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主題文章

1． 	 在電影中尋找希望	
雷競業牧師

	 靜思恩言

5．	 常和耶穌同在	
梁金華牧師

	 歷史小品

6．	巴色會來華第三人-	
韋永福牧師	

梁翠華姊妹

10．	書籍分享	
譚健文傳道

11．	總會消息、各部消息、	
各堂消息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地址：	香港九龍長沙灣瓊林街111號
	 擎天廣場8樓
電話：	2730 9223	
傳真：	2375 0321	
電郵：	ttmhk@ttm.org.hk	
網址：	www.ttm.org.hk

編輯委員會

出版：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出版委員：	梁惠芬（部長）、	

譚健文（副部長）、	
張愛思、何善斌、陳阮素、

執行編輯：	黃穎欣	
設計承印：	artaiLORDesign

好
的電影是人生的忠實鏡頭，它濃縮了生命的故事，讓我們在約兩小時中經歷

了主角們的成長間的掙扎和成長。他們往往要經歷重重障礙，勝過絕望與放

棄的引誘，才能達致一個他們追求的境況。電影仿效人生，但人生也仿效電

影，我選了兩套討論有關希望的電影，1希望讀者可從中領會，及抓緊一些希望的法門，

縱然社會氣氛或個人際遇叫人透不過氣，也能繼續以盼望與信心迎接明天。

持守盼望 ‧ 尋找快樂的故事

第 一 部 要 介 紹 的 電 影 是《 尋 找

快 樂 的 故 事 》（The	Pursuit	of	

Happyness）。這部電影以平實的

手法，敘述一個在舊金山的黑人父親

如何與貧窮掙扎，撫養他五歲的兒

子。電影英文標題中快樂的拼法是刻

意的，是主角克里斯（Chris）在唐

人街他兒子的托兒所外牆的塗鴉上

看到的，這種拼法可以讓人對電影

有更深刻的印象。

主角克里斯有以下一段獨白：「為

何傑佛遜（美國國父之一）要把尋

找快樂放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之中？

也許是因為快樂是一種你只可以追

尋，卻永遠找不到的東西？」整套

電影也在問：「快樂可以被尋找到

嗎？」

下期截稿日期：2021年9月28日

1	 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Director:	Gabriele	Muccino;	Cast:	Will	Smith,	Jaden	Smith,	
Thandiwe	Newton;	2006）和 Shawshank	Redemption	（Director:	Frank	Darabont;	Cast:	
Tim	Robbins,	Morgan	Freeman;	1994）	目前都可以在Netflix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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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開始時，克里斯是一種醫療掃描器的推銷員。他把

