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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頓（Thomas Merton）

中國宣道神學院講師、基督教靈修學碩士統籌、註冊社工  |  彭順強博士

梅頓（Thomas	Merton）在 1915 年 1 月 31 日出
生於法國的普拉德（Prades），童年時候充

滿困苦。他六歲之時，母親離世。他父親是一位藝術家，

常遷到不同地方居住，並且往往因着要追求他的藝術，把

梅頓獨留家中。梅頓十五歲那年，父親亦去世。梅頓二十

多歲之前，情慾上掙扎，思想感困惑，但他對生命認真。

二十三歲時，經歷信仰上的悔改，成為天主教徒。這時

他開始撰寫文學博士論文，並教授英文。梅頓在二十六

歲加入位於肯塔基洲的「客西馬尼修院」（Gethsemani	

Abbey），自此成為熙篤會修士（Trappist	monk）。他

於 1968 年 12 月 10 日安息，享年只五十三歲。1

（一）默觀

1. 默觀是理性和靈性的最高境界

	 何謂「默觀」？「默觀」這詞譯自英文字「contemplation」。梅頓在其有關默觀的著

作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中譯：《默觀的新苖》）中，清楚地為這詞作出定義：

「默觀是人的智能和靈性生命最高層次的表達。它是生命的本體、全然清醒、全然活躍，

並全然意識到它是活著的。」2 這可看出梅頓將「默觀」看為是人無論在認知和靈性上

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梅頓也指出，這默觀最為重要之處，是在於它使人「意識到源頭

的真實性。」3 梅頓在這裏說的「源頭」（Source）所指的當然是「神」。

2.  默觀者要能關懷他人

	 梅頓的默觀理念涉及強烈的道德倫理性，故他指出，那些不理他人權利和需要的人，不

可能在默觀中找到神的旨意：「我如何能夠知道神的旨意呢？」「那些忽略別人權利和

需要的人，休想能夠在默觀之中得著亮光而知道當走的路，因為他離開了真理、憐憫，

並因而離開了神。」4

梅頓的社關與靈性之互動
社會關懷與靈性：

1. Parker J. Palmer, “Thomas Merton,” in The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ed. Gordon Wakefiel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3), 264-65.

2. “Contemplation is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man’s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life. It is that life itself, fully awake, fully 
active, fully aware that it is alive.” Thomas Merton,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 Book, 
2007), 1.

3. “Contemplation is, above all, awareness of the reality of that Source.” Merton,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1.
4. “No man who ignores the rights and needs of others can hope to walk in the light of contemplation, because his way 

has turned aside from truth, from compassion and therefore from God.” Merton,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19.



5. “The contemplative must certainly be detached, but can never allow himself to become insensible to true human values, whether in society, in other men or 
in himself.” Merton,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19-20.

6. “The vitality of the Church depends precisely on spiritual renewal, uninterrupted, continuous, and deep. Obviously this renewal is to be express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will call for a real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crises, an evaluation of them in terms of their inner significance and in terms of 
man’s growth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ruth in man’s world: in other wo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e monk is the one supposedly 
attuned to the inner spiritual dimension of things. If he hears nothing, and says nothing, then the renewal as a whole will be in danger and may be completely 
sterilized.” Thomas Merton, Peace in the Post-Christian Era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6), x-xi.  

7. “Would it be all right if I came to Friendship House, and did a little work with you, there, after all this over?” Merton, 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 344.
8. “Here in this huge, dark, steaming slum,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Negroes are herded together like cattle, most of them with nothing to eat and nothing to 

do….the prejudice that hems them in with its four insurmountable walls. In this huge cauldron, inestimable natural gifts, wisdom, love, music, science, poetry 
are stamped down and left to boil with the dregs of an elementally corrupted nature, and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souls are destroyed by vice and misery 
and degradation, obliterated, wiped out, washed from the register of the living, dehumanized.” Merton, 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 345.

9.  “Here was the woman who had started out to conduct a more or less obscure work helping the poor in Harlem, now placed in such a position that the work 
which had barely been begun was drawing to her souls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giving her a sort of unofficial apostolate among the priesthood, the 
clergy and the religious Orders.” Merton, 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 347.

10. “She was full of the love of God.” Merton, 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 358.
11. Dennis Q. McInerny, Thomas Merton: The Man and His Work (Washington: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4), 58-59.

