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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兩年，我相信對身處香港—特別是對土生土長的人來說，都經歷了前所未

有的動盪和不安。社運帶來政治、經濟、民生等等的衝擊，令人感到困擾或

絕望；疫情帶來疾病、痛苦及死亡，叫人活在彼此隔絕的生活中，感到煩躁

惶恐；再加上近月開始的移民潮，無論是歡天喜地的到他方勇闖新一頁，抑或帶著無

奈和不捨的離開，都帶來了家人朋友之間的分離，少不免會使人感到孤單和傷感。以

上種種來自社會大環境、自然災害或自身的情況，使社會及人與人之間充斥著疏離和

不信任；面對著世界的黑暗和墮落，我們都感到無力、苦毒和絕望。

今天，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城市、這樣的一種氛圍。作為基督的跟隨者，我們

都已因耶穌基督的救贖而得了上帝兒女的名份和永生的盼望，這是我們所確信的。然

而，我們如何在現世這個動盪不安、憂傷失望的環境中，超越眼睛看見的困難和挑戰，

活出上帝賜我們盼望的生命，直等到基督再來的日子？透過崇拜禮儀，我們可得著上

主賜下的盼望，並學習和操練如何在地上活出屬天的盼望。

1. 禮儀是上帝與我們的復和，是我們在地上預嘗天國

教會的大門是向所有人打開的，所有願意尋求上帝的人，不分國藉、語言、背景、職

業、地位……等等，都可來到上帝面前尋求祂的救贖和醫治。不論我們是甚麼人，來

自甚麼背景、地位、學歷……等等，耶穌基督都張開雙手去接納擁抱我們，「惟有基

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	8）因此，

每次崇拜開始的時候，主禮都會發出上帝叫人眾集敬拜和親近祂的呼召，這宣召不單

向信祂的人發出，更是向天地間所有受造物發出：「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當樂意

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詩 100:	1-2）上帝的救恩是要釋放被罪捆綁的

世界和人，使一切能與祂復和—讓世界恢復上帝的榮美、人能活出上帝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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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另一個國度，就是給餓了的人吃、給渴了的人喝、

給流浪的人有地方住、給赤身露體的人有衣服穿、看顧

在病中和監獄裏的人，在每個人身上看見基督（太廿五	

35-40）。當我們這樣服侍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地上實

踐天國，在地上活出屬天的盼望。

每個主日，基督徒都會聚集在一處舉行崇拜，就算現在

我們受到疫情影響，各地方的教會都很努力用諸般的方

法繼續讓信徒結連一起敬拜主。崇拜是歷世歷代基督徒

表達對上帝的認信、讚美和委身的最可見和最具體的行

動；禮儀是崇拜中的一切行動，承載著上帝向人的啟示

和人對上帝的回應。因此，崇拜禮儀並不是基督徒履行

的一個宗教責任，而是我們活生生地參與基督逾越的奧

秘，使我們成為基督新造的群體，並邀請世界中的人一

同加入這群體，為世界帶來新的創造。崇拜禮儀讓我們

參與並預嘗一個和平的世界、恢復的樂園和上帝統治的

天地。願我們能開放自己接受聖靈的引導，被禮儀塑造

我們的生命，使我們在動盪不安的現實中，藉禮儀得著

屬天的盼望，並將這盼望活於地上。願上主增加我們的

信心！

然而，禮儀並不單是我們個人與上帝的相遇。禮儀

Liturgy 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Leitourgia，意思是指「一個

人或一群人為整個群體的利益而作的事情」，因此禮儀

提醒我們，崇拜包括我們與他人和整個世界的關係。我

們在世上要履行祭司的職份，按上帝的心意為別人的益

處去做應做的事，因為上帝藉我們的敬拜進入我們的生

命中，不單使我們生命成聖，更讓我們有能力參與祂「救

贖世界的工程」。因此，崇拜中我們也會為世界和有需

要的群體向上帝獻上禱告，因我們相信在終極盼望裡，

整個世界、不同國族的人都會眾集於上帝面前，一同敬

拜上帝為天地萬物的掌權者。崇拜中的聖餐，不單是上

帝藉耶穌的身體和寶血餵養我們，更因我們與基督聯合，

我們也要像基督一樣擘開自己的身體，服侍他人，讓他

人從我們的服侍中得到飽足。崇拜完結時的祝福差遣，

不是單單為了自己得平安，而是我們領受上帝祝福後，

被上帝差遣出去有力地服侍他人、見證基督。

在香港這個弱肉強食、處處講求一己利益、賺錢要賺到

盡的社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思想深深植入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但是，崇拜禮儀挑戰我們在這世上

不過，上帝不單要與我們和好，祂也要我們與別人和好，

並藉我們讓別人與上帝和好。「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

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

給我們。」（林後五	18）因此，在赦罪和宣赦中，我們

承認人彼此傷害的罪，也宣告上帝對人的寬恕和憐憫—

在上帝裡，我們的生命可以重新。禮儀中的彼此問安，

代表了我們得著上帝的赦罪後，我們就要實踐耶穌基督

的愛與身邊的人復和。在聖道禮中，上帝藉著祂的話安

慰和堅立我們，肯定我們藉耶穌基督的救贖成為了上帝

的兒女，有永生的應許。在聖餐中，我們領受耶穌基督

的身體和寶血，預嘗天國的筵席，並表明我們藉聖靈的

引領，願意積極在地上參與上帝創造的和諧秩序，與所

有受造物建立彼此尊重和愛護的正確關係，像基督一樣

向人伸出款待的手，將人視為「人」去看待，回恢上帝

創造一切的榮美。

上帝在基督裡為我們作成的復和，是我們今天生活在地

上所持守的盼望。沒錯，地上因罪惡充滿疾病和破壞，

社會喜歡將人分類標籤，就算人與人之間也會因著不同

的政見、顏色、喜惡……等等，將「非我族類」的人排

斥隔絕。我們在這樣的氛圍中生活，自然會接收了這套

價值觀，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然而，上帝在崇拜禮

儀中，一次又一次向我們顯明祂的愛和旨意，叫我們確

信我們是上帝的兒女，不再被罪捆綁、不用被這世界將

我們分類和定義。我們更在這充滿破壞、不信任和仇恨

的世界中，藉著禮儀被塑造和調整成一群願意愛護環境、

善待他人的人，包括與我們陌生、不與我們「同類」、

甚至與我們為敵的人。在上帝的新天新地中，「野狼必

與羔羊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蛇必以塵土為食

物；在我聖山的遍處，牠們都不傷人，也不害物；這是

耶和華說的。」（賽六十五	25）。崇拜禮儀潛移默化地

幫助我們操練如何對待這世界和接待他人，預備我們及

整個世界邁向這個新天地。

2. 禮儀是上帝對我們的服侍， 
教我們學會服侍他人

崇拜固然是我們對上帝的事奉 (Service)，然而，禮儀是

上帝的臨在，亦是上帝對我們的服侍。上帝以不同的方

式向我們啟示祂的臨在，包括大自然、歷史、時間、空

間、祂的聖言、教會群體等等，而在眾多啟示中最高峰

的事件，就是上帝差派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完成

救恩，叫一切信祂的人都得著永生，並且生命能成聖。

這是上帝藉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所作的服侍。當上帝的

聖言和聖道被宣講的時候，上帝是在服侍我們，讓我們

在祂的話語中得著滿足和醫治，賜給我們新的生命和希

望；當我們在聖餐中憑信心領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時，

上帝是在服侍我們，使我們得著赦罪的應許，並且與基

督聯合，得著力量繼續走地上的路。上帝在禮儀中讓我

們親近祂，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屬上帝的，縱然世界多麼

黑暗不公、生活多麼艱難困苦、人與人因彼此隔絕而孤

單無力，任何事情都不可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這是

上帝給我們活在地上的盼望和力量！

⋯⋯
每次崇拜開始的時候，	

主禮都會發出上帝叫人眾集敬拜和親近祂的呼召，	

這宣召不單向信祂的人發出，更是向天地間所有受造物發出：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詩 100:	1-2）

