是怎樣？如果聖經作者或

亞伯拉罕能親自描述就更好了。 

 

其實信心很影響心境和心情。作為父母當然為子女的成長而掛心，

也祈求神帶領他們的成長，這也是信心的學習。我的女兒剛剛於十月

結婚，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回想她在成長的過程中，作為父母的我

們也學習信心的功課。 

 

記得女兒在中二的成績是全級倒數的前幾名，結果需要見副校長

並安排試升中三。那階段她不喜歡溫書，也很不認同香港的教育制度，

所以我們為她感到擔心。當時有位移居到北愛爾蘭多年的舊同學向我

們 提 議 讓 女 兒 入

讀當地的學校。初

時 女 兒 並 沒 有 意

欲離開香港讀書，

但 後 來 為 了 逃 離

香港考試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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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都嘗試申請到英國讀書。 

 

當時我們沒有找升學代理協助報讀學校，只申請了舊同學推介的

兩所中學，心想若其中一間學校願意收讀，就去英國讀書，不然就留

在香港完成中學，我們一家把事情交托神的帶領。 

 

結果竟然其中一間學校願意接納申請，於是女兒便到英國完成中

四至中七課程。中七畢業後希望能回港升讀大學，起初沒有一間大學

給予學位或有條件收錄，當時心情也很緊張，但我們一家仍然學習信

心的交托，結果唯一一間大學竟然接受她的申請。除了學業之外，她

在工作、婚姻、租屋等等....都經歷神出人意外的安排。不單止女兒的

經歷，其他家人也同樣體會到神奇妙的保守和帶領。 

 

經過了這麼多的事情後，自己對神的信心漸漸建立起來，心理狀

態是越來越安心，深知道無論結果是怎樣，神都在帶領和看顧，心境

就更加舒暢。我感受到有福不是因爲祈求能得著，有福是因經歷神的

帶領而對神有信心，從而在內心擁有一份平安和幸福的感覺。 

 

我在工作上接觸很多有人生各樣困難的個人或家庭，我常常把自

己代入他們的處境中，常常自問若我是他們，我會有什麼心境？我會

怎樣面對他們的困難？ 

 

因為我信得過神的作為（包括祂的帶領、對我及世界的關顧，為

我們準備天家等）所以我感到有希望、內心有平安、有毅力堅持下去，

感到生命的實在、意義和價值。我希望這些有困難的人都擁有我同樣

的心境，可惜他們大多都不認識神，對神沒有經歷，更沒有對神的信

心，所以內心常因各種困難而失去平安，更甚是失去希望，整個人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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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深淵。但願有更多人能認識及經歷神，從而對神有一份「信」心。

面對相同的困難，因著對神的「信」而有另一種心境。 

 

2019 年開始，教會將開始兩堂大堂祟拜，我亦憑信心嘗試開設

啟發課程，期望與那些有興趣探索生命的朋友，建立對神的認識和「信」

心，願大家全教會一同踏上「信」之旅，迎接教會在 2019 年的更新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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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體驗耶和華以勒---張育珍傳道專訪 

何麗坤 

 

張育珍傳道(下稱張姑娘)自 2001 年開始在富浸事奉至今已十七

年，今期《家訊》專訪這位資深的傳道人，讓她分享信主以來在信仰

上的成長與事奉歷程。 

 

信主及成長路 

張姑娘是生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就讀中學四年班時，鄰座的同學

喜歡唱歌，其中一首名為“我不知道誰掌管明天”的詩歌尤其吸引她，

在鄰座同學邀請下，她參加了教會團契，同學的姐姐是傳道人，向她

傳福音，一句“耶穌愛你”使她深受感動，於是決志信主。 

信主後，張姑娘持續參加教會的青年團契。開始就業後，她搬到

妹妹家中居住，因離教會不遠，得以參加教會晚間的主日崇拜，並得

到教會師母的悉心栽培，例如領著她一起靈修，於是她的靈命漸長。 

 

一個禱告，一個諾言 

其後，張姑娘想繼續升學，母親擬送她到英國去，但她本人卻不

欲出國，反而想到本國的首都吉隆坡升學，因那裡有相熟的宣教士可

照應; 於是她暗中申請到吉隆坡讀書，又為此向神禱告並許諾說：「若

神應許此事，將來(若干年後)願奉獻作全職事奉。」結果，神應允了

她的祈禱，在飛往吉隆坡的前一天晚上她才把決定告訴家人，家人要

反對卻是為時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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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現承諾 