所有積蓄都投資在這盤生意上，但掃描器的銷路卻極不

理想，以致一家人陷入財赤。克里斯的太太做兩份工也

無法支持，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夫妻兩人終日為

生活吵鬧，最終太太受不了這種日子，無奈地離開。克

里斯堅持要留下兒子，太太也看到父子情深，同意讓孩

子留下。

太太離開後，克里斯開始接受股票經紀的訓練，希望重

新建立事業。他白天要努力尋找客人，黃昏要趕去從托

兒所接孩子。因為沒有錢，他們從原來的住所，搬到廉

價旅館，再到無家者庇護所。有時庇護所人滿了，他們

只能睡在地鐵站內的儲物室中，或是午夜行走的火車。

最後克里斯獲經紀行聘任，開始人生新的一頁。

電影細膩地描繪父子的關係。有一次，克里斯在儲物室

中，望著熟睡的兒子，兩行眼淚悄悄流下。也許克里斯

在自問：「兒子跟著我能找到快樂嗎？我害了兒子嗎？」

電影中最感人的，正是這份父子情。為了兒子，爸爸就

算千辛萬苦也要力幹；兒子感受到父親的愛，只要他睡

在爸爸的懷中，就算是儲物室也可接受。

電影並不只是一個童話，而是基於真人真事，現實中的

克理斯後來成為出色的投資人，克理斯的真人在電影中

最後一幕出現片刻，似乎在強調這絕處逢生的故事曾經

真的發生過，今天也可以重演。克理斯為何有能力爭戰

到底？因為他有愛的力量去支持他。如果他是個獨身漢，

可能會自暴自棄；但為了兒子，他不能放棄，不但為了

兒子的物質需要，更重要的是要為兒子豎立榜樣：如果

爸爸是個沒有希望的人，如何能教導兒子做一個發奮圖

強的人？

同樣地，兒子雖然生活清貧，因為他感受到爸爸的愛和

努力，他就能相信明天會更好。克里斯多次問兒子是否

信任他，問題不是克里斯會否刻意欺騙兒子，而是爸爸

是否一個可靠的人：兒子的明天在乎爸爸的努力，與爸

爸同行是否一條有希望的路？克里斯的太太對丈夫失去

了這份盼望，只能黯然離開。原來盼望的根基不是於未

卜先知的能力，而是在於有沒有我們可以信任的人與我

們同行。我們不能操控未來，卻能學習做一個可靠的人，

和做一個能夠信任別人的人。

《羅馬書》中有一句話，看來有點費解：「盼望不至於

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

在我們心裏。」（羅五 5） 為甚麼有了上帝的愛，盼望

就不會落空？有了愛，也不代表我們盼望的東西一定會

得到！原來生命中能有持守的盼望，不在於一定得到我

們想要的東西，有時我們得到了期待已久的東西，反而

會若有所失，不知應如何走下一步。持久的盼望，在於

我們體會到走這條人生路是有價值的，無論路途坎坷或

是暢達，生命仍是精彩的。而愛就是賦予生命價值的法

寶，只是人間的愛會搖擺不定，唯有上主的愛堅如盤石，

上主的完全正是可靠，能成為我們生命中持守盼望的堅

固保障。

⋯⋯

尋找快樂的故事主角克里斯有以下一段獨白：	
「為何傑佛遜（美國國父之一）要把尋找快樂放在美國的獨
立宣言之中？也許是因為快樂是一種你只可以追尋，	
卻永遠找不到的東西？」	
整套電影也在問：「快樂可以被尋找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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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監獄的），用監獄操場撿到的石頭雕刻象棋棋子安然

渡日。紅毛不知道，雖然監獄中每個人都說自己是無辜

的，安迪說的卻是真話。一個人沒有罪疚的重擔，就較

容易面對挫折。

活出盼望 ‧ 月黑高飛

另一套要介紹的電影是《月黑高飛》（Shawshank	

Redemption）。這套電影在 1994 年首演時，叫好不

叫座，被提名七項奧斯卡金像奬，結果全部落空（最佳

電影一項敗在《阿甘正傳》（Forrest	Gump）之下）。

不過，隨著時日這套電影的口碑與日俱增，在電影業的

資訊網站 IMDB成為最高評分的電影。這個評分，一方

面分映了導演的高明手法，電影中不繼製造小高潮，兩

個半小時轉瞬過去。更重要的可能是引人入勝的故事和

精彩的對白。2

安迪（Andy）	是個成功銀行家，他太太有外遇，他氣

憤之下架車到情夫家，準備殺死情夫與太太。他雖然臨

崖勒馬，但太太與情夫當晚卻被人謀殺了。安迪因環境

證據被判兩次終身監禁的刑期。

當安迪第一日進入肖申克（Shawshank）	監獄時，「紅

毛」3 已經是監獄中的老油條和走私專家了。安迪和一批

囚犯在打賭：和安迪一齊進來的新犯人中，那一個會首

先情緒崩潰？監獄的第一晚是最難挨的，人忽然要面對

他失去自由的現實，誰會最快失去盼望而痛哭？

紅毛打賭安迪會是第一個崩潰的，因為安迪看來是第一

次坐牢。結果紅毛輸了，他慢慢開始對安迪有一份敬重，

雖然人被禁錮，卻似乎仍悠然自得。終身囚犯有的是獄

中難以打發的時間，安迪向紅毛買了一個小鐵鎚（偷運

2	電影是基於Stephen	King 的中篇小說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	（1982）。電影劇本作了幾個重要的改動，
讓故事更加有戲劇性，也讓結局更加完滿。

3「紅毛」（Red）是這位主角（故事的敘述者）的綽號，在原著小說中，他是愛爾蘭人，而愛爾蘭人是出名多紅頭髮的；Red也是他的
姓氏Redding 的縮寫。在電影中，他由黑人演員Morgan	Freeman 扮演，Red的綽號變成一個玩笑。我認為意譯比音譯（瑞德）更
傳神。

⋯⋯

「要緊記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許是世上最好的事情，	
而美好的事是不會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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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監獄是個殘酷的地方，一批獄卒的性格暴戾，囚