⋯⋯
上帝在禮儀中讓我們親近祂，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屬上帝的，	

縱然世界多麼黑暗不公、生活多麼艱難困苦、人與人因彼此隔絕而孤

單無力，任何事情都不可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這是上帝給我們活

在地上的盼望和力量！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 

使我們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就是為你們這些藉著信、 

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你們要為此喜樂， 

使你們的信心既被考驗，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彼前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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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另一個國度，就是給餓了的人吃、給渴了的人喝、

給流浪的人有地方住、給赤身露體的人有衣服穿、看顧

在病中和監獄裏的人，在每個人身上看見基督（太廿五	

35-40）。當我們這樣服侍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地上實

踐天國，在地上活出屬天的盼望。

每個主日，基督徒都會聚集在一處舉行崇拜，就算現在

我們受到疫情影響，各地方的教會都很努力用諸般的方

法繼續讓信徒結連一起敬拜主。崇拜是歷世歷代基督徒

表達對上帝的認信、讚美和委身的最可見和最具體的行

動；禮儀是崇拜中的一切行動，承載著上帝向人的啟示

和人對上帝的回應。因此，崇拜禮儀並不是基督徒履行

的一個宗教責任，而是我們活生生地參與基督逾越的奧

秘，使我們成為基督新造的群體，並邀請世界中的人一

同加入這群體，為世界帶來新的創造。崇拜禮儀讓我們

參與並預嘗一個和平的世界、恢復的樂園和上帝統治的

天地。願我們能開放自己接受聖靈的引導，被禮儀塑造

我們的生命，使我們在動盪不安的現實中，藉禮儀得著

屬天的盼望，並將這盼望活於地上。願上主增加我們的

信心！

然而，禮儀並不單是我們個人與上帝的相遇。禮儀

Liturgy 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Leitourgia，意思是指「一個

人或一群人為整個群體的利益而作的事情」，因此禮儀

提醒我們，崇拜包括我們與他人和整個世界的關係。我

們在世上要履行祭司的職份，按上帝的心意為別人的益

處去做應做的事，因為上帝藉我們的敬拜進入我們的生

命中，不單使我們生命成聖，更讓我們有能力參與祂「救

贖世界的工程」。因此，崇拜中我們也會為世界和有需

要的群體向上帝獻上禱告，因我們相信在終極盼望裡，

整個世界、不同國族的人都會眾集於上帝面前，一同敬

拜上帝為天地萬物的掌權者。崇拜中的聖餐，不單是上

帝藉耶穌的身體和寶血餵養我們，更因我們與基督聯合，

我們也要像基督一樣擘開自己的身體，服侍他人，讓他

人從我們的服侍中得到飽足。崇拜完結時的祝福差遣，

不是單單為了自己得平安，而是我們領受上帝祝福後，

被上帝差遣出去有力地服侍他人、見證基督。

在香港這個弱肉強食、處處講求一己利益、賺錢要賺到

盡的社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思想深深植入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但是，崇拜禮儀挑戰我們在這世上

不過，上帝不單要與我們和好，祂也要我們與別人和好，

並藉我們讓別人與上帝和好。「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

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

給我們。」（林後五	18）因此，在赦罪和宣赦中，我們

承認人彼此傷害的罪，也宣告上帝對人的寬恕和憐憫—

在上帝裡，我們的生命可以重新。禮儀中的彼此問安，

代表了我們得著上帝的赦罪後，我們就要實踐耶穌基督

的愛與身邊的人復和。在聖道禮中，上帝藉著祂的話安

慰和堅立我們，肯定我們藉耶穌基督的救贖成為了上帝

的兒女，有永生的應許。在聖餐中，我們領受耶穌基督

的身體和寶血，預嘗天國的筵席，並表明我們藉聖靈的

引領，願意積極在地上參與上帝創造的和諧秩序，與所

有受造物建立彼此尊重和愛護的正確關係，像基督一樣

向人伸出款待的手，將人視為「人」去看待，回恢上帝

創造一切的榮美。

上帝在基督裡為我們作成的復和，是我們今天生活在地

上所持守的盼望。沒錯，地上因罪惡充滿疾病和破壞，

社會喜歡將人分類標籤，就算人與人之間也會因著不同

的政見、顏色、喜惡……等等，將「非我族類」的人排

斥隔絕。我們在這樣的氛圍中生活，自然會接收了這套

價值觀，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然而，上帝在崇拜禮

儀中，一次又一次向我們顯明祂的愛和旨意，叫我們確

信我們是上帝的兒女，不再被罪捆綁、不用被這世界將

我們分類和定義。我們更在這充滿破壞、不信任和仇恨

的世界中，藉著禮儀被塑造和調整成一群願意愛護環境、

善待他人的人，包括與我們陌生、不與我們「同類」、

甚至與我們為敵的人。在上帝的新天新地中，「野狼必

與羔羊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蛇必以塵土為食

物；在我聖山的遍處，牠們都不傷人，也不害物；這是

耶和華說的。」（賽六十五	25）。崇拜禮儀潛移默化地

幫助我們操練如何對待這世界和接待他人，預備我們及

整個世界邁向這個新天地。

2. 禮儀是上帝對我們的服侍， 
教我們學會服侍他人

崇拜固然是我們對上帝的事奉 (Service)，然而，禮儀是

上帝的臨在，亦是上帝對我們的服侍。上帝以不同的方

式向我們啟示祂的臨在，包括大自然、歷史、時間、空

間、祂的聖言、教會群體等等，而在眾多啟示中最高峰

的事件，就是上帝差派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完成

救恩，叫一切信祂的人都得著永生，並且生命能成聖。

這是上帝藉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所作的服侍。當上帝的

聖言和聖道被宣講的時候，上帝是在服侍我們，讓我們

在祂的話語中得著滿足和醫治，賜給我們新的生命和希

望；當我們在聖餐中憑信心領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時，

上帝是在服侍我們，使我們得著赦罪的應許，並且與基

督聯合，得著力量繼續走地上的路。上帝在禮儀中讓我

們親近祂，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屬上帝的，縱然世界多麼

黑暗不公、生活多麼艱難困苦、人與人因彼此隔絕而孤

單無力，任何事情都不可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這是

上帝給我們活在地上的盼望和力量！

⋯⋯
每次崇拜開始的時候，	

主禮都會發出上帝叫人眾集敬拜和親近祂的呼召，	

這宣召不單向信祂的人發出，更是向天地間所有受造物發出：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詩 100:	1-2）

⋯⋯
上帝在禮儀中讓我們親近祂，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屬上帝的，	

縱然世界多麼黑暗不公、生活多麼艱難困苦、人與人因彼此隔絕而孤

單無力，任何事情都不可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這是上帝給我們活

在地上的盼望和力量！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 

使我們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就是為你們這些藉著信、 

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你們要為此喜樂， 

使你們的信心既被考驗，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彼前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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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aciver 分別撰寫的《客法辭典》和《客英辭典》。

