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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 
「能在絕望孤單中偶然遇到你……」

2021	年	2 月初，兩星期斷斷續續的腸胃炎，吃片白麵包都肚瀉不停。腸胃炎的那種

痛，一直是我最怕面對的。小學三年級上學期，肚子痛了一星期，痛到好像要裂開一

樣，直到某一晚爸爸覺得形勢危急，立即把我送進醫院，原來盲腸炎導致盲腸穿了，

變成了急性腹膜炎，情況非常危險。其實入院後我已開始神智不清，只記得有些護士

嘗試為我插鼻喉，但因為實在太辛苦，我掙扎一會便暈過去了。之後又好像要為我輸

血，針一插入手中，我立時痛得大哭起來，哭不久又暈過去了。這是我對醫院的記憶。

直到恢復意識時，發現肚子上貼了一塊大紗布，原來醫生剛為我進行了一個開肚的大

手術，還說發現了我是天生腸胃構造跟普通人「相反」的，所以手術時尋找了很久才

找到正確的位置。這經歷留下來的烙印，除了是那個學期成績表上的缺席次數寫著	41	

天之外，還有肚皮上那條	8cm	的開刀疤痕，彷如一條大蜈蚣被釘在肚臍旁，栩栩如

生，至今仍在。

下期截稿日期：2021年7月28日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哥林多前書	十三 13 上）

“ But for right now, until that completeness, we have three things 
to do to lead us toward that consummation: Trust steadily in 
God, hope unswervingly, love extravagantly…” 

（1 Corinthians 13:13a; The Messag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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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彼得遇到耶穌後，他便毅然放低了

他所熟悉並賴以為生的職業，「撇下

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路加福音

五 11），這是因著親身經歷過上帝的

大能而甘願將自己的人生全然交給祂

的信心。

以上的經歷都是不容易作的決定，這些人物的行動教

導了我十分寶貴的功課	-	他們並不是對他們的未來有

把握，而是對他們所相信的上帝有把握，就正如	Ira	F.	

Stanphill	的經典聖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我知誰掌管明天》所述：「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2006	年	10	月，我嘗試以幾位舊約聖經人物的信心見證

為主題，創作了一首作品鼓勵自己在今世繼續憑信心跟

隨主的腳蹤行，並且存心等候將來那更美的家鄉，作品

名叫《因著信》。十五年轉眼過去了，願上帝賜我信心

去奔走另一個十五年。

幾段旋律，數個故事

這是我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故事	－	在迷惘虛空的人生

裡因著經歷上帝的救恩，而找到生存的盼望與內心的安

寧，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靠

著主耶穌大愛的激勵而勇敢

面對逆境，並且懷著信心回

應召命，順著聖靈的引導奔

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

作者資料：

「盧永亨，早年畢業於中國

神學研究院輔導教育碩士

課程，現為本地一基督教

機構傳道同工。」

記」，記載了一個平凡的生命，如何因著主耶穌的愛而

尋著了生存的力量與方向。

有信：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信 － 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古人

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希伯來書十一 1-2）

在我不斷學習跟隨上帝的過程裡，許多聖經人物的榜樣

都成為了我極大的激勵。而其中一件令我特別驚訝的事

情，是這些人物因著對上帝的信心而作出的大膽回應。

這些回應在許多不相信上帝或未認識上帝的人眼中，

或許是十分愚笨、匪夷所思、甚至是完全「唔	make	

sense」的。

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離開他的本族，聖經說：「（他）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希伯來書十一8下），

這是面對著前路茫茫的未來而仍然選擇順服上帝的信

心。

當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警告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假如他