畢業後，張姑娘工作了七年，期間，她參與教會事奉，也做過其

他義工，如探訪孤兒院等，試圖逃避委身作全職事奉，但心中的感動

卻越來越大，最後只得順服。張姑娘本想到新加坡讀神學，但其教會

的師母和創辦人均為香港人，師母為她安排到香港讀神學，甚至是由

香港的牧師親臨進行面試，無需她到香港去，一切皆由師母安排妥當，

這跟之前她瞞著家人自行安排到吉隆坡讀書一事截然不同。 

 

初到香港 

1987 年張姑娘初到香港讀神學，最大的困難是中文，雖然小學

時她學過中文，也操流利華語(普通話)，但書寫中文對她來說卻十分

困難，說粵語也是很大的挑戰; 她分享一件往事：「在神學院第一次

帶領半小時祈禱會，竟超時一倍，因為我說得很費力，先以英文構思，

然後轉化為中文，再以粵語說出來，過程十分艱鉅。」加上香港生活

節奏快速，空間狹窄，令人有窒息的感覺，跟她在馬來西亞的生活大

大不同，需要頗長時間才能慢慢適應下來，並逐漸克服語言上的困難。

多年後的今天，張姑娘已成了地道的香港人，粵語成了她的第一語言，

相信是她最初踏足這片土地時始料不及的呢！ 

 

憑信經歷神的供應 

來香港讀神學前，張姑娘母會的師母開出了一個條件：就是要變

賣所有財產，單單接受教會經濟支持。可是，母會的經濟支持其實並

不充足，不但不夠錢買參考書，甚至連日常的飲食也不足，她曾試過

多天只靠吃葱油白飯度日，生活相當清苦。但在神保守帶領下總算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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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四年的神學課程。 

 

然而，當時張姑娘仍然未作好當傳道人的準備，雖然母會師母安

排了差會想差派她出外宣教或回母會牧會，但她卻選擇了留在香港修

讀第二個神學課程，從中再摸索自己的前途。由於母會不再提供經濟

支持，生活更見艱苦，第一年課程尚未完成，幾乎連學費也交不出，

不得已只好考慮輟學，但在關鍵性時刻，神學院辦公室忽然找她，給

她一張不知是誰開出的支票，金額雖然不算很大，但足以讓她支付學

費; 那位不願透露身份的捐助者更承諾，每月將會開出相同金額的支

票支持她，直到她畢業為止。到很後期，張姑娘才得知該捐助者是第

一家神學院的一位師姐，她被神感動而作出此愛心行動，此事讓張姑

娘深深體會到：「不要看眼前和手中擁有多少，單單信得過神的供應，

同時，生命承載著很多恩典和分享！」 

 

富浸事奉十七年情 

完成前後七年的神學課程後，張姑娘開始在香港牧會。2001年 9

月底轉到富浸事奉，初期主要服事兒童和婦女，其後又參與禧年小學

的學生事工，其中有五年時間負責學校功課輔導班，每星期一至五、

每日五班學生，她需要負責找導師和一些行政工作，若導師臨時有事

缺席，她則要親身代導師工作，此事工費時不少，佔了整體工作的五

分之一的時間。問到她可有成效？張姑娘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最近

遇見一個當年功課輔導班的學生家長，當年母子二人皆未信主，現在

得知家長本人已受浸，在外國求學的兒子也已信主，所以我們所做的

不少是撒種工作，不是一時看得見果效的，在婦女區的工作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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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這對母子，張姑娘深表欣慰。除了一直在婦女區事奉外，張姑娘

也曾參與長者事工，尤其是同工人手不足時。  

 

問到張姑娘過去在教會多次出現同工人員更替、人手不足時，她

的工作不免更為吃重，如何紓解工作壓力？張姑娘提供的妙方是：「第

一，找人傾訴及徵詢資深牧者的意見; 第二，給自己安靜禱告的時間; 

我向來慣於安排時間靜修，在困難的日子更是不可缺，神給我的信息

是”神與我同在，恩典夠我用”，於是心中的懼怕得以紓緩。」 

 