1950 年 12 月，先生撰寫的《客家源流考》，更特別稱

許肯比爾「曾在客人住的地方，傳教多年，見聞確切」。

另外，先生《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也顯示他讚揚基督

教移風易俗的影響，例如他論到太平天國革命的由來，

其中第三大原因，乃為「西洋宗教自由平等思想的輸

入」，內中不但言明洪秀全、楊秀清的革命與基督教的

關係，而且簡述太平天國運動的長遠影響，以致「沒太

平運動，亦未必遽有民國的誕生。」

先生雖然對基督教人士及其信仰存有好感，但對儒佛道

思想認識甚深，也有很獨到的見解。1939 年春，先生赴

雲南澂江復就中山大學教授一職，在長途汽車上反複思

想，達到這樣的看法：「佛教破執，自謂解脫之門，而

不知破執即執破執之執，以執破執，執亦無窮。」由此

看來，先生至此似乎尚未找到人生問題的最終答案。

1949 年 7 月先生一家從廣州遷到香港，當年冬，他曾

率家人前往沙田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見講堂橫額有「道

風歌」，上面寫著：「道風，道風，永生的生命在其中。

充滿宇宙，萬物所宗。吹啊！道風。吹去人心的污穢，

和虛榮。吹啊！道風。吹開蓮花朵朵，促進世界大同。」

旁邊有長聯說：「道風其雄乎，吹遍歐洲、美洲、亞洲、

澳洲，化育眾生成正覺。基督猶光也，被諸佛教、回教、

儒教、道教，祛除私見證真如。」此叢林以感化佛教徒

為主旨，香林先生當日認為道風歌詞義絕佳，可見他大

概已領悟到，人心的罪孽須依靠神（道風）的介入，而

基督教能统攝其他宗教，促進世界大同。當年 12月，先

生闔家搬往粉嶺聯和墟。安頓不久，即按照他愛好實地

考察的一貫治學作風，造訪鄰村崇真會屬下的客語教會

崇謙堂，結識堂主任萬福新牧師。翌年春初起，每逢禮

拜日，均赴崇謙堂聽道，久之認識基督教福音的真諦，

並於 1951 年初在萬牧師主禮下領受洗禮，正式成為崇

謙堂教友。

（字逷先）女公子倓在南京結婚，旋兼上海國立暨南大

學教授。1936 年 8 月，先生應廣州市長之聘，改就廣

州市立中山圖書館館長，旋兼任中山大學副教授。1938

年秋，日軍南下，廣州緊急，先生與夫人將中山圖書館

館藏善本與重要圖籍，舶運至廣西，後遵廣東省政府指

令，把全批書籍移交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借用，館務於是

結束。1939 年春，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澂江，先生在 3月

往就史學系教授。翌年 8月，復隨大學遷回粤北。1941

年冬，至重慶中央政府任事，兼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抗日勝利後，1945 年奉國民政府命令，

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東省立文理學

院校長。1947 年 9 月，先生辭去政府各

職務，返中山大學專任教授。

1949 年 7 月，先生辭去中山大學教授職

務，挈家移居香港。初任教於數所私立大

學，後於 1952 年 9月受聘為香港大學中

文系專任講師，1964年任中文系系主任，

兼掌東方文化研究院（後改為亞洲研究中

心），翌年升任中文系講座教授，1968

年任滿榮休，獲港大聘為終身職的榮譽教授。同年，先

生獲珠海書院聘任，創辦中國文史研究所，並任所長，

發展課程，努力不懈。

1977 年 5 月初，夫人朱倓女士罹患中風，半身不遂，

先生不久亦積勞成疾，肝臟硬化，至 1978年 4月中旬，

昏迷不醒，進醫院後延至4月20日不治逝世，遺下夫人、

三子（文、武、康）、一女（瑜）。

信耶穌經過

先生「香林」一名，源出佛教回向文，含超脫苦厄，普

渡眾生的意思；可見他父親羅師楊傾向信奉佛教。再者，

師楊公的喪禮採用傳統禮儀。這樣，是甚麽原因導致教

授本人與妻子朱倓，偕同第三子羅康、女羅瑜，於 1951

年 1 月 28 日，在粉嶺崇謙堂接受洗禮，公開承認自己

歸信基督，加入教會？

按羅康的回憶，教授提過早年上海航行遇險，船上的人

跪地祈禱，啟發他傾向宗教的心。更讓教授無法忘懷的

是，1938 年春，由於日本飛機頻頻轟炸廣州，教授護送

身懷六甲的夫人回家鄉東江興寧待產，自己不久返穗繼

續執掌中山圖書館的館務。先生獨居廣州期間，5月 12

日，日人以巨型炸彈炸毀先生寓所斜對面兩座洋樓，先

生所居德政新街自 8-24 號無家無損傷，唯先生無恙。

事後先生追憶當天日機空襲經過，結論是：「余獨倖免，

默默中殆有神護。」同樣，按夫人的見證，先生及家人

後來於廣西桂平避難時，在日機任意掃射擲彈下，「若

非上帝保護，吾等早日已成灰燼矣。」

當然，先生縱使相信冥冥中有神明保佑，結果不一定是

信奉基督教；他之所以歸信耶穌，肯定還有其他因素，

其一可能是他對來華宣教士的敬佩。早在1933年12月，

先生出版《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時，即曾推崇西人肯比

爾（George	Campbell）所著、由鍾魯齋譯為中文的文

章「客家源流與遷移」，以及宣教士 Charles	Rey 和

生平簡述

羅香林教授字元一，號乙堂，出生於廣東興寧縣寧新鎮，

為客家人士。父親羅師揚，字幼山，晚號希山老人，於辦

學和縣政甚有建樹，曾編撰《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內中

表明其子香林生於光緒三十年（即 1904年）陰曆9月 11

日，母鄧氏。香林先生有兄四位，姐妹各一。先生自幼至

中學，均肄業於家鄉。1924 年夏，負笈上海，1926 年

秋，考進北京清華大學，就讀史學系，兼讀社會人類學。

1930年大學畢業後，升讀清華大學研究院，後兼肄業於

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1932 年 1月，奉

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之託，考察粵東人

種。同年 10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

任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

1933 年底，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一

書面世，大獲好評。翌年春，兼任中山

大學副教授，講授方志研究。同年秋，

香林先生前往南京的中央大學任教，為

史學系講師，兼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

委員。1935 年 3月，先生與朱希祖教授

歷史小品  羅香林教授女兒 | 吳羅瑜女士

羅香林教授 與 基督教

引言：本會前會長羅香林博士 (1968-76 年擔任副會長，1976-78 年擔
任會長 )，是知名的歷史學家，他一生對客家人貢獻良多，也是本會重
要領袖，今期以其女兒的文章來向大家介紹這位本會先賢。

1978 年 4 月 29 日下午二時，知名歷史學者羅香林教授的安息禮拜假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參加者逾	1,200人，輓帳盈堂，
禮堂前面擺放了嚴家淦總統題頒「績學貽徽」的輓屏。安息禮拜中，
負責講述羅教授生平事略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永遠名譽院長
容啟東博士。凡此現象，均顯示羅教授生平貢獻良多，德高望重。另
一方面，安息禮拜中，負責其餘程序的多數是崇真會教會中人。此外，
安息禮拜後，教授遺體即運往粉嶺崇謙堂墳場，以基督教儀式下葬。
由此可知，教授是與崇真會關係密切的基督徒。本文以下聚焦在他與
基督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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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aciver 分別撰寫的《客法辭典》和《客英辭典》。