梅頓提醒我們要在所放在我們前面所要作的事情上，和所
要作的工作上，都要常尋求能符合「神的道」（logos）或真
理，或合符神所賦予我們的本質。默觀者無論是順服或是放
棄神的旨意，也不應構成對神在人生命或工作上所賦予的天
然價值之漠視。「漠不關心」（insensitivity）不應與「抽離」
（detachment）混為一談。梅頓指出：「默觀者必須要抽離，
但永不可以容讓自己對於真正的人類價值漠不關心，這無論
是在社會上，在其他人身上，或是在自己身上，也當如此。」5

（二）社會關懷

1.  社會關懷的必須性
	 梅頓相信教會有責任更新這個世界，故此有需要作出積

極性參與：

	 教會的命脈主要在於靈性上的更新、是無中斷的、連續
的，及有深度的。明顯地，這更新需要在歷史的處境之
中表達出來。這需要對歷史危機有一種真正的屬靈理解。
這是以它們的內在重要性、人的成長，及人類世界中真
理的進步來衡量的。換言之，這就是建立「神的國」了。
修士理應可以調和事物的內在靈性部份。但若果他不去
聆聽，又不發聲，那麼整體上的更新便危在旦夕了，甚
至會完全地廢去了作用！ 6

2.  梅頓的個人經歷

2.1  從「社會服務」到「進入修道院」

	 翌年（1941），梅頓認識到在哈林創立「友誼之
家」（Friendship	House）工作的德許克男爵夫人
（Baroness	de	Hueck），這是一個服務當地黑人
的組織。在一個聚會之中，梅頓主動向這夫人提出參
與當地服侍的要求說：「在完了這聚會之後，若我到『友
誼之家』與你一起作少許的服侍方便嗎？」7 梅頓自
始便開始經常參與當中的服侍，因為他很同情這些
的黑人，他認為他們是被「歧視」和「被非人化」。8

並且，梅頓十分欣賞這位夫人的敬虔服侍，他形容
她有著「如神父、神職人員，及宗教修會般的非官方
使徒地位。」9 並且，「她充滿著神的愛」。10

2.2 從「離世」到「入世」

	 從意識形態來說，梅頓認為修士就算能夠完全將自
己與世隔絕，也不應這樣做。肉身上與世隔絕，這
是對的，因為修士之所以是修士，全因活出一種明
顯地與別不同的生命；但在屬靈上與世隔絕，就不
然了。修士必須明白自己連繫於社會，並要向社會
負責。既然社會能影響修士，修士也當在修道的聖
召範圍之內，盡力去影響社會，期望可以改善它。11

結語

梅頓的默觀裏有社會關懷，他的社會關懷也有默觀。沒有社
會關懷的默觀是自私的，沒有默觀的社會關懷，也只是一種
服務而已。社會關懷給與默觀有更大意義，默觀也給與了社
會關懷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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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靈修

電影結合了多樣化的藝術，包括音樂、美
術、影像及電腦特效等原素來表達豐富

的意像符號和故事，牽動人內心深處的情感、

精神及渴望的層次。故此，電影不單為我們提

供娛樂消遣，更可幫助我們整合生活文化與信

仰，在不同電影故事裡探索福音的意涵，甚至

從中支取亮光和力量，幫助我們活出信仰。

那麼，我們該採用甚麼角度來選擇電影、或與

電影對話，甚至靈修？

四種選擇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重點是我們要知道

選擇背後所展現的是哪種神觀，例如究竟我

們所相信的神有幾偉大？衪可否超越不同的

文化符號和界線來向我們說話？在此，我借用

電影《魔間迷宮Pan’s	Labyrinth》來介紹四

種不同取向的選擇模式，來幫助大家如何觀賞

電影、或如何與它對話、或如何將一種被視為

屬世的娛樂提昇至入世的電影靈修。這四種選

擇包括摒棄模式（displacement	model）、

取代模式（substitution	model）、調適模

式（accommodation	model）	 和實現模式

（fulfillment	model）。1		

《一》摒棄模式

《魔》是著名導演 Guillermo	del	Toro 在

2006 年推出的黑色童話電影，曾獲得奧斯卡

金像獎最佳攝影、最佳化妝以及最佳藝術指導

三個獎項。故事發生在 1944 年內戰連連的西

班牙，主角為一名十一歲女孩Ofelia（下簡稱

莉亞），她和正懷孕的母親投靠殘暴不仁的獨

裁者。莉亞本想從繼父裏得到幸福，可惜繼父

只看重她母親體內的親生骨肉。然後，莉亞偶

公義樹兼任關顧及指導主任、半職自由傳道、靈修指導  |  張義金姊妹

是娛樂，還是靈修？
電影觀賞

1. 四種選擇模式是從探討教會如何處理祭祖問題而成，它適用於文化對話和處境神學的探索。參邢福增、梁家麟 著，《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 ， 
2012，頁 16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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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理兼備、改變符號、或保留核心意義等方法來拉