們不肯敬拜他所鑄造的金像的話，便會把他們三人扔進

火窰裡，他們這樣回答：「我們所事奉的上帝……必救

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我們……也不敬拜你所立

的金像。」（但以理書三 17-18），這是處身於生死邊

緣的關頭而仍然認定上帝有絕對主權的信心。

在福音書的故事裡，一位貧窮的寡婦把她用來養生的兩

個小錢全部捐獻了出來。（馬可福音	十二 41-44），這

是在無依無靠的困境中仍然仰賴上帝供應的信心。

後遺症之一是我不能過度彎下身體，否則疤痕位置會抽

筋。重新上學後的體育堂是我每星期的惡夢，因為要學

習打前滾翻，更試過因此疤痕爆裂，肚上出現一個手指

甲般的圓洞，需立即再度入院，當時的我只有八歲。

原來最嚴重的後遺症不在身體上，而是在心靈上。記得

中四那年的某一天，班主任問班上同學：「哪位同學希

望將來能考進大學的？請舉手。」許多同學都舉了手，

但我沒有。沒有舉手，是因為我自小三那年開始便有一

個想法：我尚未活到入大學的年紀便可能已離開世界，

或許因為一次交通意外、又或是另一次大病，因此我真

的從來沒想過要進大學，也從沒對自己的將來有任何憧

憬、計劃和盼望。這便是我的童年。

結果，我的想法沒有應驗。我活過了十八歲，那一年給

中文大學取錄了，在入大學註冊的那一天有基督徒師兄

師姐向我分享福音，我因而認識了耶穌，並接受了祂成

為我的救主。遇見耶穌之後對我最大的影響，不是改變

了我對於生命無常的看法，而是讓我真實地體會到，即

使生命不是在我的預期或掌握之中，然而我所選擇相信

的上帝是那位掌管天地萬有的主、也是那位應許永遠愛

我並看顧我的主，因此我可以對生命常存盼望。遇見耶

穌成為了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因為耶穌將

我整個人生往後的定位和方向都徹底扭轉了。數年後，

我便嘗試用自己極有限的音樂知識，創作了一首非常簡

單的作品來提醒自己基督對我的「救命之恩」，那首作

品名叫《偶然遇上的驚喜》，那是	1997	年	8	月的事情，

轉眼已過了廿四個年頭。

有愛：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

大部分不認識我的弟兄姊妹，都以為我的職業是一個音

樂創作人，但事實絕非如此。打從開始寫作第一首作品

以來，我都是抱著「供自己在浴室唱」的心態，嘗試用

最簡單的旋律和最淺白的詞彙，將自己內心對信仰的經

歷和生命的體會以音樂表達出來，希望藉此幫助自己時

刻記念天父的恩典，並鼓勵自己繼續憑信心跟隨主耶穌。

不錯，我所寫的大部分

作品，我的原意其實只

是寫給我自己一人的，就好像是我的

「靈修筆記」，將我和上帝之間十分個人的相交過程，

用音樂記錄下來，好讓內心的感情得以抒發。所以，我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寫給自己在浴室唱的作品後來

會被灌錄在任何唱片之內、或被其他弟兄姊妹所認識。

以下的作品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大學畢業後，我加入了一間基督教福音機構服侍，在大

學校園裡從事佈道和栽培信徒的工作。2002	年	1	月初，

我所事奉的機構舉辦了一個全港信徒領袖訓練營會。由

於我要負責統籌這個有 1,000 人參與的營會行政工作，

故此自	2001	年	9	月開始，我都在極度忙碌的光景中度

過，壓力也異常沉重。

當時腦中閃過一個小念頭，希望可以創作一首以愛為主

題的作品，藉以鼓勵自己竭力倚靠上帝，忠心地服侍將

會參與營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2001	年	9	月某晚，正

在洗澡的時候，一段新約經文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那

是約翰福音十三章 1節：「他（耶穌）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當時我整個人深深被耶穌無

條件犧牲的愛所感動，然後靈感忽然蜂擁而至，9	月	5	

日作品完成，取名《愛是不保留》，那是差不多二十年

前的事情，但那份感動今天依然震撼。

我聽聞有弟兄姊妹一直以為這是為紀念「沙士事件」而

特別寫的詩歌、或是為當年某齣福音電影而「度身訂做」

的歌曲。但這首作品其實寫於「沙士」發生之前，只是

一首寫給我自己、用來激勵自己的，既簡單又非專業的

作品。因此這首作品後來的意外流傳是我自己完全沒有

計劃過、或是想像過的。它其實是我的另一篇「靈修筆

⋯⋯

遇見耶穌成為了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
的轉捩點，因為耶穌將我整個人生往後
的定位和方向都徹底扭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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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彼得遇到耶穌後，他便毅然放低了

他所熟悉並賴以為生的職業，「撇下

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路加福音

五 11），這是因著親身經歷過上帝的

大能而甘願將自己的人生全然交給祂

的信心。

以上的經歷都是不容易作的決定，這些人物的行動教

導了我十分寶貴的功課	-	他們並不是對他們的未來有

把握，而是對他們所相信的上帝有把握，就正如	Ira	F.	

Stanphill	的經典聖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我知誰掌管明天》所述：「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2006	年	10	月，我嘗試以幾位舊約聖經人物的信心見證

為主題，創作了一首作品鼓勵自己在今世繼續憑信心跟

隨主的腳蹤行，並且存心等候將來那更美的家鄉，作品

名叫《因著信》。十五年轉眼過去了，願上帝賜我信心

去奔走另一個十五年。

幾段旋律，數個故事

這是我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故事	－	在迷惘虛空的人生

裡因著經歷上帝的救恩，而找到生存的盼望與內心的安

寧，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靠

著主耶穌大愛的激勵而勇敢

面對逆境，並且懷著信心回

應召命，順著聖靈的引導奔

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

作者資料：

「盧永亨，早年畢業於中國

神學研究院輔導教育碩士

課程，現為本地一基督教

機構傳道同工。」

記」，記載了一個平凡的生命，如何因著主耶穌的愛而

尋著了生存的力量與方向。

有信：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信 － 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古人

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希伯來書十一 1-2）

在我不斷學習跟隨上帝的過程裡，許多聖經人物的榜樣

都成為了我極大的激勵。而其中一件令我特別驚訝的事

情，是這些人物因著對上帝的信心而作出的大膽回應。

這些回應在許多不相信上帝或未認識上帝的人眼中，

或許是十分愚笨、匪夷所思、甚至是完全「唔	make	

sense」的。

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離開他的本族，聖經說：「（他）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希伯來書十一8下），

這是面對著前路茫茫的未來而仍然選擇順服上帝的信

心。

當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警告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假如他