犯則以暴力建立地盤。其中一個囚犯幫派要召安迪入伍，

安迪拒絕同流合污，他們就多次毒打安迪。幸好機緣巧

合，安迪以他銀行家的知識幫一個獄卒解決了稅務難題，

因而得到了獄卒的保護。安迪將好處與紅毛和幾位囚犯

好友分享，要求獄卒為他們拿了幾枝冰凍啤酒，當他們

在橋下工作時得到片刻的享受。

安迪的技巧，帶來監獄長諾頓的注意，他利用他的職權

貪污，要安迪幫他洗黑錢。後來有一個年青犯人湯米來

到，安迪教他讀書寫字，讓他有機會重新做人。當湯米

知道安迪入獄的原因後，湯米供認他從以前坐牢的同房

口中，親耳聽到同房承認是謀殺安迪太太和情夫的兇手。

當安迪把消息告訴獄長諾頓時，諾頓不但拒絕為安迪平

反，更剿除任何平反的機會—他需要諾頓繼續做他的勾

當。這個時候，坐了近二十年監牢的安迪決定進行他的

大報復，我鼓勵讀者自行觀看精彩的結局。

故事中多次在問：囚犯還有希望的權利嗎？囚犯失去了

自由，失去了別人的尊重，甚至一切的自尊，活在弱肉

強食的世界中，希望是否太奢侈的東西？當你受盡不公

平事情的折磨，我還跟你說希望，會否只是一種嘲笑？

有一次，安迪對紅毛指出音樂叫人不能忘記一樣重要的

事情：

紅毛：忘記甚麼？

安迪：�忘記……世上有些地方不是用石頭建造的，在人

的內心……他們（獄官）不能進入，他們也不能

拿去那屬於你的東西。

紅毛：你在說甚麼？

安迪：希望。

紅毛：希望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希望可以使人瘋癲的。

安迪明白到心靈的自由比肉體的自由更重要；哀莫大於

心死，沒有希望的人才是真正沒有自由的人。紅毛代表

了識時務的俊傑，不會讓希望危害他手中能持有的利益，

他已放棄希望這種奢侈品，完全活在那不公平世界的規

矩，在監獄中長袖善舞。紅毛的代價是漸漸忘了自我，

忘記了生命中美麗的事情。紅毛形容他自己的轉變：

這些（監獄的）牆很古怪，最初你恨惡它們，後來

你習慣了它們。過了足夠時日，你會去到依賴它們。

你已經被「制度化」了。

有一天，坐了四十年監獄的紅毛得到假釋，失去了別人

的監管，他反而不知應如何過活，甚至想自盡。他已經

被「制度化」了。幸而安迪留給了他一張紙條，告訴他

「要緊記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許是世上最好的事情，而

美好的事是不會消失的。」安迪的故事，讓紅毛對生命

重拾盼望。

當世界愈邪惡，我們愈需要保持心中的盼望，不然的話，

我們會被邪惡制度化了，把不公平的事情習以為常，甚

至依賴不公義的制度去優化自己的生活。我們要像安迪

一樣，在日常生活中以恩慈的行動活出這份盼望，也要

保持那份對自己和別人的尊重，繼續盼望美善和公義的

事情。

「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

（希伯來書十一 1）	對我們信徒來說，世上的邪惡，正

是要考驗上主國度的盼望，和對上主的信心。既然在聖

經和教會歷史中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縱然我們要為主瘋癲，也不要對世界制度化了。

⋯⋯

故事中多次在問：	
「囚犯還有希望的權利嗎？	
囚犯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別人
的尊重，甚至一切的自尊，	
活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中，	
希望是否太奢侈的東西？	
當你受盡不公平事情的折磨，	
我還跟你說希望，	
會否只是一種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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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恩言 沙田堂  |  梁金華牧師

常和耶穌同在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並給他們權柄趕鬼。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
還有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又給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和達太，並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馬可福音三 13-19）

耶穌揀選十二個門徒，為的是要延續祂的職事。
經文用了三句說話，來概括這十二個人的任

務。就是：常與耶穌同在、被差遣出去傳道、得著耶

穌的權柄趕逐污鬼。三項的任務中，以「常和自己

（耶穌）同在」為先，可見趕鬼是配合傳道，而要傳

道，就要先與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這樣才可領受

真理來傳道、這樣才可以得著權柄來趕鬼。接著就

是提及這十二個人的名稱，經文強調了西門、雅各、

約翰這三人特別的地位，因為經文是提供了三人的註

腳。這三人是得著耶穌給他們起名：西門叫彼得、雅

各和約翰叫半尼其。這三人曾與耶穌一起在山上，親

眼見過耶穌變像（可九 2）；也與耶穌在客西馬尼園

（可十四 33）。當然這三人也不是特別剛強，他們

也有跌倒和被耶穌責罵的時候（可八 33，九 38-50，

十 35-45）。名單中最後的是猶大，而經文亦加上了

註腳：「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猶大的跌倒和失落，

除了貪財以外，或許經文一再強調他是「加略人」也
不無關係。他就是與其他來自北方加利利的門徒格格
不入，也未能明白這個由拿撒勒和加利利而起的新群
體之意義。縱使參加了很多宗教活動，但若不明白耶
穌是誰，一切也將徒然的。

今天我們能成為耶穌的門徒，是祂自己的揀選。祂是
「隨自己的意思」個別的選召，所以當我們軟弱時，
也不用放棄自己。反倒應該重視耶穌這個揀選，我們
能成為祂的門徒，有份於祂的使命，應該心存感恩。
我們有剛強的時刻，也有軟弱的時刻；重要是耶穌對
我不離不棄，祂還要使用我們。我們應該在跟從祂的
同時，在人生際遇中更深的經歷祂，以致更深的認識
祂。如果我們沒有認定祂是我們生命的主，不明白祂
的身份和使命，縱然我們常常出席教會的聚會，也
是無補於事。在山上經歷祂、在客西馬尼園經歷祂、
在剛強時經歷祂、也在軟弱時經歷祂。