1950 年 12 月，先生撰寫的《客家源流考》，更特別稱

許肯比爾「曾在客人住的地方，傳教多年，見聞確切」。

另外，先生《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也顯示他讚揚基督

教移風易俗的影響，例如他論到太平天國革命的由來，

其中第三大原因，乃為「西洋宗教自由平等思想的輸

入」，內中不但言明洪秀全、楊秀清的革命與基督教的

關係，而且簡述太平天國運動的長遠影響，以致「沒太

平運動，亦未必遽有民國的誕生。」

先生雖然對基督教人士及其信仰存有好感，但對儒佛道

思想認識甚深，也有很獨到的見解。1939 年春，先生赴

雲南澂江復就中山大學教授一職，在長途汽車上反複思

想，達到這樣的看法：「佛教破執，自謂解脫之門，而

不知破執即執破執之執，以執破執，執亦無窮。」由此

看來，先生至此似乎尚未找到人生問題的最終答案。

1949 年 7 月先生一家從廣州遷到香港，當年冬，他曾

率家人前往沙田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見講堂橫額有「道

風歌」，上面寫著：「道風，道風，永生的生命在其中。

充滿宇宙，萬物所宗。吹啊！道風。吹去人心的污穢，

和虛榮。吹啊！道風。吹開蓮花朵朵，促進世界大同。」

旁邊有長聯說：「道風其雄乎，吹遍歐洲、美洲、亞洲、

澳洲，化育眾生成正覺。基督猶光也，被諸佛教、回教、

儒教、道教，祛除私見證真如。」此叢林以感化佛教徒

為主旨，香林先生當日認為道風歌詞義絕佳，可見他大

概已領悟到，人心的罪孽須依靠神（道風）的介入，而

基督教能统攝其他宗教，促進世界大同。當年 12月，先

生闔家搬往粉嶺聯和墟。安頓不久，即按照他愛好實地

考察的一貫治學作風，造訪鄰村崇真會屬下的客語教會

崇謙堂，結識堂主任萬福新牧師。翌年春初起，每逢禮

拜日，均赴崇謙堂聽道，久之認識基督教福音的真諦，

並於 1951 年初在萬牧師主禮下領受洗禮，正式成為崇

謙堂教友。

（字逷先）女公子倓在南京結婚，旋兼上海國立暨南大

學教授。1936 年 8 月，先生應廣州市長之聘，改就廣

州市立中山圖書館館長，旋兼任中山大學副教授。1938

年秋，日軍南下，廣州緊急，先生與夫人將中山圖書館

館藏善本與重要圖籍，舶運至廣西，後遵廣東省政府指

令，把全批書籍移交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借用，館務於是

結束。1939 年春，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澂江，先生在 3月

往就史學系教授。翌年 8月，復隨大學遷回粤北。1941

年冬，至重慶中央政府任事，兼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抗日勝利後，1945 年奉國民政府命令，

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東省立文理學

院校長。1947 年 9 月，先生辭去政府各

職務，返中山大學專任教授。

1949 年 7 月，先生辭去中山大學教授職

務，挈家移居香港。初任教於數所私立大

學，後於 1952 年 9月受聘為香港大學中

文系專任講師，1964年任中文系系主任，

兼掌東方文化研究院（後改為亞洲研究中

心），翌年升任中文系講座教授，1968

年任滿榮休，獲港大聘為終身職的榮譽教授。同年，先

生獲珠海書院聘任，創辦中國文史研究所，並任所長，

發展課程，努力不懈。

1977 年 5 月初，夫人朱倓女士罹患中風，半身不遂，

先生不久亦積勞成疾，肝臟硬化，至 1978年 4月中旬，

昏迷不醒，進醫院後延至4月20日不治逝世，遺下夫人、

三子（文、武、康）、一女（瑜）。

信耶穌經過

先生「香林」一名，源出佛教回向文，含超脫苦厄，普

渡眾生的意思；可見他父親羅師楊傾向信奉佛教。再者，

師楊公的喪禮採用傳統禮儀。這樣，是甚麽原因導致教

授本人與妻子朱倓，偕同第三子羅康、女羅瑜，於 1951

年 1 月 28 日，在粉嶺崇謙堂接受洗禮，公開承認自己

歸信基督，加入教會？

按羅康的回憶，教授提過早年上海航行遇險，船上的人

跪地祈禱，啟發他傾向宗教的心。更讓教授無法忘懷的

是，1938 年春，由於日本飛機頻頻轟炸廣州，教授護送

身懷六甲的夫人回家鄉東江興寧待產，自己不久返穗繼

續執掌中山圖書館的館務。先生獨居廣州期間，5月 12

日，日人以巨型炸彈炸毀先生寓所斜對面兩座洋樓，先

生所居德政新街自 8-24 號無家無損傷，唯先生無恙。

事後先生追憶當天日機空襲經過，結論是：「余獨倖免，

默默中殆有神護。」同樣，按夫人的見證，先生及家人

後來於廣西桂平避難時，在日機任意掃射擲彈下，「若

非上帝保護，吾等早日已成灰燼矣。」

當然，先生縱使相信冥冥中有神明保佑，結果不一定是

信奉基督教；他之所以歸信耶穌，肯定還有其他因素，

其一可能是他對來華宣教士的敬佩。早在1933年12月，

先生出版《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時，即曾推崇西人肯比

爾（George	Campbell）所著、由鍾魯齋譯為中文的文

章「客家源流與遷移」，以及宣教士 Charles	Rey 和

生平簡述

羅香林教授字元一，號乙堂，出生於廣東興寧縣寧新鎮，

為客家人士。父親羅師揚，字幼山，晚號希山老人，於辦

學和縣政甚有建樹，曾編撰《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內中

表明其子香林生於光緒三十年（即 1904年）陰曆9月 11

日，母鄧氏。香林先生有兄四位，姐妹各一。先生自幼至

中學，均肄業於家鄉。1924 年夏，負笈上海，1926 年

秋，考進北京清華大學，就讀史學系，兼讀社會人類學。

1930年大學畢業後，升讀清華大學研究院，後兼肄業於

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1932 年 1月，奉

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之託，考察粵東人

種。同年 10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

任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

1933 年底，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一

書面世，大獲好評。翌年春，兼任中山

大學副教授，講授方志研究。同年秋，

香林先生前往南京的中央大學任教，為

史學系講師，兼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

委員。1935 年 3月，先生與朱希祖教授

歷史小品  羅香林教授女兒 | 吳羅瑜女士

羅香林教授 與 基督教

引言：本會前會長羅香林博士 (1968-76 年擔任副會長，1976-78 年擔
任會長 )，是知名的歷史學家，他一生對客家人貢獻良多，也是本會重
要領袖，今期以其女兒的文章來向大家介紹這位本會先賢。

1978 年 4 月 29 日下午二時，知名歷史學者羅香林教授的安息禮拜假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參加者逾	1,200人，輓帳盈堂，
禮堂前面擺放了嚴家淦總統題頒「績學貽徽」的輓屏。安息禮拜中，
負責講述羅教授生平事略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永遠名譽院長
容啟東博士。凡此現象，均顯示羅教授生平貢獻良多，德高望重。另
一方面，安息禮拜中，負責其餘程序的多數是崇真會教會中人。此外，
安息禮拜後，教授遺體即運往粉嶺崇謙堂墳場，以基督教儀式下葬。
由此可知，教授是與崇真會關係密切的基督徒。本文以下聚焦在他與
基督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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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耶穌後在家庭以外的事奉和見證