們不肯敬拜他所鑄造的金像的話，便會把他們三人扔進

火窰裡，他們這樣回答：「我們所事奉的上帝……必救

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我們……也不敬拜你所立

的金像。」（但以理書三 17-18），這是處身於生死邊

緣的關頭而仍然認定上帝有絕對主權的信心。

在福音書的故事裡，一位貧窮的寡婦把她用來養生的兩

個小錢全部捐獻了出來。（馬可福音	十二 41-44），這

是在無依無靠的困境中仍然仰賴上帝供應的信心。

後遺症之一是我不能過度彎下身體，否則疤痕位置會抽

筋。重新上學後的體育堂是我每星期的惡夢，因為要學

習打前滾翻，更試過因此疤痕爆裂，肚上出現一個手指

甲般的圓洞，需立即再度入院，當時的我只有八歲。

原來最嚴重的後遺症不在身體上，而是在心靈上。記得

中四那年的某一天，班主任問班上同學：「哪位同學希

望將來能考進大學的？請舉手。」許多同學都舉了手，

但我沒有。沒有舉手，是因為我自小三那年開始便有一

個想法：我尚未活到入大學的年紀便可能已離開世界，

或許因為一次交通意外、又或是另一次大病，因此我真

的從來沒想過要進大學，也從沒對自己的將來有任何憧

憬、計劃和盼望。這便是我的童年。

結果，我的想法沒有應驗。我活過了十八歲，那一年給

中文大學取錄了，在入大學註冊的那一天有基督徒師兄

師姐向我分享福音，我因而認識了耶穌，並接受了祂成

為我的救主。遇見耶穌之後對我最大的影響，不是改變

了我對於生命無常的看法，而是讓我真實地體會到，即

使生命不是在我的預期或掌握之中，然而我所選擇相信

的上帝是那位掌管天地萬有的主、也是那位應許永遠愛

我並看顧我的主，因此我可以對生命常存盼望。遇見耶

穌成為了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因為耶穌將

我整個人生往後的定位和方向都徹底扭轉了。數年後，

我便嘗試用自己極有限的音樂知識，創作了一首非常簡

單的作品來提醒自己基督對我的「救命之恩」，那首作

品名叫《偶然遇上的驚喜》，那是	1997	年	8	月的事情，

轉眼已過了廿四個年頭。

有愛：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

大部分不認識我的弟兄姊妹，都以為我的職業是一個音

樂創作人，但事實絕非如此。打從開始寫作第一首作品

以來，我都是抱著「供自己在浴室唱」的心態，嘗試用

最簡單的旋律和最淺白的詞彙，將自己內心對信仰的經

歷和生命的體會以音樂表達出來，希望藉此幫助自己時

刻記念天父的恩典，並鼓勵自己繼續憑信心跟隨主耶穌。

不錯，我所寫的大部分

作品，我的原意其實只

是寫給我自己一人的，就好像是我的

「靈修筆記」，將我和上帝之間十分個人的相交過程，

用音樂記錄下來，好讓內心的感情得以抒發。所以，我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寫給自己在浴室唱的作品後來

會被灌錄在任何唱片之內、或被其他弟兄姊妹所認識。

以下的作品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大學畢業後，我加入了一間基督教福音機構服侍，在大

學校園裡從事佈道和栽培信徒的工作。2002	年	1	月初，

我所事奉的機構舉辦了一個全港信徒領袖訓練營會。由

於我要負責統籌這個有 1,000 人參與的營會行政工作，

故此自	2001	年	9	月開始，我都在極度忙碌的光景中度

過，壓力也異常沉重。

當時腦中閃過一個小念頭，希望可以創作一首以愛為主

題的作品，藉以鼓勵自己竭力倚靠上帝，忠心地服侍將

會參與營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2001	年	9	月某晚，正

在洗澡的時候，一段新約經文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那

是約翰福音十三章 1節：「他（耶穌）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當時我整個人深深被耶穌無

條件犧牲的愛所感動，然後靈感忽然蜂擁而至，9	月	5	

日作品完成，取名《愛是不保留》，那是差不多二十年

前的事情，但那份感動今天依然震撼。

我聽聞有弟兄姊妹一直以為這是為紀念「沙士事件」而

特別寫的詩歌、或是為當年某齣福音電影而「度身訂做」

的歌曲。但這首作品其實寫於「沙士」發生之前，只是

一首寫給我自己、用來激勵自己的，既簡單又非專業的

作品。因此這首作品後來的意外流傳是我自己完全沒有

計劃過、或是想像過的。它其實是我的另一篇「靈修筆

⋯⋯

遇見耶穌成為了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
的轉捩點，因為耶穌將我整個人生往後
的定位和方向都徹底扭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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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虔」與「貞」兩字讓人很自然地想到基督教的