近彼此的差異，以尊重態度對話，求同存異。他／她

會持較開放的視角，對《魔》劇中出現的魔怪先放下

宗教性的邪靈標籤，並嘗試從這些符號中去了解導演

想藉此帶出甚麼信息，然後與基督教教義對話。例如

戲末隱含獻祭和死後復活的概念，當莉亞拒絕犧牲弟

弟的血，在無可選擇下用自己的血來打開地底國度的

大門時，雖然是死亡收場，卻同時滲透著謎樣的幸福

（例如完成使命的滿足微笑和死後復活的圖像）等等。

當然，能解讀《魔》劇的意像符號的深度有幾多，乃

視乎觀賞者對文化差異的開放程度和屬靈深度了。

《四》實現模式

即以最積極和最正面的向度來看待文化和生活處境，

其信念是認為人皆可從各樣創造物和處境中認識神。

若我們以依納爵的靈修神學來作闡釋，便是在萬事萬

物中認識神，並在默觀祈禱的光照下重新認識自己，

那麼，即使活在黑暗悲慘中，我們仍能發現神的同在

和衪的奇妙作為。例如我被莉亞生活在兩個國度裏吸

引而反省：究竟哪個國度才是真實？她在地底國度戰

勝恐懼、在引誘下失敗、然後再被給予機會，這些如

何幫助她面對現實生活中的恐懼、失敗和把握機會前

然發現了屋後的迷宮竟隱藏著另一個世界 —	那就是

她夢想的國度，那裏沒有謊言和痛苦。在那王國裏有

一個傳說，就是住在王國裏的公主逃往人類世界後忘

卻了自己的身份，只能承受著疾病與痛苦。關於公主

的傳說打動了莉亞的心，她彷彿找到了生命的重心，

在精靈的幫忙下，她選擇完成三項任務來重拾公主的

身份。在過程中，莉亞不斷游走在殘酷的現實和神話

世界中，在平行時空下在兩個國度裏生活，真實與虛

幻的界線開始模糊，卻互相影響著。此外，莉亞在兩

個國度裏同樣要面對困難和引誘、成功與失敗，亦要

作出對抗或逃避的選擇。

《魔》多以暴力鏡頭來製造壓迫感，也充滿著許多魔

幻的橋段和神怪的圖像。若果教會以摒棄模式的準則

來選擇電影的話，我相信《魔》很難被採納來觀賞了，

因為摒棄模式反映了一種黑白分明和劃清界線的取

向。持這模式的人認為福音應避免與文化（包括電影）

有任何聯繫，甚至認為電影觀賞會使信徒遠離神，因

為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和文化都是撒但的盤踞點，且視

電影為世俗的娛樂，信徒應要拒絕和遠離它。

《二》取代模式

此模式認同一些文化如果包含福

音信息的話，便可保留及成為傳

福音的工具，福音性主題的電影

便是一例。故此，在云云的福音

電影排行榜裏，以魔幻神話為主

題的《魔》劇似乎不太可能被選

上來作觀賞罷。

《三》調適模式

當福音與文化相遇存在灰色地帶

時，持這思考模式的人便嘗試使

⋯⋯

若我們以依納爵的靈修神學來作闡釋，
便是在萬事萬物中認識神，
並在默觀祈禱的光照下重新認識自己，
那麼，即使活在黑暗悲慘中，
我們仍能發現神的同在和衪的奇妙作為。

⋯⋯電影不單為我們提供娛樂消遣，
	 	 更可幫助我們整合生活文化與信仰，
	 	 	 	 	 在不同電影故事裡探索福音的意涵，
	 	 	 	 甚至從中支取亮光和力量，幫助我們活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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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莉亞的地底國度生活仿如我們在內室裏的禱告生
活，那麼，我們如何在禱告裏面對恐懼和失敗？我們
在內室禱告裏獲得的經驗如何影響著我們在地的外顯
生活？