祈禱：

上帝啊！我為能成為耶穌的門徒感恩，也願意在任何的景況中更深的經歷祂。

阿們。

動盪中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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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父母的反對，韋牧在六年後（1848 年）才

如願入讀巴色神學院。他的勤奮好學、過

人精力與專注委身獲得差會領導讚許，因

此，當中國工場要求差派更多傳教士的

時候，便不作他人想。韋永福在 1852 年	

1 月 4 日在海德堡被按立為牧師，差派往

中國傳道。

韋牧在倫敦登船，經過 110 天航程於 1852

年 5 月 15 日抵達香港，在碼頭迎接他的是黎力

基牧師。他在香港努力學習客家話，飲食衣著都和中國

人看齊，準備以自己在教育的資歷來服事中國人。可是，

韋牧的宣教道路剛剛起步，就幾乎因巴色會調整宣教策

略而被調離中國。當時由於郭實臘與福漢會紛爭，韓牧

韋永 福 牧 師（Philipp	Winnes,	1824-

1874）出生於Stafford，位於現今德

國巴登	-	符騰堡州北部的古老村落。他的

父親是一個虔誠的農民，對十三個子女的

教育和信仰生命非常關心重視。韋牧是長

子，自小需要下田工作和在森林中幹活，

幫助家庭生計。由於天性大膽愛冒險，他

常常領著村落其他孩子犯險，曾不下數次受

傷，令父母憂心傷痛。可是，不管是體罰或說

道理，都未能改變少年韋牧的反叛思想。在他十六

歲離開家鄉，進入Karlsruhe 教師學院後，儘管他的學

習成績表現優異，信仰生命卻每況愈下。直到 1842 年

他畢業後在 Spöck 任職助教，當地信仰復興運動才引導

韋牧真正悔改重生，並立志獻身成為傳教士。不過，由

歷史小品 本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姊妹

巴色會來華宣教第三人 — 

韋永福牧師

巴色會 1847 年差派韓山明和黎力基來中國傳

道，二人作為崇真會的開基牧者，生平與來華

經歷吸引學者注意。在有心人的推動、贊助，

以及周天和牧師的不辭勞苦下，香港崇真會先

後在 2007 年和 2012 年出版《韓山明	—	瑞典

第一位前往中國的宣教士》和《曠野一孤雁：黎

力基傳》中文譯本，使巴色會在中國創立初期的

事蹟得以廣泛流傳。不過，韓牧在1854年辭世、

黎牧又於 1858 年回歐洲後，獨力留守香港客家

教會的韋永福牧師，其生平事蹟卻甚少流傳後世。

我在巴塞爾尋找資料期間，發現一份由韋牧家族

後人提供的短文，使我對這位名不經傳，但默默貢獻的巴色會來

華的第三人加深認識。1 根據這篇文章和其他過去收集的資料，

整理出以下有關韋牧的生平事蹟。

1	 巴色會檔案館，韋永福宣教士個人檔案，Ralf	and	Renate	Winnes，“Johann	Philipp	Winnes	-	Der	Dritte	China-Missionar	
der	Basler	Mission”，Jun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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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傳教工作未見起色、黎力基牧師在鹽灶也多次