敬虔和中國古老的關於女性的傳統民風，兩者在這個中

西合璧的校名裡竟達致如此和諧美妙的統一。我被這所

學校遺留下來的舊建築深深地吸引著，心裡一直有種念

頭想要弄清楚它背後的故事，於是便和另一位志同道合

的同事開始了我們的探索和尋找之旅。

我們從走訪附近村民開始，整理出這所學校老校友的口

述歷史，接著根據村民提供的線索找到曾經擁有這所學

校的香港崇真會，在崇真會的幫助下，我們親赴瑞士，

在當年創辦這所學校的巴色差會的檔案館裡，找到了這

所學校的全部歷史——這是一所曾經存在九十五年的教

會女子學校，曾為本地初級教育做出過巨大貢獻，培養

了許多傑出人才。更令我們驚喜的發現是，在過往的

一百年間，由同一個歐洲差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在廣東

客家地區一共建立了 174 所學校和醫院，虔貞女校只是

其中的一所！幸運的是，這座建築是唯一一座被完整保

留下來的校舍；可遺憾的是，這段歷史早已被掩埋在歷

史的塵埃裡，人們或主動或被動，不再提起，也無人記

憶……

這個令人驚喜的發現帶給我和同事的是一種深深的使命

感，我們似乎被一種力量所驅使，決心把這段歷史恢復

原貌，讓更多人知曉。從瑞士回來，我和同事通過舉辦

展覽向公眾講述深圳的歷史不僅止步於八十年代開始的

改革開放，它與西方文明的相遇可以再往前追溯一百年。

書籍《虔貞女校》和畫冊《虔貞百年》的出版讓更多人

開始關注這段歷史，一些有公共意識的專家學者組成「虔

貞歷史研究會」開始探討修復

女校並重新利用的可能性。

我們的工作得到了社會和公眾

的認可，後在當地政府的支持

下，女校舊建築群修復工作歷

時三年終於 2016 年完成，修

復後的建築成為一個小型博物

館向公眾開放，主要展示巴色

差會百年來華教育（傳教）

史，同時兼具社區教育、公共

藝術創作等功能，成為深

圳舊建築活化的典範和一

張獨特的城市文化名片。

從項目開始到博物館建成歷時十年，這個過程中，我無

數次在心裡問自己：這些傳教士為什麼要來中國？他們

為什麼與我們如此不同？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在苦難的

歲月裡與中國人相伴同行，不離不棄？這一系列的追問

最終都指向了信仰！我開始叩問自己的良心：這個世界

真的沒有神嗎？還是我的認知一直都在一個錯誤的預設

裡打轉？也許，真的有一個信仰

的世界是我完全沒有涉足過的？

帶著這些疑問，我又開始了對個

人信仰的追尋。我開始讀聖經，

尋找身邊的教會，與熟悉的牧者

談論信仰。坦白講，這個過程並

不順利，一方面受制於我身處的

環境，另一方面，長期受無神論

影響也是我認識上帝的障礙。就

從項目開始到博物館建成歷時十年，	
這個過程中，我無數次在心裡問自己：	
「這些傳教士為什麼要來中國？	
他們為什麼與我們如此不同？	
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在苦難的歲月裡與中國人相伴同行，	
不離不棄？」⋯⋯

在這個時候，和我一起合作虔貞專案多年的唐冬眉老師

發來資訊，邀請我參加她的受洗儀式，這對我是個深深

的觸動。特別是受洗那天，看到她從水中出來時，面容

顯得如此安靜美好，雖不再年輕，我卻能在她的笑容裡

感受到一種重生的喜悅，那個場面令我終生難忘。

我變得不再猶豫，內心似乎總有一種力量在催促我去叩

開那扇門。終於在 2017 年夏天，機緣帶領，我在巴塞

爾受洗，受洗那天正是我第一次踏上尋找虔貞女校歷史

之旅的日子，尋找的開端正是信仰的起點，我深信：你

若叩門，衪必為你

開門。上帝的帶領

在每個人的生命

中都是一段不可

複製的奇跡。

我在很多場合分享過我的信主見證，卻一直沒機會用

文字來記錄我認識上帝的曲折奇妙之過程，此次應

張愛思執行幹事邀約為崇真會弟兄姐妹做見證，我很感

恩，也想藉此回顧信仰對自己人生的改變，與大家共用

主恩的奇妙和豐盛。

我出生在內地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開封，在這座城市裡

渡過了我的學生生涯，從小學到大學。九十年代初，

大學畢業的我和內地許多年輕人一樣懷揣著對未來的憧

憬，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的南方城市——深

圳，尋找我的夢想。

我生長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得我毫無選擇地成為一名

堅定的無神論者，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相信一切只能靠自己努力得來。在深圳二十多年，我

也確實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工作小有成就，生活富

足平順。在很長的時間裡，我一直秉持這樣的觀點，直

到 2007 年，我接觸到「虔貞女校」這個項目。

項目的起源是一座舊建築被發現，這座建築藏身於深圳

城市邊緣、客家人群聚居的一個小村落。2007 年我第

一次看到它的時候，我幾乎可以嗅出廢棄建築裡面散發

出的濃重的異域

文化的氣息：西

式門樓，中式庭

院，客家房屋，

羅馬拱廊，門樓

上 書「 虔 貞 學

見證文章 虔貞女校藝術展覽館創建人、虔貞歷史研究會發起人  |  王豔霞姊妹

我和虔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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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虔」與「貞」兩字讓人很自然地想到基督教的