崇真會內事奉

香林先生夫人領洗後，無論遷到何處，每逢主日或教會

節期，例必趕赴崇謙堂參加禮拜，風雨不改，不以路遙

跋涉為苦，準時參加。

從 1954 年起先生更歷任崇謙堂董事，並任董事會副主

席。1955 年 10 月被推舉為崇謙堂長老，與其他三位長

老、牧師、董事們共同肩負牧養教會的責任。1957 年 3

月起擔負崇謙幼稚園校監一職。

先生更曾任整個香港崇真會的教育部長，提倡教育，扶

掖後進。1970 年 4月當選為崇真會副會長，1977 年 12

月更當選為會長。先生任副會長期間，1974 年 3 月曾

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史略》封面題字，並撰寫序文和

「粉嶺崇謙堂簡史」。

教會界的參與

香林先生任崇真會副會長期間，曾代表崇真會參與香港

基督教協進會，與崇基神學院的多種義務職任。另外，

他積極參與信義宗的教育事工，協助在香港興辦信義宗

書院的籌備工作，也曾為香港基督教禮賢會的禮賢樓題

字。

此外，1973 年 10 月 5日至 8日，先生曾參加在台北舉

行的全球基督徒大會，並在 10 月 8 日晚演講，特別指

出東莞王氏祖先數代在香港對宗教和文化的推展，提及

前著名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生長於基督徒世家。

教會外的見證

香林先生歸信基督後，並沒有終止他素來對國家、中華

民族和歷史文化、宗族、客家的熱愛和忠誠。難怪他辭

世後，治喪委員會包括 127 人，和 54 個團體；後者可

粗略劃分如下：教育界、文化界、多個同鄉會（另有世

界客屬總會）、宗親會、教會等。他的美好見證可想而

知。

眾所週知，香林先生沒有排斥他教，然而有時也會在言

行間明確表達信仰。例如：1953 年 11 月，他在追悼

吳鐵城先生的奠辭中，聲明引用了保羅的話（提摩太後

書四 6-8）。1964 年 6 月，他曾撰五古長詩，送與剛

從香港大學中文系退休即返英倫的林仰山教授，讚揚他

「……篤事上帝。講學與宣教，在華歷年歲。……中西

結其晶，耶儒合體系。……」。

在學術研究方面，香林先生專著已刊者凡六十餘種，發

表論文近三百篇，包括頗多闡述多種宗教（包括儒家、

佛教、道教、回教、真空教）歷史的作品。然而，他信

主後在研究和寫作中，也注入了不少基督教的元素，表

揚基督徒的貢獻，以下舉例稍作探討。先生以研究唐代

史及近代史著稱，當中馳名國際的作品有《唐元二代之

景教》。先生對國父孫中山家世源流及大學時代早有研

究，稱譽學界，到香港後在六十年代則較多著墨於他跟

基督教會的關係。先生《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一書，

闡明西教士理雅各如何翻譯中國經典，其入基督教的華

人助手王韜如何提倡洋務，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容閎如何

推進新教育計劃等。先生也不忘保存桑梓文化，編有《興

寧先賢叢書》十冊，其中包括了巴色會傳道人張祖基先

生的作品「諺語格言韻編」。此外，先生所著的《中國

民族史》，第八講為「各種宗教的傳播」，繼講述中國

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回教後，對基督教的來源、信

仰、傳入與演進，均準確描述，最後先生作結說：「基

督教以愛為核心，所以他能有普遍於全世界人類的趨

勢。⋯⋯基督教在中國，一定還有更大的發展。」至於

香林先生的《中國族譜研究》一書，則特闢一章，根據

廣東五地六姓的族譜，略述各家族與基督教信義宗與公

理宗的傳播，及其與中國文化發展的關係。

除了學術著作之外，先生對學生的諄諄教誨、多方指導，

給莘莘學子留下不可磨滅的典範和影響。基督徒的門生

中，後來有在大學任教或在中學當校長的，也有作教會

牧師而兼顧歷史研究的。

先生不僅在學術上提携後進，與學者書信往來，在五十

年代初，他更曾與友人取得一間美國教會的幫助，成立

了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基金，資助了不少曾在大陸專上學

院任教而後來落難香港的學人。

誠如上述，先生也熱愛桑梓，六十年代中葉，香港羅氏

宗親會籌建豫章羅氏紀念會堂（宗祠），先生撰寫短文

為此募捐。1971 年，位於新界八鄉橫台山羅屋村內的

宗祠建成，先生特撰碑文。這間宗祠除了供奉羅氏宗親

的神主牌位，以傳統儀式燒香拜祭之外，祠內另有一處

側殿，牆上寫著「宗教堂」，其上有一個大十字架，下

面祭桌上僅放花瓶以插鮮花，供基督徒緬懷先人之用。

1972 年 5 月 9 日，公祠舉行落成開幕典禮，香林先生

以名義會董身份，主持「宗教堂」的開光儀式。後來，

宗教堂內更寫上香林先生及家屬的名字。由此可見先生

基督教信仰本色化的努力。

對家人的服事和見證

香林先生逝世後，曾與先生在珠海文史研究院共事近十

年的歷史學者李璜教授說：「概括言之，羅先生是一君

子也。」對這評語，先生的家人是毫無異議的。

先生對上輩的孝道，充分而具體地表現於他為父親羅師

揚編撰年譜，為父親和岳父眾多的論著分別彙集出版《希

山叢書》、《朱希祖文集》。論到同輩，他與妻子結婚

四十餘載，始終相敬如賓，感情彌篤。女士曾向女兒表

示先生是好丈夫，而先生則曾私下稱讚女士的賢淑；當

女士半身不遂後，家中雖有別人照顧她，先生仍經常協

助料理。在先生因腳腫入醫院診治期間，問及家中夫人

的狀況，竟潸然淚下（他在女兒面前另一次流淚是在知

道他四兄秀林在家鄉興寧逝世時）。

一般來說，家中各事，以及對子女的照顧和督促，大都

由夫人負責，信仰的栽培則倚重子女參加的教會，但在

子女面臨升學、擇校、選科等重要關頭，先生都表達意

見，甚至陪伴前往，但絕不會勉强子女依循他的看法來

行事。課餘，先生也提供一些機會讓子女四人參與他的

工作和研究，例如先後兼任他的秘書，替他翻譯文件或

書信。三個兒子大學畢業後，各曾陪伴他在別地出席學

術會議。除了關愛子女之外，先生也照顧從興寧移居香

港的侄孫二人，夫人更經常給在中國大陸的羅家、朱家

後人滙錢，寄米、糖、油、衣物、藥物，在大陸生活艱

苦的年日，讓他們得以存活。

此外，先生也寓教育於閒談，在一家人圍桌吃飯時，他

經常以笑話、史實、知識，灌輸和感化家人。每年農歷

新年期間，子女們總要幫忙父母招呼川流不息的訪客—

他們的學生和朋友、親戚，而先生總是談笑風生，善於

應對。

先生好像從沒有引述聖經來教導兒女，但他的信仰是真

⋯⋯
香林先生逝世後，	

曾與先生在珠海文史研究院共事近十年的歷史學者李璜教授說：	

「概括言之，羅先生是一君子也。」	

對這評語，先生的家人是毫無異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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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耶穌後在家庭以外的事奉和見證