受挫，差會對中國事工信心大失，在 1852 年 12 月來信

要求三位宣教士檢討在華宣教的未來發展，並建議改派

新來的韋永福去印度工場。幸好三位宣教士不畏艱難，

同心合意堅持留在中國，並集中在客家群體傳教。韓山

明牧師在回信給差會時特別指出，韋牧本身認定自己是

蒙召在中國傳教；韋牧的頭髮和眼珠顏色都和中國人相

近，更加適合進入內陸；同時韋牧的教育才能也對未來

宣教非常重要。

巴色會三名宣教士決定把工作遷入當時清政府嚴禁外國

人踏足的內陸，韋牧首個傳教工場位於香港以北五十公

里的東湖。他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傳道，生活條件艱苦

不在話下，還要面對盜賊和熱病之苦。同時，他也要支

援在布吉工作的韓牧夫婦，有一次為了防範強盜來犯，

韋牧連續七天協助韓牧徹夜持槍防守。最終，韓牧在

1853 年底領著快臨盤的妻子退回香港，由韋牧和黎牧留

守布吉約五十人的教會。他們的勞苦沒有白費，不久便

有七個中國人受洗加入教會，包括兩個曾作強盜的人。

隨著韓牧不幸於 1854 年 5 月英年早逝，韋牧、黎牧結

束了東湖工作，全力發展在布吉及李朗的福音工作。不

過，1856 年中英兩國再起衝突，兩廣總督葉名琛懸紅追

捕境內洋人，每顆人頭賞酬三十元。黎牧當時剛好在香

港工作，韋永福卻來不及離開，與禮賢會羅存德牧師一

起被困於布吉教堂。深夜有村民持槍強闖他們身處的房

間，羅存德從十多呎屋頂躍下逃到河畔，躲在水深及肩

的蘆葦叢三小時方脫險。飽受威嚇的韋牧，只能不斷禱

告，終於在本地信徒的調解下暫保性命，翌日強盜要求

他付出1,400元贖金才能離開，幾經交涉才減至240元。

不過，事情發展峰迴路轉，黎牧帶同港督指派的八十名

英軍在第三天趕到布吉，營救韋牧脫離險境。耿直的韋

牧本可揚長而去，卻因重視基督徒守信精神而堅持付出

全數贖金才離開，他的行動令英軍頗為不滿。究竟是韋

牧為人嚴謹和重視誠信，抑或他要保留日後重返工場的

機會，就不得而知。

巴色會在華事工被逼撤出內陸後，韋牧和黎牧只能留守

香港，黎牧在聖公會差會的聖保羅書院任教，並在倫敦

傳道會教堂為客家人主持主日崇拜。而韋牧則帶同大部

份來自李朗的學生在筲箕灣租屋居住，繼續執教，學生

當中包括 1863 年留學瑞士的陳明秀。多年後，他在見

證中提過這位嚴肅的韋牧師：

「�雖然他們（宣教士）穿着中國人服裝，我仍然很害怕他們，特別是韋永福牧師，他嚴厲的臉孔

嚇怕了我，所有男孩子都敬畏他。因此當我們需要重做功課，我們會因太害怕而寫不出一個字

來。有人建議我們飲一些蜜糖水或飲大量的水去舒緩害怕，卻沒有太大幫助，直至我們對老師

有較大信任。一般來說，在學校並不危險，只要做齊功課，一切都很好。可以說，我對韋永福

牧師早期的懼怕，隨著年日過去，已經變成孩子對父母般的信任。……我們被告知要前往香港，

交由以前的韋永福老師監督學習。韋永福在學科中取消了英語課程，好使我們不會受到試探，

前往英語教堂崇拜，正如一位偷走的同學曾經做過的。……韋永福把我介紹給 Martig2，並說我

有機會前往巴塞爾，這令我內心重新燃點起成為宣教士的想法，在 Martig 到埗不久，韋永福便

前往長樂，學校的領導由 Martig 負責。」

2	 馬迪（Christian	Martig），瑞士人，巴色會第四位中國宣教士，於 1859 年 5月抵港，因身體感染神經性疾病，無法開展工作，終
於在 1862 年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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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力基牧師在 1858 年回歐洲述職，直至 1861 年 4 月