敬虔和中國古老的關於女性的傳統民風，兩者在這個中

西合璧的校名裡竟達致如此和諧美妙的統一。我被這所

學校遺留下來的舊建築深深地吸引著，心裡一直有種念

頭想要弄清楚它背後的故事，於是便和另一位志同道合

的同事開始了我們的探索和尋找之旅。

我們從走訪附近村民開始，整理出這所學校老校友的口

述歷史，接著根據村民提供的線索找到曾經擁有這所學

校的香港崇真會，在崇真會的幫助下，我們親赴瑞士，

在當年創辦這所學校的巴色差會的檔案館裡，找到了這

所學校的全部歷史——這是一所曾經存在九十五年的教

會女子學校，曾為本地初級教育做出過巨大貢獻，培養

了許多傑出人才。更令我們驚喜的發現是，在過往的

一百年間，由同一個歐洲差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在廣東

客家地區一共建立了 174 所學校和醫院，虔貞女校只是

其中的一所！幸運的是，這座建築是唯一一座被完整保

留下來的校舍；可遺憾的是，這段歷史早已被掩埋在歷

史的塵埃裡，人們或主動或被動，不再提起，也無人記

憶……

這個令人驚喜的發現帶給我和同事的是一種深深的使命

感，我們似乎被一種力量所驅使，決心把這段歷史恢復

原貌，讓更多人知曉。從瑞士回來，我和同事通過舉辦

展覽向公眾講述深圳的歷史不僅止步於八十年代開始的

改革開放，它與西方文明的相遇可以再往前追溯一百年。

書籍《虔貞女校》和畫冊《虔貞百年》的出版讓更多人

開始關注這段歷史，一些有公共意識的專家學者組成「虔

貞歷史研究會」開始探討修復

女校並重新利用的可能性。

我們的工作得到了社會和公眾

的認可，後在當地政府的支持

下，女校舊建築群修復工作歷

時三年終於 2016 年完成，修

復後的建築成為一個小型博物

館向公眾開放，主要展示巴色

差會百年來華教育（傳教）

史，同時兼具社區教育、公共

藝術創作等功能，成為深

圳舊建築活化的典範和一

張獨特的城市文化名片。

從項目開始到博物館建成歷時十年，這個過程中，我無

數次在心裡問自己：這些傳教士為什麼要來中國？他們

為什麼與我們如此不同？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在苦難的

歲月裡與中國人相伴同行，不離不棄？這一系列的追問

最終都指向了信仰！我開始叩問自己的良心：這個世界

真的沒有神嗎？還是我的認知一直都在一個錯誤的預設

裡打轉？也許，真的有一個信仰

的世界是我完全沒有涉足過的？

帶著這些疑問，我又開始了對個

人信仰的追尋。我開始讀聖經，

尋找身邊的教會，與熟悉的牧者

談論信仰。坦白講，這個過程並

不順利，一方面受制於我身處的

環境，另一方面，長期受無神論

影響也是我認識上帝的障礙。就

從項目開始到博物館建成歷時十年，	
這個過程中，我無數次在心裡問自己：	
「這些傳教士為什麼要來中國？	
他們為什麼與我們如此不同？	
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在苦難的歲月裡與中國人相伴同行，	
不離不棄？」⋯⋯

在這個時候，和我一起合作虔貞專案多年的唐冬眉老師

發來資訊，邀請我參加她的受洗儀式，這對我是個深深

的觸動。特別是受洗那天，看到她從水中出來時，面容

顯得如此安靜美好，雖不再年輕，我卻能在她的笑容裡

感受到一種重生的喜悅，那個場面令我終生難忘。

我變得不再猶豫，內心似乎總有一種力量在催促我去叩

開那扇門。終於在 2017 年夏天，機緣帶領，我在巴塞

爾受洗，受洗那天正是我第一次踏上尋找虔貞女校歷史

之旅的日子，尋找的開端正是信仰的起點，我深信：你

若叩門，衪必為你

開門。上帝的帶領

在每個人的生命

中都是一段不可

複製的奇跡。

我在很多場合分享過我的信主見證，卻一直沒機會用

文字來記錄我認識上帝的曲折奇妙之過程，此次應

張愛思執行幹事邀約為崇真會弟兄姐妹做見證，我很感

恩，也想藉此回顧信仰對自己人生的改變，與大家共用

主恩的奇妙和豐盛。

我出生在內地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開封，在這座城市裡

渡過了我的學生生涯，從小學到大學。九十年代初，

大學畢業的我和內地許多年輕人一樣懷揣著對未來的憧

憬，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的南方城市——深

圳，尋找我的夢想。

我生長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得我毫無選擇地成為一名

堅定的無神論者，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相信一切只能靠自己努力得來。在深圳二十多年，我

也確實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工作小有成就，生活富

足平順。在很長的時間裡，我一直秉持這樣的觀點，直

到 2007 年，我接觸到「虔貞女校」這個項目。

項目的起源是一座舊建築被發現，這座建築藏身於深圳

城市邊緣、客家人群聚居的一個小村落。2007 年我第

一次看到它的時候，我幾乎可以嗅出廢棄建築裡面散發

出的濃重的異域

文化的氣息：西

式門樓，中式庭

院，客家房屋，

羅馬拱廊，門樓

上 書「 虔 貞 學

見證文章 虔貞女校藝術展覽館創建人、虔貞歷史研究會發起人  |  王豔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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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祢已將哀哭變為跳舞：在時艱中尋找盼望》 
 （Turn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Finding Hope in Hard Times）
作者：盧雲（Henri J.M. Nouwen）
譯者：黃大業

出版：基道出版社

你正在面對痛苦嗎？你內心有
強烈的渴望，卻無法被滿足

嗎？你正在努力緊緊抓著你心愛的
人或事物，以致身心疲累嗎？你懼
怕與所愛的人分離、你懼怕死亡
嗎？閱讀這書，你會驚訝作者盧雲
的真誠與直率，他明白你的感受，
也讓你透過思考，反思自己的生
命，找到生命另一個方向！

全書分為五個部份，「從自我到世
界」、「從緊握到放手」、「從宿
命到盼望」、「從控到愛」、「從
怕死到樂活」。在第一個部份，作
者告訴我們，要在苦難中全然投入
生命，面對苦難，不要逃避，將我
們的傷痛放在上帝手裡，這樣我們
的哀傷會變舞步。我們要以感恩的
心，擁抱整個生命，包括快樂與傷痛；讓上帝的心意滲
透我們整個人生，這樣我們就可以走出自我、小我，步
向更大的天地。

在第二部份，作者與我們分享，他喜歡看空中飛人的表
演。我們如空中飛人，必須放手，放開我們不惜代價去
緊抓著的事物，才能在半空中「劃出美妙弧線」。人生
一大虛幻，是我們以為能夠控制自己的人生。基督受死
的含意，是基督本於祂的大愛，為我們交出操控權。作
者盧雲說，若果我們忙於肯定自己，就必然看不見上帝，
也找不到自由。放手，就是不再堅持某些偏見，唯有這
樣，才能「承載上帝真理的深度」。作者更挑戰我們：「在
你生命中有沒有一個空間，是上帝的靈能夠自由現身、
說話、行事的？」