另外，在戲裏，《魔》劇勾勒著內戰期間雖生猶死的
悲慟，嘲諷著獨裁政權的荒謬。在戲外，生活在當下
的大時代裏，我們被疫情、經濟和政局影響著，我們
會否也像莉亞一樣充滿無力感，在殘酷現實與理想生
活的幻滅中纏擾著？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就只是
藉看電影來逃避現實嗎？

⋯⋯

那麼，
我們如何在禱告裏面對恐懼和失敗？
我們在內室禱告裏獲得的經驗
如何影響著我們在地的外顯生活？

⋯⋯若我們懂得將電影勾起的情緒帶到祈禱裏，

像莉亞般即使在半信半疑中，

卻仍選擇信賴聖靈的帶領和幫助，

從禱告中支取力量和盼望前行⋯⋯

誠然，戲如人生，導演透過小女孩想像的地底國度生
活來支取力量，訴說著生命在絕望時如何尋找活下去
的出口。同樣，若我們懂得將電影勾起的情緒帶到祈
禱裏，像莉亞般即使在半信半疑中，卻仍選擇信賴聖
靈的帶領和幫助，從禱告中支取力量和盼望前行；然
後，若我們可以在靈修小組裏整合禱告和現實的經驗，
那我們也會像莉亞一樣，表面上看似暫時處於弱勢，
但內裏卻已勇敢地學習面對困難、恐懼、痛苦、引誘、
失敗、犧牲和死亡等現實生活中必然出現的課題了。

最後，《魔》劇裏有這樣的旁白：「在黑暗中，仍可
見到光明；在痛苦中，仍可藏著美麗；在死亡中，也
能生機處處。」2		

這就是電影靈修帶領我們所走的路了。

2. 參「魔間迷宮 」官方中文電影預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49_0yzI70Y

⋯⋯ 在戲外，
生活在當下的大時代裏，我們被疫情、經濟和政局影響著，
我們會否也像莉亞一樣充滿無力感，
在殘酷現實與理想生活的幻滅中纏擾著？
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就只是藉看電影來逃避現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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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 