才領著績弦妻子回港。而新來的宣教士Martig，一直

因病無法工作，因此巴色會在 1858 年至 1861 年的福

音工作，只能由韋牧和華人助手承擔。韋牧在 1858 年

底局勢稍緩，曾短暫返李朗探訪當地信徒。他欣慰地發

現當地信徒熱烈歡迎他的歸來，其中一位老信徒扶著拐

杖艱難地來迎接他，眼眶含淚握著韋牧的手，歡喜地喊

道：「我的牧者！我的牧者！」不過，要待北京條約在

1860年簽訂，韋牧才能重新進入內陸工作。在此之前，

韋牧以香港為基地，教書、牧會和在各處街頭佈道。在

這段時間，韋永福完成一件意義重大的工作，當時身在

歐洲的黎牧成功說服差會在香港建立一個永久的住所，

韋牧便在 1860 年 12 月致函香港政府，請求批出土地作

為巴色會在香港的永久物業，作為學校、教堂和宣教士

休養居所。3 他指出巴色會所牧養的客家人是其他基督

教差會所忽略的族群，當時巴色會已經培養出好些歸信

基督教的家庭，他們將可繼續把福音傳予其他鄉里。同

時，巴色會計劃開展一直為人忽視的女童教育，藉此也

惠及在港的英國子民。當時香港政府正有心發展女童教

育，韋牧的請求旋即獲得批准，輔政司孖沙在 1861 年

3 月 5日去信告知韋牧，將會免費提供一幅土地予巴色

會。翌年 7月，位於西營盤的新房子落成，巴色會開展

香港的客家教會揭開新一章。黎牧夫婦在差會大樓內開

辦一家女子寄宿學校，為客家女孩提供基督教教育，並

為中國信徒建立基督化家庭作預備。

韋永福在黎牧回港後，便再次進入內地，由於布吉村民

態度冷淡，韋牧改以李朗為新據點辦學宣教。相比商業

和農家出身的韓牧和黎牧，韋永福擁有的教育專業才

能，更能協助巴色會在客家群體開展福音工作。他在李

朗所建立的學校，為巴色會培訓不少出色的牧師傳道，

是南華地區公認的神學培訓名校。他親自培養的學生陳

明秀，在 1863 年被送去巴塞爾神學院受訓，相比 1909

3	 BMA	A-01-04（1861）,	01.		韋永福致函香港政府，1860 年 12 月 18 日。

⋯⋯
他在香港努力學習客家話，飲食衣著都和中國人看齊，準備以自己在

教育的資歷來服事中國人。可是，韋牧的宣教道路剛剛起步，	

就幾乎因巴色會調整宣教策略而被調離中國。	

⋯⋯在1852年 12月來信要求三位宣教士檢討在華宣教的未來發展，

並建議改派新來的韋永福去印度工場。幸好三位宣教士不畏艱難，	

同心合意堅持留在中國，並集中在客家群體傳教。	

韓山明牧師在回信給差會時特別指出，韋牧本身認定自己是蒙召在	

中國傳教；韋牧的頭髮和眼珠顏色都和中國人相近，更加適合進入	

內陸；同時韋牧的教育才能也對未來宣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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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批以庚子賠款放洋留學的中國學生早上四十多

年。陳明秀在瑞士畢業後，以宣教士身份差派回中國服

事，終生留在巴色會工作。除他以外，另一個學生江發

年（Kong	Fatlin）也在 1865 年由韋牧親自送去瑞士接

受神學教育。韋牧的讀書人背景，令他更樂意撰寫文章

向差會介紹中國社會狀況，他的書信除了報告工作進展，

不時描繪在中國所見所聞，例如當地教育制度、中式建

築特色、婦女纏足習慣、以至西教士爭辯如何稱謂基督

教的至高神等。韋牧筆下也提及當時很活躍的「拜上帝

教」（後來的太平軍），包括他們不再遵守滿清剃髮留

辮的規例、把彗星命名為「太平之星」、又曾到巴色會

禮拜堂崇拜。韋牧在 1862 年曾與巴陵會宣教士韓士伯

聯袂前往福建長樂考察，他把旅程經過的鄉鎮和地理環

境詳細記錄下來，並交代巴色會華人傳道張復興的背景

與他建立長樂教會的過程，為後來的人文地理和宣教歷

史學者留下甚多寶貴材料。4

在中國艱辛工作和生活十三年後，韋永福的健康狀況愈

來愈差，經常受熱病煎熬，因此便申請回國休息，在

1865 年 3月陪同黎牧新寡妹妹（葉納清遺孀）一家和學

生江發年返回巴塞爾，在德國Berg 和 Antogast 休養，

一心待健康好轉就重返中國。1867 年，李朗教會曾寫

信給巴色差會指出：「韋牧師之病非己招來，實因訓余

等積成，況伊教學有方，訓會內及會外人有智，唐話唐

4	 BMA	A-01-04,	18,	韋永福就其前往福建長樂的旅程呈交差會的 32頁報告。BMA01-04,	19,	韋永福就張復興建立長樂教會的歷史
及其出任鄉村父老的報告。。

⋯⋯

1867 年，李朗教會曾寫信給巴色差會指出：	

「韋牧師之病非己招來，實因訓余等積成，況伊教學有方，	

訓會內及會外人有智，唐話唐書精通，俗情人心熟悉，甚至水土慣飲，	

聖會兄弟皆望其病早好愈來，	其來誠有益與聖會。」

書精通，俗情人心熟悉，甚至水土慣飲，聖會兄弟皆望

其病早好愈來，其來誠有益與聖會。」可惜，上帝對韋

牧有別的旨意，韋牧在 1867 年 Tübingen 的旅途上感染

嚴重風寒咳嗽，從此一直肺病纏身。他在 1869 年搬到

Davos 肺病療養所，在那裡待了四年，雖然是養病，韋

牧在那裡仍沒有放下屬靈使命，被推選為療養所的牧者。

不過，他的健康卻每況愈下。在 1873 年夏天，韋永福

應朋友邀請去法國南部康城過冬，他捱過了旅程，抵達

後身體卻越來越虛弱，在人生最後的三週，好學的韋牧

仍在研讀希臘文新約聖經，又訂購了一本希伯來文聖經。

但是，他的疾病已影響腦部，韋牧在病床意識不清，在

臨終前的兩小時，他彷彿回到深愛的中國，喃喃地以中

國話講道。韋牧在 1874 年 3月 13 日離世，翌日下葬在

康城附近，為他送行的只有一群說德語的渡假客人。

巴色會在韋牧的安息禮上以羅馬書十四章 8節	

總結這位忠心耿直的中國宣教士的一生：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 

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為愛中國的韋永福牧師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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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A Language of Life）