未來新方向 

2018 年將盡，在未來一年，張姑娘計劃在哪方面事奉主更多？

她表示：「除了真理教導和門徒訓練之外，也想讀下書，學下烹飪……」

正如張姑娘最喜歡的一首詩歌---就是她信主前第一次聽到的詩歌

“我不知道誰掌管明天”一般，因詩歌中帶著盼望，把每一天交托在

神手中，心中安然，她相信在神眼中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素質，可以按

著各人的恩賜服事主。 

 

教會明年的方向和發展 

談到教會明年的年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張姑娘說：

「此年題很好，尤其現時堂主任蔡牧師在傳福音上特別有恩賜，可以

帶動全教會，挑旺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志。富浸的福音對象很多，因

可接觸到有很多學生、家長和街坊。但傳福音不能單靠個人去做，也

需要凝造一種氛圍，由教會、小組等共同參與推動，弟兄姊妹彼此分

享激勵;另外，傳福音也不單是口傳，也是行動，即以日常生活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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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和影響他人。」 

 

明年富浸開始舉行兩堂崇拜，教會最需要在哪方面裝備以配合？

張姑娘指出，現時最大的困難是普遍信徒的信仰基礎較薄弱，遇上挫

折容易跌倒，因此需要加強栽培裝備。 

 

最後，張姑娘以精簡的一句話勉勵富浸眾弟兄姊妹：「繼續加油！」 

 

結語 

張姑娘在富浸事奉多年，當教會多次經歷人事變更、動盪不安時

仍堅守崗位，並身兼多職，勞心勞力地服事教會和弟兄姊妹; 在她的

信仰歷程中，憑著對主的信靠順服得以體驗神豐富的供應，跨越一次

又一次的難關，這誠然是值得富浸眾弟兄姊妹敬佩和效法的。願主在

前路上繼續引領及賜福予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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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推石》  

冼偉傑 

 

 

關於事奉，看到即時果效的時候不需要「信心」。 

 

如果你正在默默付出，卻看不到預計的成果，這就是最好時機去

引證你對上帝的信心！因為看到果效的時候，我們不需要信心。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在某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上帝出現在他面前，要他去

推門口的那塊大石頭。這個人認真的遵照上帝的話去做，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他用他的肩膀抵住那塊大石頭，用盡力氣去推。每天晚上

當他回到住處，都已經精疲力盡。幾年過去，這人覺得他好像是在白

花力氣，因為這塊大石頭好像動都沒動一下。 

 

這時候，魔鬼來到，並告訴這人說：「你已經推了這麼久，石頭

根本沒動一下，以後也不可能動的。」魔鬼的話讓這人覺得自己真是

個失敗者，他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任務。這個人極為沮喪，來

到上帝面前。他問上帝說：「天父啊！我為您作了這麼久的工，卻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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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動不了那塊大石頭，我到底什麼地方做錯了？為什麼會這麼失敗

呢？」 

 

上帝慈愛地回答他說：「孩子！我要你為我作工，是要你用力去

推那塊石頭。我從來沒說過要你移動它呀！」「這些年來你做得很好，

怎麼說失敗呢？你看你自己，手臂肌肉粗壯，肩膀厚實，能力比以前

強多了。」 

 

上帝繼續說：「我也要藉此鍛鍊你的信心，要你完全信靠我的智

慧，而不是倚靠自己的聰明。你不用去移動那石頭，因為那是我的事，

我會自己去移動它！」「現在，把你鍛鍊好了，也就是我移動那塊石

頭的時候了！」 

 

這些年來我真實的經歷上帝一直在默默的工作。例如帶領禧年小

學畢業生團契，到了團契走到第四年的時候，眼見弟兄姊妹返團契依

然只著重玩樂，我感到氣餒。 

 

那時，我反省及提出是否導師們的教導出了問題。我為此扎心，

因為天父差派我們作管家，我們實在須要盡心餵養祂託付給我們的小

羊。及後，我調整自己負責的週會內容。那一年，我製作關於青少年

埋身問題如讀書、金錢和愛情，兼備信仰基礎的週會內容。儘管如此，

我依然看不到果效，只好繼續獻上最好。 

 

到了第五年，我感恩看到有團友好主動去持續閱讀聖經、更參與

崇拜和事奉，我明白那是上帝的工作。當中我都有灰心、有氣餒的時

間，但感謝上帝，身邊的長輩總鼓勵我、支持我，讓我可以堅持「推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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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知道行善也可能讓人疲乏，因此他以播種和收割作為比喻 