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約翰福音十七 14-15）

6

見證文章 筲箕灣堂  |  張文彪長老

既要「離地」也要「貼地」的信徒？

崇真會出版小組邀請我寫一篇見證，談談「如何

可在世而不屬世，作一個既超脫又盡責的香港

人？」雖然這是一個很難寫的題目，但我很快便應承

了，因為自己也不斷想著這些課題，如何在現實中實

踐信仰，只希望藉文章分享一下個人的感受，在靈裏

彼此交流。

這個題目令我想起主耶穌基督分離禱告中的一段話：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

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

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約翰福音

十七 14-15）很貼切！常言道：做基督徒，要有出世

的思想，卻有入世的參與，既要「離地」，也要「貼

地」。

許多人認為離地不好，但我相信基督徒需要先離地，

才能正確地貼地。我每天怎樣保持自己的心靈能夠離

地、貼近天父一點呢？仍然是老生常談，每天都靈修、

讀經、祈禱、默想，希望多明白及體會祂的心意。這

些日子，特別會為自己、家庭成員，教會肢體的需要

祈禱，也多了為世局、掌權的人及天國降臨禱告，有

時會懇切一點，但有時也會因各種變化並不如願而氣

餒或困苦一點。

我感恩退休之後，每早可晨運，並趁機親親大自然，

接觸公園裏的鳥、花與草，欣賞天父的創造及供應，

多吸點天地靈氣。我很愛看鷹，愛看牠乘風上騰盤旋，

但又不超越上主為牠所定的高度，活在自己的界限之

中。

自從七月份新法推出之後，我開始用心重讀《馬太福

音》，目的要加深對主的認識，多了解自己由年青時

開始便信、愛慕及想要效忠的耶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

人、一個救主，祂的言行究竟是怎樣的？我想若然有

一天需要為信仰表態時，能有這個勇氣，也不會是糊

里糊塗地認信，尤其是要為主受苦的時候（個人自然

希望不需遇到這些考驗的時刻）！

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貼地」？我立志仍在家庭、

職場、教會及社會中作個僕人管家，知道及甘心領受

從上主所領受的份，追求忠心、良善、有見識的素質

及預備主人回來，其實生命不時仍有許多不足、閃失

及軟弱，但要靠主繼續堅持！

在家庭中，我要學習為夫、為父、為僕之道，在浪漫

中要尋求實際，管理好家中的事、培育孩子。在職場

中，雖然我已半退休，但仍要在講學、寫作、培訓上

繼續推廣「僕人領導」及「健康學校」兩件事，謹守

專業精神。在教會裏，雖然名義上已退了下來，但仍

然在教會辦學、守護傳統及價值、教會人仕任免、肢

體勸慰及扶掖後進的事上有所

參與。

而當今考驗最大的是來自社會

及政治的衝擊，在這個範疇

裏，主的教訓常縈繞心中，就

是在面對世情及世人時，要學

馴良像鴿、靈巧像蛇；馴良是

指動機良善、信仰堅定；靈巧

如何作一個



⋯⋯ 

我堅持一個信念：
政治和政見是今世、短暫的，
真道和主裏的團契卻是永恆、
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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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變化策略、不躁動，也不冒進，凡事求證，不隨

夥，也不受世事絆倒信仰，求主多加靈明和智慧！

這陣子，除看屬靈的書刊或聽講道外，也多看其他的

書籍報刊和多聽了些政治和時事的評論，多角度了解

世事，心中也要準備如何回應，但同時又要提醒自己

這些事和這個世界都會過去，唯有主和遵行祂旨意的

永遠長存，鎖事不要執着！

但當遇到證明是大事大非原則性的問題時，也會表態；

我是一個愛用文字和說話表達思想和感受的人，但因

家庭和教會的原故，也知道要小心言詞，避免偏激衝

動，要學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即使有

怒氣（不時會有！），也學先帶到天父面前，才表達

己見，看似一隻寒蟬，或是一條善隱善退的蛇，但心

中緊記一點	:	若遇到有關維護宗教信仰立場（包括人

權）的事，仍需勇敢明志，闡述聖經的原則，效忠基督。

我想主耶穌的榜樣其實提供了不少啟示，祂活在羅馬

帝國的統治、傀儡希律王的政權及猶太宗教勢力集團

的約制下，仍然努力地傳天國福音、醫病、趕鬼及培

訓門徒，沒有參與政治的鬥爭去推翻羅馬政權，但仍

智慧地應付了充滿政治性的場合，例如有關應否納稅

給該撒的質詢，也大力批判了當時社會上許多的不公、

不義、欠缺憐憫的人和事。縱然最後亦因為宗教領袖

的忌恨及巡撫彼拉多的怯懦而受害、受死，祂仍然忠

於所託，一生的言行值得我們追隨祂的反思和效法！

在當前這環境中，你也許會問我有沒有恐懼掛慮，當

然有，也考慮過移民和擔心孩子升學的事，但知道恐

懼和掛慮本身並不能改變甚麼，唯有禱告，求主指引，

相信到了甚麼地步，便按著甚麼地步行，也求主保守

幫助，能安然渡過！我堅持一個信念：政治和政見是

今世、短暫的，真道和主裏的團契卻是永恆、不變的，

為短暫的犧牲永恆的，太不值得，大家共勉，謝謝！



感謝神的眷顧，在 1947 年感動崇真會部份堂會設立
慈善部，在香港開展慈善工作，回應當時市民的

生活需要。1957 年，「崇真會區議會」通過成立「香
港崇真會救濟委員會」專責救濟工作，並獲瑞士巴色
差會資助。及至 1960 年，「崇真會區議會」正式成立
「崇真會慈善部」 ( 即今天的「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
服務部」的前身 )，因應社會的轉變，服務由救濟及補
助性的慈善工作發展為專業的社會服務。

本部最早設立的幼兒服務，
多年來發揮教顧的角色及功
能，又投放額外資源引入駐
校社工服務、駐校教育心理
服務、駐校言語治療師服務
及學習支援服務。當中駐校
社工服務現已被社會福利
署納入為政府資助的試驗計
劃，可見本部幼兒服務能推
動業界的服務發展。此外，
本部於 2018 年成立的童．成長兒童發展中心，進一步
整合資源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整全地回應幼兒的成長
發展需要，配合 2019 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開展的學前
康復服務，能更廣泛惠及多元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