作者：馬歇爾．盧森堡博士（Marshall B. Rosenberg）
譯者：蕭寶森

出版：光啟文化事業

我
們不論在任何處境，只要我們與人接觸，我們就要溝通，跟

同事、跟家人、跟肢體、甚至跟陌生人。在教會或社會上，

都會遇到不同類型的人，與人溝通必不可少。只是，在溝通

的過程，因價值觀、背景不同，或大或小的衝突時有發生。

這些衝突輕則只是吵吵咀，無傷大雅；但重則，造成了傷害、暴力（語

言上或身體上），對他人產生痛苦。本書作者提出非暴力溝通（non-

violent	communication），正是要幫助每個人除去心中的暴力成分，

讓真心、真誠的溝通成為可能。

作者明言非暴力溝通是建立在語言與溝通的技巧上，要旨是聆聽自己與

他人內心深處的需要，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人際關係。（P.26）

作者在書中具體地論述到非暴力溝通的實踐方法。首先，不加評論地觀

察在溝通過程中發生的情況，說了甚麼話、行動。第二，陳述自己對這

些觀察的感受；第三，說明我們有哪些需要與這些感受有關；最後，具

體地表達請求。本書之後篇幅有詳細解釋每個部份。

作者提出的溝通技巧是有意義和具實質效果的，但這需要溝通者在過程

中持續地理性和願意繼續溝通，這實在不容易。不過本文認為書提及的

技巧對一般溝通都會有幫助，因為它們能幫助溝通者改變自己的心態，

向他人開放，練習在過程中保持善意和同理心。而本書各章後都有一些

小練習幫助讀者慢慢調整自已的心態，當然這改變不是讀畢就成，而要

日後反覆練習，建議讀者可以在小組或團契中一起練習，相信對大家都

會有很大幫助。

馬鞍山堂  |  譚健文傳道

動盪中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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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本會執行幹事張愛思女士於工餘時間修讀信義宗神學院的

道學碩士課程已修畢，並於 6月 6日舉行了畢業禮，願上

帝加能賜力，繼續帶領她前面侍奉的路。

• 總會內地事工小組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會議中選出張偉

忠長老為該小組的召集人，代替今年 5月 31 日退休的周

國昌牧師，任期至 2022 年 3月 31 日。

• 本會作為基督教協進會會員，早前按著協進會的呼籲，參

與選出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長官選舉之宗教界下基督教的

10 名選委事情。本會經總董事會議決公開讓會友自由參

與。最後收到 4名申請，總會亦將申請交協進會安排。	基

督教協進會已於 2021 年 8 月 7日進行抽籤，選出新一屆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選舉之宗教界下基督教的 10 名選委，

本會其中一位參加者為第三後備。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感謝神，本部幼兒學校暨幼稚園聯合畢業典禮於 2021 年

8月 7日順利舉行，又感謝副會長周燕鏞女士蒞臨擔任主
禮嘉賓。受疫情影響，是年度的聯校畢業典禮透過網上及
實體同步模式分別於六個場地進行，讓 231 位畢業生和家
長暨可以一同在線上讚美天父，畢業生又可以親手在嘉賓
手中接過畢業證書。此外，六校畢業生更透過預先錄製的
畢業創作「童行神話話」演繹他們如何實踐聖經的教導、
學懂倚靠上帝、親愛父母、關懷鄰舍和敬愛老師。讓我們
一同為畢業生們獻上感恩，亦一同祈求天父保守他們的身
心靈健康，並繼續跟隨主的腳踪。

• 因應教育局最新的要求，所有在學校服務的人士必須接種
疫苗或定期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本部已就相關要
求，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同時通知各駐校或連繫的崇真會
堂會有關要求，	盼彼此配合，使能延續學校的福音事工。

• 本部於 2021 年 4 月 24 日舉行的全港賣旗日，共籌得
$644,389.30 善款，謹此向各崇真會堂會及學校致以衷心
謝意。

總會差傳部
• 請為本部在疫情下的事工代禱，基本上是網上聚會、網上

會議和網課。

• 請記念本部的三位宣教士羅兆泉牧師、蘇媛慈姑娘及潘潘
禱告。（詳情請看宣教士消息）

• 今年的短宣在疫情下不能進行，感恩於 7月 28 日晚上完
成與沙巴網上訪宣，合共 347 人報名，出席人數有 276
人，是一次歷史創舉；並已於 8月 12 日進行檢討會議。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疫情延續，各國在出入境設下不同的防禦措施；不少的宣
教士面對出入工場和回港的海關的要求措施，因而受到不
同程度的阻礙，請記念。也請為在工場受COVID-19 感
染的宣教士禱告，求主醫治。

• 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的海外任務也因疫情關係，被迫延期
至明年 1月才開始，預算返菲律賓跟進舊約的工作，也會
前往美國探望小女兒凱晴及夫婿，請記念。

• 凱恩已於 8月中離港前往歐洲的羅馬尼亞，抵步後會先為
一間神學院的「upward	bounds」課程擔任義工五個星
期。求主保守她的旅程順利，讓她與一班年輕人生活時能
活出美好的見證。