（加拉太書 6：7-10）。他寫道：「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9 節）。 

 

在這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愛仇敵、建立教會、管教孩子，都很不

容易。單靠人的愛注定失敗。唯有靠著那來自基督的愛才有望走到標

竿。當我們看到愛征服了魔鬼的技倆、試探、詭計，看到人跟隨上帝

的指引，得著更豐盛的生命，那是多麼令人欣慰。 

 

就算「灰心」，也不要「喪志」。上帝是信實的，有一天祂會成就

祂自己的話！讓我們一起在這地帶著信心推石！願你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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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天家再聚！” 

林文燕 

爸爸年幼的時候與他兄長跟隨父母由鄉下(海豐)行路下來香港，

他現在還有一個姐姐在鄉下。爸爸說他們行了足足 4 天，而在他幾歲

大的時候，祖父因病去世，祖母含辛茹苦把他們帶大。 

 

爸爸好有義氣，記得媽媽曾說，他為了兄弟，把原本買奶粉給我

吃的金錢，全部給了兄弟，自己則行路回家，由旺角行返牛頭角。 

 

爸爸好有禮貌，要求我們子女，食飯時等齊人才可吃; 一坐低必

須叫人，見到人要打招呼。 

 

爸爸又好孝順，對祖母甚殷，有時突然對祖母語氣稍為大聲，回

家後又後悔地說出剛才的不是，更要我們經常探訪祖母; 另外，他亦

常掛念在家鄉的姊姊，經常提及。 

 

爸爸是十分傳統的，特別對中國傳統宗教，有時叫我們不用上學，

為的是做一些他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如： (1) 晚上 12 時去看觀音

開庫; (2) 年尾出動說需要還神; (3) 每年盂蘭節更精彩，戲棚有戲睇，

有小食吃等……當年，我們少不更事，有吃有玩，還可以不用回學校

上課，不易樂乎。 

 

媽媽 2002 年過身後，我們常常相約爸爸外出吃飯，又與爸爸去

海洋公園、廸士尼等。 但到 2016 年他搬屋後，發現他開始腳腫，我

們常常勸他就醫，他總是左右推辭。爸爸回應是：“自己知自己事，

我已 80 多歲，以前曾試過占卜，說我有 87 歲架，所以，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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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知他不可以落街買東西，所以由兩年前起，我們子女輪著為

爸爸買飯、買日用品等。 期間也多謝各堂姊、堂弟，當我們未能抽

空時，他們都義不容辭，伷出援手協助。 

 

今年 7 月 29 日我如常往探望他，發覺爸爸不吃東西，即時通知

最細的弟弟前來，今次，無論如何也要送他入院，起初他強烈不肯，

但一踏出門，即時轉變態度，問：“鎖好門未呀？” 由於他很久未

有看過醫生，所以作了一次詳細檢查，即時發現他胰臟有個好大腫瘤，

據稱陪伴了他很久，怪不得他整天喊胃痛，另外，原來他腳腫不是心

臟也不是腎臟問題，而是不夠血及腳血管閉塞引致。 

 

我信主後，一直都希望爸爸也相信，每當我崇拜後匆匆趕去爸爸

家時，經常由教會帶上一本教會《中信》周刊，希望他會受感動。曾

有一次，我預先告訴爸爸會有兩位姊妹親臨探訪，亦得到他明確同意，

惟當兩位姊妹即將親臨爸爸家之際，他又強烈反對，但當她們到達後，

他又跟姊妹談笑風生。 

 

爸爸入院後，醫生再三告訴我們，他時日無多，我心裡禱告：“神

啊！可否令我爸爸不要太辛苦，讓他可以信主，可以得到平安。” 經

過姊妹邀請，蔡明德牧師本來計劃在 8 月 3 日前往探望爸爸，而蔡牧

師明白有關的緊急性，就提前一天，在 2018/8/2 親臨浸會醫院跟父親

講解基督，由蔡牧師和兩位弟弟(一位是堂弟)見證下，爸爸信了主。

現在爸爸已在天家，沒有痛苦，

將來我們又可相見了！ 

 

有再見的盼望，到時可以再

一次聽爸爸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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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而不惑 

陳堅晶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强壯可到八十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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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曉得你怒