崇真會內事奉

香林先生夫人領洗後，無論遷到何處，每逢主日或教會

節期，例必趕赴崇謙堂參加禮拜，風雨不改，不以路遙

跋涉為苦，準時參加。

從 1954 年起先生更歷任崇謙堂董事，並任董事會副主

席。1955 年 10 月被推舉為崇謙堂長老，與其他三位長

老、牧師、董事們共同肩負牧養教會的責任。1957 年 3

月起擔負崇謙幼稚園校監一職。

先生更曾任整個香港崇真會的教育部長，提倡教育，扶

掖後進。1970 年 4月當選為崇真會副會長，1977 年 12

月更當選為會長。先生任副會長期間，1974 年 3 月曾

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史略》封面題字，並撰寫序文和

「粉嶺崇謙堂簡史」。

教會界的參與

香林先生任崇真會副會長期間，曾代表崇真會參與香港

基督教協進會，與崇基神學院的多種義務職任。另外，

他積極參與信義宗的教育事工，協助在香港興辦信義宗

書院的籌備工作，也曾為香港基督教禮賢會的禮賢樓題

字。

此外，1973 年 10 月 5日至 8日，先生曾參加在台北舉

行的全球基督徒大會，並在 10 月 8 日晚演講，特別指

出東莞王氏祖先數代在香港對宗教和文化的推展，提及

前著名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生長於基督徒世家。

教會外的見證

香林先生歸信基督後，並沒有終止他素來對國家、中華

民族和歷史文化、宗族、客家的熱愛和忠誠。難怪他辭

世後，治喪委員會包括 127 人，和 54 個團體；後者可

粗略劃分如下：教育界、文化界、多個同鄉會（另有世

界客屬總會）、宗親會、教會等。他的美好見證可想而

知。

眾所週知，香林先生沒有排斥他教，然而有時也會在言

行間明確表達信仰。例如：1953 年 11 月，他在追悼

吳鐵城先生的奠辭中，聲明引用了保羅的話（提摩太後

書四 6-8）。1964 年 6 月，他曾撰五古長詩，送與剛

從香港大學中文系退休即返英倫的林仰山教授，讚揚他

「……篤事上帝。講學與宣教，在華歷年歲。……中西

結其晶，耶儒合體系。……」。

在學術研究方面，香林先生專著已刊者凡六十餘種，發

表論文近三百篇，包括頗多闡述多種宗教（包括儒家、

佛教、道教、回教、真空教）歷史的作品。然而，他信

主後在研究和寫作中，也注入了不少基督教的元素，表

揚基督徒的貢獻，以下舉例稍作探討。先生以研究唐代

史及近代史著稱，當中馳名國際的作品有《唐元二代之

景教》。先生對國父孫中山家世源流及大學時代早有研

究，稱譽學界，到香港後在六十年代則較多著墨於他跟

基督教會的關係。先生《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一書，

闡明西教士理雅各如何翻譯中國經典，其入基督教的華

人助手王韜如何提倡洋務，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容閎如何

推進新教育計劃等。先生也不忘保存桑梓文化，編有《興

寧先賢叢書》十冊，其中包括了巴色會傳道人張祖基先

生的作品「諺語格言韻編」。此外，先生所著的《中國

民族史》，第八講為「各種宗教的傳播」，繼講述中國

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回教後，對基督教的來源、信

仰、傳入與演進，均準確描述，最後先生作結說：「基

督教以愛為核心，所以他能有普遍於全世界人類的趨

勢。⋯⋯基督教在中國，一定還有更大的發展。」至於

香林先生的《中國族譜研究》一書，則特闢一章，根據

廣東五地六姓的族譜，略述各家族與基督教信義宗與公

理宗的傳播，及其與中國文化發展的關係。

除了學術著作之外，先生對學生的諄諄教誨、多方指導，

給莘莘學子留下不可磨滅的典範和影響。基督徒的門生

中，後來有在大學任教或在中學當校長的，也有作教會

牧師而兼顧歷史研究的。

先生不僅在學術上提携後進，與學者書信往來，在五十

年代初，他更曾與友人取得一間美國教會的幫助，成立

了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基金，資助了不少曾在大陸專上學

院任教而後來落難香港的學人。

誠如上述，先生也熱愛桑梓，六十年代中葉，香港羅氏

宗親會籌建豫章羅氏紀念會堂（宗祠），先生撰寫短文

為此募捐。1971 年，位於新界八鄉橫台山羅屋村內的

宗祠建成，先生特撰碑文。這間宗祠除了供奉羅氏宗親

的神主牌位，以傳統儀式燒香拜祭之外，祠內另有一處

側殿，牆上寫著「宗教堂」，其上有一個大十字架，下

面祭桌上僅放花瓶以插鮮花，供基督徒緬懷先人之用。

1972 年 5 月 9 日，公祠舉行落成開幕典禮，香林先生

以名義會董身份，主持「宗教堂」的開光儀式。後來，

宗教堂內更寫上香林先生及家屬的名字。由此可見先生

基督教信仰本色化的努力。

對家人的服事和見證

香林先生逝世後，曾與先生在珠海文史研究院共事近十

年的歷史學者李璜教授說：「概括言之，羅先生是一君

子也。」對這評語，先生的家人是毫無異議的。

先生對上輩的孝道，充分而具體地表現於他為父親羅師

揚編撰年譜，為父親和岳父眾多的論著分別彙集出版《希

山叢書》、《朱希祖文集》。論到同輩，他與妻子結婚

四十餘載，始終相敬如賓，感情彌篤。女士曾向女兒表

示先生是好丈夫，而先生則曾私下稱讚女士的賢淑；當

女士半身不遂後，家中雖有別人照顧她，先生仍經常協

助料理。在先生因腳腫入醫院診治期間，問及家中夫人

的狀況，竟潸然淚下（他在女兒面前另一次流淚是在知

道他四兄秀林在家鄉興寧逝世時）。

一般來說，家中各事，以及對子女的照顧和督促，大都

由夫人負責，信仰的栽培則倚重子女參加的教會，但在

子女面臨升學、擇校、選科等重要關頭，先生都表達意

見，甚至陪伴前往，但絕不會勉强子女依循他的看法來

行事。課餘，先生也提供一些機會讓子女四人參與他的

工作和研究，例如先後兼任他的秘書，替他翻譯文件或

書信。三個兒子大學畢業後，各曾陪伴他在別地出席學

術會議。除了關愛子女之外，先生也照顧從興寧移居香

港的侄孫二人，夫人更經常給在中國大陸的羅家、朱家

後人滙錢，寄米、糖、油、衣物、藥物，在大陸生活艱

苦的年日，讓他們得以存活。

此外，先生也寓教育於閒談，在一家人圍桌吃飯時，他

經常以笑話、史實、知識，灌輸和感化家人。每年農歷

新年期間，子女們總要幫忙父母招呼川流不息的訪客—

他們的學生和朋友、親戚，而先生總是談笑風生，善於

應對。

先生好像從沒有引述聖經來教導兒女，但他的信仰是真

⋯⋯
香林先生逝世後，	

曾與先生在珠海文史研究院共事近十年的歷史學者李璜教授說：	

「概括言之，羅先生是一君子也。」	

對這評語，先生的家人是毫無異議的。

動盪中的

盼
望

76



靜思恩言 沙田堂  |  梁惠芬牧師

屬上帝的教會

「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 
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哥林多前書一 1-2）

祈禱：

上帝啊！我們知道祢愛惜教會，祢是我們的主！ 

願我們都尊崇祢，並學習愛教會、為教會付出。

阿們。

確的，除了參加教會的崇拜，他和夫人每年年終帶領兒

女作家庭崇拜，數算神的恩典。他個人在吃飯前必定默

默禱告，在午睡前也經常坐在床沿閉目喃喃祈禱。據他

告訴家人，在他任港大中文系教授期間，往往要處理冗

煩的事務，要作重要的決定，所以他便須學習把重擔交

託給神。

1978 年 4 月中，先生臨終前幾天，一直昏迷不醒。後

來湯兆靈牧師在他榻前用客語大聲誦讀聖經，唸到「我

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神）與我

同在」之時，先生唉哼了一聲並點頭，似乎是表示欣慰

或同意。最後，當他離世的剎那，三子康與女瑜含淚禱

告，女兒心裡和口中忽然湧出「安穩在耶穌手中」這首

聖詩，與康兄一起頌唱，印證父親跑完了基督徒人生的

路程後，蒙神悅納，安息主懷。

總結

有謂蓋棺論定，香林先生的三子羅康，在他逝世差不多

一年時，可說是代表家人寫出心聲：「他所遺留下來的

處世榜樣，治學精神，對家庭的愛護，對上帝的忠心，

永遠在余兄妹四人，並媳婦女婿，甚至孫兒孫女心中，

使余等可以跟隨。雖然不敢說他是完人，但他已經盡了

一生的力量，去愛他的上帝、國家、家庭、朋友和學生。」

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圖畫，保羅論及教會時，強
調了教會與上帝的關係。保羅稱哥林多為

「神的教會」，教會是屬於上帝，而不是任何一
位領袖。他指出教會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是因為基督的救贖，教會與基督聯合，被分別出
來，才被稱為「聖」的。而教會的成員是「蒙召
作聖徒的」，他們是一班「求告耶穌基督之名」
的人，而「基督是他們的主」。是上帝親自呼召
我們，讓我們成為上帝的跟隨者，成為上帝的門
徒。教會是屬上帝的，所以「基督是他們的主」，
我們是從這樣的關係中被建立、被定位。教會屬
於上帝表示了上帝有主權，上帝在教會中才是真
正的話事人。縱使哥林多教會滿有問題，但保羅
看出上帝對教會是滿有恩惠，以致他常為此而感
謝上帝（林前一 4）。上帝確實是豐豐富富的給予
教會所需要的，以致教會一無所缺（林前一5、7）。