家庭對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本部分別於 2007 年及
2011 年夥拍深水埗堂及救恩堂設立深恩軒家庭服務中
心及崇恩匯輔導服務中心，以回應家庭及個人需要。深
恩軒多年來致力服侍基層家庭，又積極與商界及團體協
作，堅定地實踐與基層人士及家庭同行的信念。至於崇
恩匯則提供臨床心理服務、情緒輔導及遊戲治療等，更
將園藝治療元素融入服務中，建立服務的特色。

本部的青少年服務始於 1989 成立的「博康青少年中
心」，中心於 2002 年轉型為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至 2017 年更在新落成的屋邨水泉澳邨成立分處「泉恩
匯」。 中心的服務一直以協助兒童及青少年發掘、發
展及發揮個人潛能，促進個人自我實現，近年更透過
推廣音樂、運動及藝術活動，例如陶笛團、話劇訓練、
足球訓練、舞團等，啟發兒童及青少的才能。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 127:1

本部的長者服務多元化，自 1986 年成立廣福安老院舍
至今，長者中心、日間中心、家居照顧服務等先後投
入服務，能有效回應長者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不同需要。
而於 2009 年創立的妥安心社會企業更已建立獨特的運
作模式，有系統地擴展服務內容，包括：家居護理、
護送、日間暫託服務、復康評估及治療等，大大減低
護老者的壓力。為進一步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本部
近年更銳意發展長者生命教育，為長者的生命注入正
能量，活得更精采、更有尊嚴。

踏入六十周年，本部感謝執管委員藉著2019年12月1日 
的退修日，再次確立服務使命及延續崇真會堂會、學
校及社會服務合作的信念，祈能彼此配搭，互相效力，
服侍社群。展望未來，社會服務部將秉持核心價值「以
主為基、以人為本、 以心待人、以愛同行」，以優質
及創新的服務，回應社群需要，達至「效主愛人，締
造豐盛生命」的願景，並將上帝的愛傳揚。願我們所
作的都能榮耀上帝。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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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載恩典之路
總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  潘少鳳女士見證文章



書名：《謙善行：有關生活、工作、做人的靈思雋語》

作者：韋爾斯 
譯者：黃大業

出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20年。

謙卑、感恩、自知、溫柔、讚美、忠誠、合一、祝福。這八個詞
彙對我們信徒來說，十分熟識，差不多在每主日、甚或每天都

能體會的信仰經驗，而本期書籍分享的小書就是談及這八個題目，
也許你會問，既然熟識，為何要看這本書呢？	

不過，還請相信作者，在這小書他以一個不一樣的筆觸去書寫熟識
的題目。看畢，你會感到好像很親切，但卻多了一份距離感、有些
陌生。而我以為這距離感寫得恰到好處，不致遠得遙不可及，反而
鼓勵讀者在沉思中去重新學習信仰經驗。這距離感源自作者稱為『本
有式存有』（essential	existence）（頁7）的觀念。本？存？有？
這是甚麼東西？

我們先介紹一下作者	-	韋爾斯牧師（Samuel	Wells)，他是一間
英國教會的主任牧師，他曾牧職二十多年，而他的父親、爺爺也
曾當牧職，家中有長久優良的信仰薰陶，對信仰的體會深刻且豐
厚。但他又有另一身份，他是一位神學家，博士論文寫 Stanley	
Hauerwas，研究專長是基督教倫理，為大學教授。他思考神學，
離不開牧養的關懷；他牧養宣講，又以神學反思信仰生活。

《謙善行》這小書，正是他兩個身份結合的果子，雖談平常的信仰
體會，卻在深刻的神學底蘊下書寫。如果各位讀者對上帝、哲學有
些掌握，相信會讀得津津樂道；又或者，如我一樣的一般讀者未必
明白本有式存有是甚麼，你也會讀出原來簡單題目可以有不同層次
的體會，甚至會讚歎道：是的，就是如此。

最後嘗試引用作者幾句話，盼能更吸引大家捧書一讀：

「真理的起步點，乃是接受一個現實：在一個盛大無比的宴會中，
你不過是微乎其微的組成部分，要假裝自己是核心，想像自已是維
繫整體所有的樞紐……甚至忘卻了宇宙的浩瀚。」（要自知！）