• 凱晴現正放暑假，求主讓她能夠好好休息。她和丈夫正在
美國中部探望昔日一位中學的同學，求主讓他們能享受假
期的生活和有休息的機會。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恩蘇姑娘在疫情期間能回港與父母相聚，請記念在港的
日子安排，祈盼父母能早日信主。

• 泰國疫情不受控制，疫苗不足，所以變種病毒大肆爆發，
曼谷更成重疫區，蘇姑娘曾經所去探訪的貧民區也有不少
人受感染，求主顧念泰國人，特別是居住在曼谷的人。

• 請記念泰國的隊工向貧戶展開救援的工作，求主保守他們
安全。

• 蘇姑娘需回泰國處理續簽證，請記念一切平安順利。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由8月1日開始，潘潘的新居正式入伙了，感謝大家的記念。

• 這兩星期內，都不斷風傳會再次封城，請繼續守望為山國疫
情。

• 上個月和今個月是山區隊員第三期集合訓練，上個月因為聚
集而陸逐出現了感染個案，但感恩大家現已康復過來了，請
紀念今個月在不同區域的訓練，各人有健康、平安、成長。

• 請記念國際登山隊員（小理）的旅程，和新成員的適應、學
語言、參與訓練、有開放的心在不同文化中學習成長。並請
記念我們領導團隊有智慧和愛心與新成員同行。

• 請繼續記念潘潘的父母親，身心靈有平安、喜樂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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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本堂於 9 月份為差傳月，主題：「同心同行差傳路」， 

9 月份內的主日崇拜會為宣教士禱告。

• 第 36 屆啟發課程於 10 月 9 日開始至 12 月 18 日舉行。

啟發日營將於 11 月 13 日舉行。

富善堂

• 本堂於 7 月 29 日在救恩書院舉行中一迎新營，共有 28

位中一新生參加。在 7-8 月期間，亦開設三個興趣班 （桌

遊學習班、小結他班及和諧粉彩班），共有 30 位救恩書

院學生參加。

大埔堂

• 本堂於 6 月 27 日，主日下午安排為大埔區守望的「行區

祈禱會」，共有 10 多位肢體參加。教會嘗試以禱告來服

事社區，並且讓肢體在禱告中一同經歷主。

• 本堂於 7 月 1 日，舉行執事及事奉人員退修會，地點是浸

會園，共有 12 位肢體參加，感謝主賜下合宜的天氣，讓

各肢體能透過親近主，從新得力。

• 本堂於 9 月份起，與粉嶺崇謙堂合辦綠色《門徒》課程，

鼓勵信徒渴望上帝的話語及研經的團契生活，共有 9 位肢

體報名參加。

窩美堂

• 本堂於今年 7-8 月份舉辦『2021 窩窩 Fun 暑假』活動，

有動態及靜態活動，讓小學生、中學生及大專生善用此暑

假。求主使用各項活動，看顧各人健康，讓學員及導師互

相建立美好關係。

• 感謝主！堂會 116 周年堂慶已於 7 月 11 日主日完滿慶祝，

當日邀請了梁金華副總牧證道，感謝神！在過去 116 年的

保守，讓堂會周邊居民能認識福音，也感恩有一群愛教會

的弟兄姊妹。求神繼續保守本堂的發展，賜予屬靈追求的

心，有合乎神心意的福音工作，及美好合一的關係。

• 感謝主！本堂金色《門徒》課程已有足夠報名人數，並且

定於 9 月份開班。願天父幫助學員，建立扎實的信仰，又

能進一步從聖經中聆聽神的教導與提醒，以致生命活得更

豐盛。

救恩堂粉嶺分堂

• 本堂於 7 月 18 日及 8 月 1 日下午舉行「暑期家長工作坊」，

有 30 多位家長參加。由註冊社工主持，並由教會的弟兄

姊妹帶領家長小組分享。

• 本堂於 7 月 27 日至 31 日（週二至六）進行「升中一英文

銜接班」，共 27 位參加者。中一新同學在第五天參與教

會的青少年團契，透過遊戲彼此認識，並增加對校園的歸

屬感。

• 本堂於 7 月 30 日開課本年第四期的週五晚間培訓課程《那

鴻書研讀》，於網上進行。由鄭文彬管委任教。

• 本堂於 8 月 29 日「教育主日」，全體粉嶺救恩書院老師

參與崇拜。教會邀請了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中學部主

任陳慧莊傳道證道。

更正啟示：

上期（第 215 期）會訊，主題文章提及詩歌《因著信》的版權是屬於「角聲使團」， 

而不是 Music2000 Ltd，特此致歉。

D
es

ig
n

ed
 b

y 
ar

ta
iL
O
R
D

es
ig

n 
:: 

ga
ry

.li
n

g
@

ar
ta

ilo
r.

co
m

.h
k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