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

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 90：3-4，10-12 

和合本) 

 

堅晶 MIKE 深感榮幸，年届這「不惑之年」有幸在「富浸」家訊

能與各位老友記分享一二。 

 

(1) 生命無常，主愛不變 

不知是禍還是福，四月至五月期間，在幾個誘因促使下，小弟因

「depression」再發作而入院，所有的工作一刻間要暫停，已付了款的

課程都要停課; 心中雖有不甘，但只好順服入醫院接受療養，深感聖

經裏所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便足够了。」「生命就像一片迷霧」，

明天如何除了主耶穌知道，誰可知曉？ 

 

(2) 病人 (Patient) 要有耐性 (Patience) 

從教師(teacher)的身份變回一名病人(patient)，內心的轉折正如聖

經中的約伯說：「我赤身而來，也赤身而去……」，念神學時曾聽聞安

老院的長者除了一張床，便只有一個櫃子放東西，現在堅晶終于體會

了個中的滋味。英文「Patient」指的是病人，「Patience」指的是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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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性; 在醫院中什麽都要等，時間過得很慢，等吃飯、等見醫生、等

做治療..，等等，在等待的過程中訓練了我的耐性，「萬物都有定時…」

《聖經》 

 

(3) 學習謙卑 (To be humble) 

「凡事看別人比自己強……」，堅晶在醫院中接觸到不同病歷的

院友，有比小弟年長的，有比堅晶年幼的，各人也有不同的背景，有

濫藥入院的、有認知上有幻覺的、有避世的…等等，病房儼如一個小

社會，感恩的是見證了兩名院友决志信主，我還和另一名基督徒院友

搞了一個迷你主日崇拜，感謝主！當中小弟有幸分享《如何靠主面對

壓力》的訊息，當中還有詩歌分享，我相信主會悅納我們的敬拜，盼

望當中的訊息也能祝福病友們; 和院友的相交中，擴闊了我對精神病

患者的瞭解，使我明白到不管您是誰，您有多少學識與財富，我們也

要在上主面前承認自己的無助和缺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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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帶領 

萬玉霞 
 

不經不覺受浸已經二十年，當初自己未信主嘅時候，好多事情都

好緊張，好驚。唔知點算。但係認識咗主耶穌之後。我會學習去倚靠

神，縱然生活上遇到困難，失望沮喪，我會向天父祈禱。我知道人生

唔會風平浪靜，條路係崎嶇難行，好似自己嘅病，同家人嘅病，唔係

我預料之內，但係我學習倚靠神，全然擺上。我都學習放手將主權交

俾天父，人嘅能力好渺小，但係神嘅能力係好大。他會安慰受傷的人，

憐憫孤兒寡婦，醫治患病的人。 

 

我自己係一個精神病

康復人士，係 15 年前嘅病

令到我人生有所改變。起初，

我自己覺得好無助、好徬徨。

我唔知條路點行，點樣去教

養兩個孩子，但係天父看顧

我，佢會比其他弟兄姊妹來

關心我，同埋關心我嘅家人。

喺我最軟弱嘅時候，身邊好

多天使，神無放棄過我。我

抓着主嘅應許往前行，人生條路縱然崎嶇難行，但我會倚靠天父，凡

事謝恩。有困難向天父祈禱，天父加能加力俾我，勇敢面對。我之前

做咗兩年嘅朋輩員工，去幫助一啲身邊嘅康復者，希望用生命影響生

命，做佢哋嘅聆聽者，與佢哋同行。最近，我得到姊姊玉貞、兒子建

輝和建坤的鼓勵，再一次去應徵復康機構嘅朋輩員工，今次係一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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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嘅服務單位，我會禱告交俾天父，看看天父是否俾機會我去服侍

呢一班嘅康復者，願榮耀頌讚歸與天父。 

 

另外我知道下年(2019 年)一月份，富浸家有兩堂崇拜，在此衷心

希望牧者、執委、事奉的弟兄姊妹齊心合力，互補不足，互相包容體

諒。將呢次嘅事工放在祈禱裏面紀念，願天父加能加力。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感謝主。 

祝福各位弟兄姊妹 

靠主得力！ 

主恩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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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必看顧 