在「從宿命到盼望」這個部份，作者談到，如果人相信
宿命，就會依附一些充滿傷痛的沉溺方法去滿足自己。

要打破人對宿命的相信，唯有對上

帝的信心；也因為上帝，即使在患

難中，我們也能生出盼望。真正的

盼望，並不取決於地上的和平、世

界的公義，或者我們認為的人世間

的成就。我們的盼望，是因為基督

告訴我們，祂在等我們，祂已經為

我們預備了地方。正是這盼望，使

我們即使在憂傷與病患中，仍然有

新的力量過日子。

在「從控到愛」的分享中，作者再

次挑戰我們：「我們真的有憐憫人

的心嗎？」有時，我們為了避開傷

痛，甚至連一個聆聽者也做不好。

盧雲分析，我們不能愛人，其中一

個原因，或許是源於傷痛，我們渴

求被接納，並從接納裡去肯定自己的身份。有時我們有

爭競的心，以致無法真心愛人。耶穌的愛，是只有對方，

沒有自己，單單回應別人的需要。真正的愛，是從上帝

而來，上帝是生命與醫治的源頭，我們只有從上帝而來

的愛，才能愛人，既愛我們喜歡的人，也愛我們的敵人，

與其他哀哭的人共舞。

在最後部份「從怕死到樂活」裡，作者指出，世人都逃

避「人有一死」這個現實，在日常生活裡，少有帶著永

恆的眼光去過活，我們忙亂於生活裡的種種壓力。如果

我們要不怕死亡，就要學習面對它，就是明白我們是上

帝的兒女，祂的愛已勝過死亡。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

漸漸不再捉緊已擁有的事物，活在當下。即使我們面對

自己的死亡，或是親愛的人死亡，我們儘管哀慟傷痛，

但明白到上帝與我們在一起，就不再恐懼，能進到自由

裡。

旺角堂  |  陳阮素傳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廿三 1,6）

這是首傳誦千古的詩篇，是個美善信仰生活的

陳述，談到信徒如何蒙主眷佑的經歷；生命

無論高低起跌、得失成敗，就如「青草地」、「溪

水旁」、「走義路」、「過死蔭幽谷」或「在敵人

面前」，都有祂在前引領和在旁保護，他們可享福

杯滿溢，祝捷宴席及殿裏安居之樂。

這美善的信仰福份許多時被敍述為自然而然，輕輕

鬆鬆的；好像人不用抉擇、不用掙扎，只安坐在哪

裡，便會享受到豐盛，亦不論你想要不要，福樂都

會必然臨到！但得福是否這樣的一個過程呢？詩人

在第一節開宗明義說出了一個既是私底下、亦是公

開的信仰聲言，就是耶和華－並非任何其他的神

祉，或其他的人或物－是他的牧者，而他是祂的羊，

願意追隨祂、被祂牧養、管治。這是個有意識的抉

擇和宣示！而在這個大前題下，「我必不致缺乏」

才是一個信心的宣告、一個確切的盼望和真實經歷

的總結！詩人隨即在下文逐一詳述被牧養的美善細

節，內容既詩意盎然，也有血有肉！

對一個主內的長者來說，信仰不單是回顧多、亦是

前瞻強的一回事；不單過去充滿著主如何牧養自己

的見證，更是對主在前的引導充滿著期盼。對其他

年齡的信徒來說，詩篇廿三篇所描述的經驗，許多

仍處於現代進行式的時態，是正在發生的。可是詩

中的意象有多清晣、詩意有多濃、共鳴有多大，其

實又與讀者年齡無必然關係，乃在乎個人對主有多

渴慕追求，不過年長的，信仰經驗的廣度和深度相

信一般又比年輕的大，因有些東西畢竟是須經歲月

的歷練的！但願每個信徒，無論是年少年長，在其

生命中，都能有形有體地經歷到主的牧養和保護！

靜思恩言 筲箕灣堂  |  張文彪長老

求作我善牧

祈禱：

感謝主，賜下詩篇廿三篇，並讓我們知道主祢是善牧。 

我願作主祢的羊，一生追隨祢，被祢牧養， 

求主恩憐，叫我經歷詩中所述的恩福！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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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祢已將哀哭變為跳舞：在時艱中尋找盼望》 
 （Turn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Finding Hope in Hard Times）
作者：盧雲（Henri J.M. Nouwen）
譯者：黃大業

出版：基道出版社

你正在面對痛苦嗎？你內心有
強烈的渴望，卻無法被滿足

嗎？你正在努力緊緊抓著你心愛的
人或事物，以致身心疲累嗎？你懼
怕與所愛的人分離、你懼怕死亡
嗎？閱讀這書，你會驚訝作者盧雲
的真誠與直率，他明白你的感受，
也讓你透過思考，反思自己的生
命，找到生命另一個方向！

全書分為五個部份，「從自我到世
界」、「從緊握到放手」、「從宿
命到盼望」、「從控到愛」、「從
怕死到樂活」。在第一個部份，作
者告訴我們，要在苦難中全然投入
生命，面對苦難，不要逃避，將我
們的傷痛放在上帝手裡，這樣我們
的哀傷會變舞步。我們要以感恩的
心，擁抱整個生命，包括快樂與傷痛；讓上帝的心意滲
透我們整個人生，這樣我們就可以走出自我、小我，步
向更大的天地。

在第二部份，作者與我們分享，他喜歡看空中飛人的表
演。我們如空中飛人，必須放手，放開我們不惜代價去
緊抓著的事物，才能在半空中「劃出美妙弧線」。人生
一大虛幻，是我們以為能夠控制自己的人生。基督受死
的含意，是基督本於祂的大愛，為我們交出操控權。作
者盧雲說，若果我們忙於肯定自己，就必然看不見上帝，
也找不到自由。放手，就是不再堅持某些偏見，唯有這
樣，才能「承載上帝真理的深度」。作者更挑戰我們：「在
你生命中有沒有一個空間，是上帝的靈能夠自由現身、
說話、行事的？」