並且，上帝會保守、堅固教會（林前一 9），讓教
會持續發展。

作為教會的一員，我們是否一群「求告主的名」、
「尊主為大」的人。我們禱告的操練如何？我們
除了關心自己的事外，上帝國度的事情、社會的
事情，別人的需要是否常在我們禱告中？而我們
禱告的心態，以及我們怎樣回應禱告也是重要。
倘若事情的發展與我們所想望的不同，我們會否
埋怨上帝？認為上帝不顧念我們，不聽禱告？還
是我們相信上帝有美意並且順服？而為著我們禱
告的事，我們又願意付上甚麼行動和代價？

作為教會的一員，你看到上帝給予教會的恩典嗎？
你能否一一數算並為此常常感恩？倘若教會有所
缺乏，會否是我們將上帝給予我們的恩賜、才幹、
金錢都留為己用？ 

重要參考書目 ( 按作品初版年日編排 )

羅香林教授本人著作
1.	 《客家研究導論》。初版，廣州：希山書藏，1933。

再版，廣東興寧 :	興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2003[ 興寧文史第 27輯 ]。

2.	 《先考幼山府君年譜》。廣州：希山書藏，1936。

3.	 〈客家源流考〉，初版收於羅香林編：《崇正總會
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1950。影
印再版收於《興寧文史第 27輯—羅香林專輯》，廣
東興寧:	興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	（頁
12-116）。

4.	 《國父與歐美之友好》。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1951。

5.	 《中國民族史》。初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4。增訂本（馬楚堅編校導讀），香港：中華書局，	
2010。

6.	 《大地勝遊記》。香港：亞洲出版社，1959。

7.	 《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
1961。

8.	 《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

9.	 《中國族譜研究》。香港：中國學社，1971。

10.	《乙堂文存續編》。香港：中國學社，1977。

其他人論述羅香林教授的著作
1.	 	黃福鑾、蘇宗仁編：「羅香林教授略歷與著作年表」,

刊於《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香港：壽羅香林教
授論文集編輯委員會，香港大學中文系，1970（頁
I-XVIII）。

2.	 	余偉雄編：《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香港：羅香林教
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1979。

3.	 	Lo, Winston.“The Professor Lo Hsiang-lin Memorial 
Collect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Research: An 
Assessment.”HKLA Journal (No. 5, 1980): 35-39. 

4.	 	查時傑著：「羅香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教會史學
家」，《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台北：中
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頁 341-47）。

5.	 	林天蔚著：「羅香林」,刊於中央委員會檔史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一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84（頁 697-705）。

6.	 	羅敬之著 :	《羅香林先生年譜》。《史學彙刊》第
十五期（一九八七年七月）：135-209。

7.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編：《羅
香林論學書扎》。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8.	 「馬楚堅和譚元亨談羅香林」，《僑報》2011 年一月
十五日B6	版 ( 今日廣東 )。

9.	 	吳羅瑜著：「回應何冠彪博士之『朱希祖擇羅香林為
婿說獻疑』文」，刊於《九州學林》(2013):207-221。

10.		吳羅瑜編：《羅香林教授夫人朱倓女士紀念集》。三
藩市：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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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上帝的教會

「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 
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哥林多前書一 1-2）

祈禱：

上帝啊！我們知道祢愛惜教會，祢是我們的主！ 

願我們都尊崇祢，並學習愛教會、為教會付出。

阿們。

確的，除了參加教會的崇拜，他和夫人每年年終帶領兒

女作家庭崇拜，數算神的恩典。他個人在吃飯前必定默

默禱告，在午睡前也經常坐在床沿閉目喃喃祈禱。據他

告訴家人，在他任港大中文系教授期間，往往要處理冗

煩的事務，要作重要的決定，所以他便須學習把重擔交

託給神。

1978 年 4 月中，先生臨終前幾天，一直昏迷不醒。後

來湯兆靈牧師在他榻前用客語大聲誦讀聖經，唸到「我

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神）與我

同在」之時，先生唉哼了一聲並點頭，似乎是表示欣慰

或同意。最後，當他離世的剎那，三子康與女瑜含淚禱

告，女兒心裡和口中忽然湧出「安穩在耶穌手中」這首

聖詩，與康兄一起頌唱，印證父親跑完了基督徒人生的

路程後，蒙神悅納，安息主懷。

總結

有謂蓋棺論定，香林先生的三子羅康，在他逝世差不多

一年時，可說是代表家人寫出心聲：「他所遺留下來的

處世榜樣，治學精神，對家庭的愛護，對上帝的忠心，

永遠在余兄妹四人，並媳婦女婿，甚至孫兒孫女心中，

使余等可以跟隨。雖然不敢說他是完人，但他已經盡了

一生的力量，去愛他的上帝、國家、家庭、朋友和學生。」

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圖畫，保羅論及教會時，強
調了教會與上帝的關係。保羅稱哥林多為

「神的教會」，教會是屬於上帝，而不是任何一
位領袖。他指出教會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是因為基督的救贖，教會與基督聯合，被分別出
來，才被稱為「聖」的。而教會的成員是「蒙召
作聖徒的」，他們是一班「求告耶穌基督之名」
的人，而「基督是他們的主」。是上帝親自呼召
我們，讓我們成為上帝的跟隨者，成為上帝的門
徒。教會是屬上帝的，所以「基督是他們的主」，
我們是從這樣的關係中被建立、被定位。教會屬
於上帝表示了上帝有主權，上帝在教會中才是真
正的話事人。縱使哥林多教會滿有問題，但保羅
看出上帝對教會是滿有恩惠，以致他常為此而感
謝上帝（林前一 4）。上帝確實是豐豐富富的給予
教會所需要的，以致教會一無所缺（林前一5、7）。

並且，上帝會保守、堅固教會（林前一 9），讓教
會持續發展。

作為教會的一員，我們是否一群「求告主的名」、
「尊主為大」的人。我們禱告的操練如何？我們
除了關心自己的事外，上帝國度的事情、社會的
事情，別人的需要是否常在我們禱告中？而我們
禱告的心態，以及我們怎樣回應禱告也是重要。
倘若事情的發展與我們所想望的不同，我們會否
埋怨上帝？認為上帝不顧念我們，不聽禱告？還
是我們相信上帝有美意並且順服？而為著我們禱
告的事，我們又願意付上甚麼行動和代價？

作為教會的一員，你看到上帝給予教會的恩典嗎？
你能否一一數算並為此常常感恩？倘若教會有所
缺乏，會否是我們將上帝給予我們的恩賜、才幹、
金錢都留為己用？ 

重要參考書目 ( 按作品初版年日編排 )

羅香林教授本人著作
1.	 《客家研究導論》。初版，廣州：希山書藏，1933。

再版，廣東興寧 :	興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2003[ 興寧文史第 27輯 ]。

2.	 《先考幼山府君年譜》。廣州：希山書藏，1936。

3.	 〈客家源流考〉，初版收於羅香林編：《崇正總會
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1950。影
印再版收於《興寧文史第 27輯—羅香林專輯》，廣
東興寧:	興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	（頁
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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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吳羅瑜著：「回應何冠彪博士之『朱希祖擇羅香林為
婿說獻疑』文」，刊於《九州學林》(2013):207-221。

10.		吳羅瑜編：《羅香林教授夫人朱倓女士紀念集》。三
藩市：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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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總會半職青年幹事李浩霆的合約已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

結束，李弟兄現在進修「青少年事工導師及幹事」文憑課

程，等候上帝下一步的帶領，求主帶領。

• 2022年度總會主題為「重整生命，活出召命」。一年過去，

動盪的世情仍未完結，新冠疫情，國際衝突，極端天氣，

民生困境，都在充斥著危機。部長會經商討後擬定明年度

主題時，以鼓勵信徒在這變化莫測的處境中重新思索與肯

定上主對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呼召，避免我們在這風高浪

急的世情中隨波逐流，失去自我生命的方向與承擔。

• 明年將是本會 175 周年會慶，聯合崇拜將於 2022 年 3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3時 30 分於深水埗崇真堂舉行，請