萬玉貞 

我喺最近幾個月，身體唔舒服入過醫院。當時我好擔心自己嘅病

情，在最近亦都試過入了威爾斯醫院急症室，起初疑似中風，我同家

人都好擔心。妹妹一直都在急症室陪我，幸好喺急症室照腦、抽血、

照 X 光，全部檢查都知道自己無事。我從神而來得到平安，我感謝

神，多謝祢一直以來都看顧我，與我同在，我深信：不要怕、只要信。

係祢俾我嘅鼓勵，亦都係我嘅座右銘。 

 

因為我的身體不太舒服，我需要多作休息，我向詩歌班團隊請假，

希望休息一下之後，自己可以重新歸隊，在詩歌班的事奉裏，從新參

與，唱歌榮耀主，讚美天上的父。在此衷心多謝天父一直嘅看顧同埋

保守，我深信主耶穌喺我哋嘅身邊，主必看顧。希望在 2019 年嘅一

月份，教會兩堂崇拜，我都係參與事奉崗位嘅詩歌班員，願天父加能

加力，給我勇氣面對挑戰和難關，我會繼續努力。希望弟兄姊妹見到

我嘅時候支持下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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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之間見主恩 

何麗坤 

 

2017 年 12 月，我忽然接獲老闆通知，公司因生意不景而需要裁

員，我是被裁的其中一員；當時我雖感覺突然，尤其是年底，找新工

作並不容易，但過去我曾多次在農曆新年前找到新工作，一再經歷神

奇妙的作為，所以也不太擔心，尚能安然面對忽然失去工作的現實。 

 

12 月 31 日下午，我參加完教會年終感恩會後，得悉母親因病被

送進醫院。隨後的一個多月，她斷斷續續進出醫院，病情漸趨沉重; 其

時，由於我待業在家，不用上班，可以天天到醫院探望母親、餵她吃

晚飯，雖然醫院提供的飯菜一點也不吸引---初期是偏軟的飯菜，到後

來因媽媽吞嚥能力進一步下降，只得改吃糊狀餐，根本沒有什麼口感

可言，但我每次餵她

時，她總是很合作地

把食物全部吃光，這

可說是我在母親生

命晚期唯一能為她

做的事了。 

 

今年 1 月 29 日，離職後剛好一個月，我開始在一家新公司上班，

四天後，母親安息主懷，換言之，母親生命倒數的最後一個月裡，我

大部份日子都能探望她，回想起來，我才明白神讓我去年底失去工作

的原因，是給我最後機會陪伴和服侍母親，這個月實在很珍貴，是主

特意賜給我的一份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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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多年前我已有過類似的經驗：2009 年 7 月，我也是在不明所

以的情況下失掉工作的，但在長達近七個月的“悠長假期”期間，剛

好我哥哥家負責照顧母親的外傭離職，新外傭未能及時到任，我只好

把母親接回家自行照顧達五個月之久，讓父親離世前再有機會跟母親

有較長時間生活在一起，那也是十分珍貴的片段，是神奇妙的安排和

恩典，遠超過我所想所求，難怪神在聖經中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

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

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8-9) 

 

我雖然長期工作都不甚穏定，屢次轉換工作，但神的恩典卻不絕，

看似失去，實際上卻是得著，得失之間有著主無盡的眷顧和厚恩！感

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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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我一切 

黃愈貞 

憑著信心，我每星期都會返教會敬拜神，因為「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 每次返完教會，都會感覺到主耶穌愛我，與

我們同在！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心裡充滿感恩，大

家能夠彼此相愛，互相支持，沒有嫉妒，沒有張狂，凡事包容，凡事

忍耐，只喜歡真理，不喜歡不義。 

 

還記得未信主之前，我也曾經歷過死蔭的幽谷，每日以淚洗面，

也受過撒旦的驚嚇，每晚要亮著燈才可以睡覺。 

 

後來，主耶穌所說的話：「你們尋找，就尋見！」 主耶穌愛我，

是祂帶我返教會，信主之後心裡有平安，不再懼怕撒旦，每晚都可以

安睡，是祂保守我，看顧我。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主祢

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高臺，是我的避難所！現在我已經可以靠主常常

喜樂，充滿信心和盼望，不再害怕。 

 

主耶穌感謝讚美祢！主祢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力量，一切榮耀全

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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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而立，因信而行 

邱秀娥 

 

小時候，背着書包上學去；聽老師們說：人無信而不立，學習是

何等美好的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常常羨慕人家擁有各類玩具洋娃娃，玩具車……而自己卻沒有。