「我們人類這個形式，乃是本有（essence) 定意成為存有
（existence) 時所選取的形式……人們給『本有』想出百千個名字，
他最常用的是『上帝』。本有其實沒有需要生出存有	——	祂不造出
萬有，似乎是更合情合理的選擇，偏偏祂出於莫大恩惠而生出存有，
甚至成為存有的一部份。道成了肉身。」（要讚美！）

馬鞍山堂  |  譚健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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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本會首次舉辦的「崇真會按立牧師、長老課程」已於 8月 20日

開課，共六堂，講員分別為白德培牧師、朱永生總牧、廖文健會

長、麥美蓮副總牧、梁金華副總牧、丘頌云長老和本會歷史研究

員梁翠華姊妹，課程以網上形式授課，共 12名教牧參與。			

• 梁金華副總牧於 2020 年 9月 1日起擔任屯門堂的顧問牧師，為

期一年。	

• 本會 2021 年的主題為「動盪中的盼望」，以希伯來書為主線，

全年四季，每一季均有主題信息。2021 年的受苦節聯合崇拜亦

已邀請了高銘謙博士為講員，將有相同的主題。

• 戴智民牧師的紀念冊已於 10月份出版，這是由本會與崇基學院

神學院聯合出版的紀念冊。

2020 年度各堂神學生資料

救恩堂 湯蕙儀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第二年

粉嶺分堂 李玉珍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筲箕灣堂 呂玉如姊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 ( 跨越文化研究 ) 第二年 

 趙善富弟兄 香港神學院神學學士 第二年 

 劉心丹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基督教輔導學及教育學學士 第四年

深水埗堂 李天頌弟兄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一年

馬鞍山堂 招建邦弟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道學學士 第三年 

 莊詠欣姊妹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學士 第四年 

 余偉英姊妹 Protestant Theological University( 荷蘭 ) 神學碩士 第一年

窩美堂 馬善詩姊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 第三年

黃埔堂 嚴芝慧姊妹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劉文昇弟兄 信義宗神學院文學碩士 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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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為慶祝本部成立六十周年盛事，謹訂於 12 月 11 日舉行
感恩崇拜及晚宴活動，礙於疫情影響，活動詳情仍待議
中。

• 因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機構的籌款金額未如理想，
各自負盈虧服務備受嚴重的財政壓力。機構一方面申請
政府第二期的保就業計劃，同時為崇恩匯向救恩堂申請
減租，喜悉救恩堂願意襄助，於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6月減租百分之二十五，以紓困境，謹表衷心謝意。

• 沙田綜合青少年中心為回應青少年及兒童在疫情期間
於暑期的康娛需要，於 8 月份在 YouTube 頻道推出
了「Live‧ 近你」的網上小組及直播節目。深恩軒、
崇恩匯及葦田成長中心於本年 7月參與推行關愛基金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
（2020），至 8月底共處理了接近 1,000 份的申請，為
基層家庭提供適時的支援。

總會差傳部

• 由 7月中以來，因疫情嚴峻，總差事工又回到網上聚會
和會議。

• 潘潘的差遣禮經過兩次延期之後，最終因疫情和限聚令
的影響，在 9月 19 日（週六）於網上進行。感恩一切順
利完成，共有 297 人次收看，特別感謝所有負責的牧長
和同工，讓差遣禮能按時錄製和播出。求主保守和帶領
潘潘的前路。

• 9-10 月份總差有不同的網上會議，包括職員會、客家
事工小組、差傳教育小組、關懷宣教士小組和沙巴友族
事工小組。特別一提的是沙巴友族事工小組會議中有沙
巴巴色會國文部的會牧Rev.	Francis	Danil 和差傳主任
Rev.	William	Lo 遠洋參加網上會議，並分享當地的友族
事工需要。

• 9 月 25 日有總差聯禱會（網上），由羅兆泉牧師及師母
分享威克理夫聖經翻譯事工，共有 16人參加。

•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4 日有總差網上課程「差傳聖經基
礎	–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逢週二晚上 8時至 9時半
上課，共 12位弟兄姊妹參加。

• 孟牧師於10月5日至明年1月 18日，逢週一晚參加「宣
教心視野」展望課程（Perspectives	Course）。請為
孟牧師的學習代禱。

• 11 月 21 日下午 2時在荃葵崇真堂有差傳部第二次部員
大會和第三次職員會。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疫情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宣教差傳的格局，請為普世
差會能作出應變，但持守使命，繼續傳揚福音。