在「從宿命到盼望」這個部份，作者談到，如果人相信
宿命，就會依附一些充滿傷痛的沉溺方法去滿足自己。

要打破人對宿命的相信，唯有對上

帝的信心；也因為上帝，即使在患

難中，我們也能生出盼望。真正的

盼望，並不取決於地上的和平、世

界的公義，或者我們認為的人世間

的成就。我們的盼望，是因為基督

告訴我們，祂在等我們，祂已經為

我們預備了地方。正是這盼望，使

我們即使在憂傷與病患中，仍然有

新的力量過日子。

在「從控到愛」的分享中，作者再

次挑戰我們：「我們真的有憐憫人

的心嗎？」有時，我們為了避開傷

痛，甚至連一個聆聽者也做不好。

盧雲分析，我們不能愛人，其中一

個原因，或許是源於傷痛，我們渴

求被接納，並從接納裡去肯定自己的身份。有時我們有

爭競的心，以致無法真心愛人。耶穌的愛，是只有對方，

沒有自己，單單回應別人的需要。真正的愛，是從上帝

而來，上帝是生命與醫治的源頭，我們只有從上帝而來

的愛，才能愛人，既愛我們喜歡的人，也愛我們的敵人，

與其他哀哭的人共舞。

在最後部份「從怕死到樂活」裡，作者指出，世人都逃

避「人有一死」這個現實，在日常生活裡，少有帶著永

恆的眼光去過活，我們忙亂於生活裡的種種壓力。如果

我們要不怕死亡，就要學習面對它，就是明白我們是上

帝的兒女，祂的愛已勝過死亡。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

漸漸不再捉緊已擁有的事物，活在當下。即使我們面對

自己的死亡，或是親愛的人死亡，我們儘管哀慟傷痛，

但明白到上帝與我們在一起，就不再恐懼，能進到自由

裡。

旺角堂  |  陳阮素傳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廿三 1,6）

這是首傳誦千古的詩篇，是個美善信仰生活的

陳述，談到信徒如何蒙主眷佑的經歷；生命

無論高低起跌、得失成敗，就如「青草地」、「溪

水旁」、「走義路」、「過死蔭幽谷」或「在敵人

面前」，都有祂在前引領和在旁保護，他們可享福

杯滿溢，祝捷宴席及殿裏安居之樂。

這美善的信仰福份許多時被敍述為自然而然，輕輕

鬆鬆的；好像人不用抉擇、不用掙扎，只安坐在哪

裡，便會享受到豐盛，亦不論你想要不要，福樂都

會必然臨到！但得福是否這樣的一個過程呢？詩人

在第一節開宗明義說出了一個既是私底下、亦是公

開的信仰聲言，就是耶和華－並非任何其他的神

祉，或其他的人或物－是他的牧者，而他是祂的羊，

願意追隨祂、被祂牧養、管治。這是個有意識的抉

擇和宣示！而在這個大前題下，「我必不致缺乏」

才是一個信心的宣告、一個確切的盼望和真實經歷

的總結！詩人隨即在下文逐一詳述被牧養的美善細

節，內容既詩意盎然，也有血有肉！

對一個主內的長者來說，信仰不單是回顧多、亦是

前瞻強的一回事；不單過去充滿著主如何牧養自己

的見證，更是對主在前的引導充滿著期盼。對其他

年齡的信徒來說，詩篇廿三篇所描述的經驗，許多

仍處於現代進行式的時態，是正在發生的。可是詩

中的意象有多清晣、詩意有多濃、共鳴有多大，其

實又與讀者年齡無必然關係，乃在乎個人對主有多

渴慕追求，不過年長的，信仰經驗的廣度和深度相

信一般又比年輕的大，因有些東西畢竟是須經歲月

的歷練的！但願每個信徒，無論是年少年長，在其

生命中，都能有形有體地經歷到主的牧養和保護！

靜思恩言 筲箕灣堂  |  張文彪長老

求作我善牧

祈禱：

感謝主，賜下詩篇廿三篇，並讓我們知道主祢是善牧。 

我願作主祢的羊，一生追隨祢，被祢牧養， 

求主恩憐，叫我經歷詩中所述的恩福！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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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第十七屆的《門徒》畢業禮於 6月 27日
在沙田崇真堂舉行，感謝神，今屆共有四
間堂會的 48名學員畢業，鑒於疫情，只
能讓畢業學員、導師、畢業學員所屬堂會
的教牧同工及工作人員親身出席典禮，同
一時間將安排有網上直播，願上帝大大使
用各畢業的弟兄姊妹。

• 總董會於 2021 年 5月 15 日的會議中通
過私隱政策聲明，稍後將安排講座，讓各
堂更清楚如何執行此私隱政策聲明。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已於 4 月 24 日舉行全港賣旗日，

鑑於疫情持續，確診數字仍有反覆的情
況，為顧及義工的安全，經執委會通過機
構向社署申請取消上街賣旗之安排，儘
管如此，本部仍透過WhatsApp	訊息及
宣傳短片進行呼籲，盼各界人士可透過
網上捐款平台（包括 PayMe、轉數快、
Alipay），認購金旗、認捐旗袋或直接捐
款。賣旗日當天，本部動員了二百多名
同工攜同易拉架上街站崗，手持宣傳展版
以呼籲公眾人士進行電子捐款，疫情下仍
能獲不少公眾人士支持，實在令人鼓舞！
另，本部主管亦於 4月 4 日及 4月 11 日
兩個主日到部份崇真會堂會進行賣旗宣傳
及即場募集捐款，弟兄姊妹的反應十分熱
烈支持，謹此向各崇真會堂會及學校致
謝！