在期待父母，農曆新年前老闆支付雙糧，派紅封包，有餘錢買玩具給

自己。因為得來不易，就格外珍惜。彼此的關係比較親密，藉著施與

受，信任和關懷，親子關係建立起來，也感到暖意在心頭。像詩歌《橋》

歌頌雙親及天父的深恩厚愛。 

 

可惜現今物質豐盛，年青父母有求必應，孩子們反而不知足，認

為幸福是必然的。殊不知天父掌管萬物萬事。 

 

每年十二月是人們感到雀躍的日子，聖誕節來臨，沙田城門河也

張燈結彩；香港各處如中環，尖沙咀到處也燃點著亮麗的聖誕燈飾，

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其實主耶穌基督降世，聖誕節對信徒有另一番

意義和反思。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約 3：16） 

 

我們蒙恩得救，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就當－生追隨主腳踪。

詩歌《足印》說是神背著跨過步過人生每－段平坦或崎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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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愛用比喻解釋真理，說神的國好像一粒芥菜種和撒種的比

喻，深入淺出讓世人明白。 

 

求天父使我知所信的是誰，因主是我的牧者。 

 

讓聖靈提醒叫我們多閱讀聖經，像所羅門王曉得求智慧，有著信

望愛，勇敢面對每一天。 

 

節錄舊約，哈巴谷書第三章尾段：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効力，田地不

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

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Amen，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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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而立，因信而行 

陳善恆 (小草) 

我們經常會說信心要有行動，上年我就將這信化作小小的行動，

到了一個從沒到過的地方短宣一年，而應該是憑信而行，因信而立。 

 

憑信我到了靈原這地方一年，但在之前花了不少時間去求問和準

備，早在 7 年前已有這個感動，但當時只是不知天高地厚，一點也

不知如何實行，經歷多年，亦曾放下，有高山低谷，而這年學習到的

自理生活、面對逆境、和神的關係等，叫我相信神有祂的安排，萬事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但我們也要隨時做好準備作祂的器皿，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愛惜光陰），把握所有機會令自

己成長學習成更好。 

 

說到準備，短宣前花了一年多準備，最重要的是求問，足足花了

數月，重要的是給了一個確立，已至其後可以緊握去相信，挫敗時可

以回溯，之後的便是憑信而行，早早和家人溝通，之後和傳道與差會

同工溝通，讀書讀多點課堂已至最後的學期多點時間，儲蓄預備資金，

參與不同國籍的小組，到創啟地方短宣等等，每個也是憑這信有目標

而行。無論在出發前及在工場中都遇上不少挑戰，但也是因著對神的

信，叫我能夠站立繼續堅持，開始時，出現電腦問題回覆不了報名、

籌款的障礙、訓練和學校考試重疊，雖然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但也

出現過一點的氣餒，質問祂為什麼會這樣，但我也對祂說，無論祢開

門或關門，我只能盡自己能力，因我相信

這是祢想我走的路，最後終於成功出發。 

 

而在靈原這個未去過的地方，卻有一

種熟悉的感覺，也令我知道路沒有走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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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是值得的，然而這只是開始，過程中不斷經歷神話語的真實，更

增添我對祂的信心，也令我能繼續站立堅持，如當地的法律和真真實

實的屬靈攻擊（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各民

族和語言的敬拜讚美（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

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於

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傳福音時有祂的幫助（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感到孤單時祂給予的安慰（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

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 是

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還有更多的事，叫我見證祂話語的信實，知道（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做。），行動時見證到祂，增添對祂的信，增添信而更

能站穩，能站穩而更能有力行動。 

 

之前在看一本靈修書《肥水流入天國田》，書中說道「當人願意

盡本分，神就會按祂所應許的成就。所謂應許，就是人有自己須先做

好的責任，接下來主才成就祂會完成的部分。」，盼望大家也能將信

心化作行動，見證神在當中的應許，不論我們常說有沒有呼召，有沒

有感動，我認為在等待中也不要因此卻步，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可作出

準備，那怕最後不能成事，但算是和祂一起走過，最可惜的是到了祂

要使用你的時候你從未準備而錯過了，大家不妨也勇敢的踏出一步，

最後若然大家對靈原有什麼問題也可以來找我，也謝謝大家過去一年

的支持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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