• 因鎖國封關的緣故，兆泉牧師至今年 2月以來，都無法
返回菲律賓協助舊約的翻譯事工，求主給當地翻譯團隊
可排除困難繼續專心工作。

• 請繼續為佩玲師母身體禱告，入秋後天氣轉涼，加上秋
風起，吹起塵埃和微粒，她的鼻喉也有些不適。

• 請為大女兒凱恩仍忙於醫院的工作禱告，因疫情已兩個
月來未返回家中，求主幫助她在外邊生活能照顧自己飲
食和有充足的休息。

• 請為小女兒凱晴和丈夫在美國生活禱告，她們住的小市
鎮也有 400 多人感染新冠病毒。求主保護她每天返學校
教書時，要接觸學生時或家長時不受感染。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謝主！蘇姑娘能有機會往清邁安靜退修了一星期，重
新得力。

• 請記念現有 2-3 位初信者接受洗禮班課程，求主保護及
讓他們明白真理。

• 11 月 23 日至 27 日，於 Don	Muang 貧民區開始高小
初中的性教育課程，請記念課程有助女孩更加明白身體
的改變和兩性關係，並希望能減低未成年懷孕。

• 請繼續記念美女事工，和聖誕的外展活動。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山國於近兩個月來感染人數有增無減，當地政府繼續將
旅遊簽證再次延後一個月，請為當地民生禱告。

• 感恩當地縱然今年長期處於封鎖狀態，但亦不乏歸主者，
願神保守他們及傳道者的信心、愛心和盼望。

• 於今年內要述職的國際同工已全部平安返國了，求主賜
智慧和異象給團隊，為新一年定下的計劃有主的恩典。

• 為未信的爸爸禱告，自從上年社運開始，他非常仇視基
督徒，加上今年全球疫情爆發，令他更反對我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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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10 月 25 日，為本堂聖樂敬拜主日，講員為麥年豐先生。

• 第 34屆啟發課程於 11 月 7日以線上視像形式開始進行。

西貢堂

• 8月 28日，本堂第二屆綠色《門徒》開課，共有九位學員參加（包括：周惠芳、張淑芳、張夢、張錦良、張啟文、劉國權、
梁志寶、董紫蘭、電馥瑄）。求主加力他們的學習，賜信心和智慧。

• 8 月 16 日至 9月 27日，逢主日亞米嘉宣教士教導「認識希伯來文：名字與詩歌」感謝主！

• 由 10月 1 日開始，崔玉馨幹事任半職幹事，求主加力！

• 11 月 30 日，李少敏傳道約滿離職。求主帶領她！

大埔堂

• 本堂鍾宏健弟兄參加總會青年同工計劃，感
謝主讓他透過課程和實習裝備，靈命得到造
就，也可以認識各堂會的年青人。

• 本堂黃洛敏姊妹已經完成建道神學院道學碩
士課程感恩，求主引導她前面事奉的道路。

窩美堂

• 本堂每個主日繼續以網上直播崇拜，讓弟兄
姊妹在家中仍可以參與崇拜。

• 本堂牧者，以不同方式聯絡關心弟兄姊妹近
況，有電話關心長者，有WhatsApp。政府
改變 4人限聚令之後。牧者亦安排與弟兄姊
妹小組家庭飯聚。

• 因為疫情，所有教會活動不能實體舉辦，但
牧者以網上平台繼續上堂或團契小組活動，
聯繫每一位弟兄姊妹。每月祈禱會、兒童主
日學、伉儷團、麗人一族、弟兄團、青年小
組、查經班、成人主日學……等等。

救恩堂粉嶺分堂

• 伯特利神學院道學碩士三年級學生李玉珍由
9月 5 日開始，至 2021 年 5 月底，逢周六
和周日於本堂實習。

• 第四季「周五培訓」《列王紀上》已於 10
月9日開課，預計六堂。由林立文傳道任教。

• 本堂的實體崇拜、團契和小組已於 10 月 11
日恢復。感謝神！

• 預備今年接受洗禮的肢體已於 10 月完成洗
禮教義班，11 月將進行「信德查考」。洗禮
將於 12月 6日舉行。

• 本堂的探訪隊正式成立，由盧永蓮傳道任統
籌。隊員將定期探訪教友和粉嶺救恩書院同
學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