• 由本部學前單位社工服務、大踏步兒童發
展中心和童‧成長兒童發展中心合辦的
線上幼教專業講座已於 5 月 8 日順利完
成。講座有幸邀得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和香港大學教育學
院言語及聽覺科學部副教授黃美燕博士擔
任主講嘉賓，分享幼兒的腦部、言語發展
及其成長需要。	是次講座的報名反應熱
烈，吸引來自近 100 間學校逾 500 名關
注幼兒發展的參加者報名，當中包括校
長、幼兒教育工作者、治療師、社工及家
長。

• 機構首間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獨立幼兒中心
「恩樂園」已於 2021 年 3 月 8日正式投
入服務，為 0至 3歲嬰幼兒提供照顧及培
育服務，開園至今，已有近 200 名輪候名
單，可見香港家庭對育嬰服務需求殷切。

總會差傳部
• 差傳幹事孟寶松牧師仍然忙於網上教學，

先後完成了黃埔堂、黃埔堂普通話分堂、
海聯堂和深水埗堂的差傳網上課程，感謝
神。6月將會在高怡堂教授差傳主日學（網
上）。

• 4 月 13 日至 5月 12 日是今年的穆斯林齋
戒月，總差推動全球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
禱告運動，每天早上轉載禱告手冊資料，
在不同的群組發放，同心為世界穆斯林歸
主禱告。

• 6 月 8 日、15 日、22 日一連三個星期二
晚上 7時 30 分至 9時在總會有信義宗聯
合差傳課程《風潮中的中國教會宣教史
（1842-1937）》，請代禱。

• 因疫情嚴峻，今年的短宣已經無法預期進
行。現在計劃暑期進行網上探訪沙巴的教
會，請代禱。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請記念我們在印尼工作的 SIL 差會同工	
Hong-Tae	Jang（南亞及太平洋島嶼區
域主管）和太太	Gum-Suk	，兩位都感染
了	COVID-19，丈夫更同時感染虐疾，已
入當地醫院接受治療，但他的血含氧量低，
現尋求	medical	evacuation	往澳洲的可
行性。唯感恩的是太太現時無徵狀感染。

• 請為佩玲師母的「創傷的醫治工作坊」完
滿結束，學員得益良多。但師母可能因準
備課程關係過度緊張，過去五天有胃痛。
現在仍稍微疼痛，求主全然醫治她。

• 小女兒凱晴在美國教書，學期剛於今星期
完結，可以稍作休息。請記念她和夫婿在
美國的生活，疫情仍未完全受控制。

• 為「聖經翻譯拾穗」新一系列的製作過程
禱告，今輯主要從《約翰福音》書中一些
難解難明的經文中，分享翻譯的心得，希
望能挑起觀眾對閱讀聖經的興趣。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請記念蘇姑娘的父母能早日信主，特別記
念爸爸的身體情況。

• 現在泰國的疫情仍未受控，身旁也有人受
到感染，大部分的事工也停頓了，請記念
疫情對泰國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 請記念營商宣教的籌備工作，以及蘇姑娘
將協助回韓國的同工的隊工工作。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山國的確診數字在這一個月來攀升了十
陪，醫療、藥物不勝負荷，很多偉大人物
離世，請記念眾人的身心靈。

• 住在山區的團隊都有出現不息，祈求醫
治、平安和信心常與他們同在。

• 國際登山隊在封城下未能登山，記念他們
在未能有效地發揮期作用下，仍能保持士
氣和動力。

• 請持續記念爸媽的身心靈，常有喜樂和平
安充滿他們。

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本堂執事會通過由 6月 1日起委任冼婉

儀牧師為本堂副主任牧師。

• 基礎事工訓練課程（BMT）已於 5月
23日、30日及 6月 6日舉行，期望
藉此課程讓弟兄姊妹更明白事奉理念，
以及應有的事奉心態，在事奉上好好裝
備，同心侍主。

大埔堂
• 本堂於 5月 9日舉行了母親節佈道主

日感恩，感謝主使用講員鄭偉成牧師及
嘉賓鄭蘇如紅師母的信息及見證，讓出
席的肢體及親友能夠體會到主的愛及大
能。

• 本堂已於 5月 23日舉行洗禮，共有 6
位肢體接受成人洗禮、堅信禮、孩童洗
禮及轉會禮，願主祝福帶領他們。

窩美堂
• 感謝主！本堂在 4月 18 日舉行實體崇

拜，並且堂議會順利完成，讓會友能回
顧教會 2020 年各項事工的情況，並願
在未來日子裡，教會的事工發展更合神
的心意。

• 因疫情之下，上年度未能安排舉行洗
禮，今年度分別於 4月 4日及 5月 23
日舉行洗禮，感謝主！有 2位聖洗禮、
一位堅信禮、2位嬰孩洗禮，在上帝的
帶領下順利完成。願上帝的靈引導他
們，並讓他們活出基督的樣式，榮耀主
的名。

救恩堂粉嶺分堂
• 本堂於 5月 2日，舉行「生態關懷主

日」，邀請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同工
鍾美儀教師證道與分享。

• 本堂於 6月 20日，舉行夏季洗禮及轉
會禮，由本堂顧問牧師姚健偉牧師主
持，並分享信息。

• 粉嶺救恩書院中一新生舉辦的「升中一
英文銜接班」將於7月27日至31日（週
二至六）進行，共 24位參加者，由盧
永蓮傳道設計課程和任教；另，邀請幾
位粉嶺救恩書院同學擔任大哥哥和大姐
姐協助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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