記念會慶的各項籌備工作。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為推廣具質素的親子時間，鼓勵具創意的親子活動，本部

舉辦「大小『遊』蹤親子遊戲設計比賽」。比賽已於 9月
份完滿結束，各參賽隊伍創意十足，善用家居隨手可得的
物資設計出變化多端的趣味遊戲，參賽片段中可見眾爸爸
媽媽以及小寶寶都玩得非常投入，笑聲滿滿！評審表示參
賽遊戲的設計具心思及富挑戰性，親子互動性高且適合嬰
幼兒的年齡發展。最終，評審團選出 12 隊得獎隊伍，結
果已上載到機構的Facebook 網頁。

• 感謝神！恩樂園第一屆畢業典禮已於 8月 21 日舉行，並
獲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女士親臨主禮，畢業禮以
「動感樂『園』」為主題，畢業生在典禮中以歌聲及舞蹈
感謝出席嘉賓的支持。同日亦為「恩樂家 +家」家長會成
立及「大小遊蹤親子遊戲創作比賽」頒獎，加添畢業典禮
的意義。

總會差傳部
• 7 月 28 日的網上訪宣聚會非常成功。經過商討和收集回

應表後，決定在 12 月 1 日晚上再次有網上訪宣。這次將
會用詩歌敬拜形式，加長分組時間，希望兩地 ( 香港和沙
巴 ) 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時間交流分享。請為我們兩地的
工作小組代禱。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為將軍澳堂舉行的「生命轉化的鑰
匙」課程，已經在 10 月 16 日順利完成了，為着 20 多位
學員有美好的收獲感恩。也多謝外會 3位肢體協助分組，
讓小組禱告活動將所學習的知識實踐出來。在此獻上感
恩！

•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將會為一批宣
教士舉辦一主題為「創傷的醫治」的退修營，請為他們能
講解清楚信息的內容禱告。求上帝使用小組活動和禱告服
侍的時間，讓宣教士得到盼望和力量，並經歷上帝的安慰、
醫治和祝福。

• 請為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將從	2021	年	12 月底開始差
會要求的海外任務六個月，為他們在這個過渡時期祈求智
慧和指導。在他們離港期間，差會副總幹事將擔任執行總
幹事；也請為差會在這轉變的時期，求主給予辦公室團隊
保護和指引。

• 為凱恩禱告，她決定離開香港打算移居加拿大，為她這重
大的決定所需各方面的準備禱告。

• 為凱晴和丈夫所居住的地方附近最近經歷了一場山林大
火，他們差點兒須要撤離家園避災，但感恩最後雖燒了	
8,578	英畝林地後，火勢最終受到撲滅。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蘇姑娘已回泰國續簽證，感恩順利完成第五次隔離，並有
特赦，可獲得額外三天的自由。

• 請繼續記念爸媽對信仰有開放的心，早日信主。

• 請記念蘇姑娘與新隊員的配搭和合作，以及蘇姑娘要駕駛
韓國同工的車往來服待，請記念駕駛的安全。

• 請記念蘇姑娘在泰國疫情之下，事工應如何重新啟動。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隨著大節開始，山國已無人在意疫情。聽說醫院的人潮，
反而是因為人們接種疫苗後出現不適而造成的，請繼續記
念。

• 在各區的第三期訓練已陸續完成，各學員已回到村落中工
作。據說截至 9月份的統計，今年我們在全國已結出超過
三百顆果子。要為此感恩之餘，請繼續記念我們餘下三個
月的工作。

• 記念六小隊國際登山隊的第一次長途旅程，有平安和健
康，行出佳美的腳蹤。

• 請記念潘潘家中的「小昆蟲」能往別的地方居住。

• 潘潘約有兩個半星期難以與父母通訊，請繼續記念他們的
身心有平安、喜樂和盼望。

書名： 
You Are What You Lov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
作者：蘇明思 (James K. A. Smith)
譯者：鍾  憫
出版：校園書房

本書共七章，前三章是基礎，後四章作進一步擴展和

應用。

第一章以一個重要問題開始：「你想要什麼？」(What	

do	you	want?)	正如約翰福音第一章 38節耶穌問兩個跟

著他的約翰門徒：「你們要甚麼？」耶穌沒有說：「你知

道甚麼？」又或者說：「你信甚麼？」作者蘇明思表示「你

想要什麼？」是最基本的問題。「想要的」也是我們心底

最渴望的，這種欲望 (longing	and	desire) 是我們身份的

核心，而我們的行為也由此而生。這種欲望由心發出，所

以箴言四 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

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我們花很多時間學習，然後以為學習了，長了頭腦知識，

便能掌握如何成為主的門徒，但其實這只是第一步，因為

學習後，要將知識轉為日常練習，化為習慣，才能由知識

化成日常生活習慣，只有具有這種「愛主的習慣」才能幫

助我們經驗生命更新。

我們生下來，心的趨向只有回到上帝那裡才會享受真正的

安穩，若我們以別的東西代替上帝，我們的心永遠不會安

穩下來，因為不是「我們永恆地愛」，而是只有上帝才是

永恆，是我們心的最終歸宿	-	「我們就是我們所愛」(You	

are	what	you	love)。

作者進一步以奧古斯丁的說法，以今天的言語就是：愛像

地心吸力，如果物件不在它應有的位置，它們永遠不停下

來，若一旦放回它應有位置，它們便安靜下來。好像要強

行將氣球壓下水底，因密度緣故，它永遠要跳回水面；

這好比我們的愛被拉到其他物質事物時，我們總是感到不

安，只有拉到永恆上帝那裡，我們才會好像氣球返到水面

一樣，才會停下來，那裡才是我們應有的位置。

作者提到習慣的

重要，使徒保羅

在《歌羅西書》

第三章 12-14 節

提到愛心就是聯

絡全德(virtues)，

包括：憐憫、恩

慈、謙虛、溫柔、

忍耐的心等，這些好的品德是「組成我們」，讓我們更像

耶穌。要將這些好品德養成為我們的習慣，因為習慣好像

我們的「第二」自然天性，以致我們不用想也會做，例如：

我們不會告訴自己要呼吸，我們就自自然然會呼吸一樣，

我們會憐憫，會謙虛等，不是自己刻意這樣做，而是我們

的習慣，自然而然。學習不單是增長知識，而是要將知識

「刻入心中」(inscribing	something	 into	the	very	fiber	

of	your	being)，最後是時常練習 (practice) 這些品德，

完全植入我們裡面，成為我們自己，以致不用思想都會行

出來的情況。

作者隨著便在這基礎上，帶領讀者以聖靈的眼睛看世界，

看文化，從這些物質和文化中，發現我們每天面對各式各

樣的物質價值般的「禮儀」(liturgy) 如何影響我們的心，

看清世界物質的禮儀後，我們作出辨別，叫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更自覺。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與聖靈相遇，讓我們的生

活不再一樣。

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論述人類的思想，因為他認為人

類總以為自己是思想的物件	(thinking	thingism)，先要解

構，才能建立第四至七章的實踐。這書值得推薦，因為我

們要由知識到實踐，由腦到心，徹底改變，將心朝向永恆，

我們的生命才會更新，更貼近上帝。

總會  |  張愛思執行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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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總會半職青年幹事李浩霆的合約已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

結束，李弟兄現在進修「青少年事工導師及幹事」文憑課

程，等候上帝下一步的帶領，求主帶領。

• 2022年度總會主題為「重整生命，活出召命」。一年過去，

動盪的世情仍未完結，新冠疫情，國際衝突，極端天氣，

民生困境，都在充斥著危機。部長會經商討後擬定明年度

主題時，以鼓勵信徒在這變化莫測的處境中重新思索與肯

定上主對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呼召，避免我們在這風高浪

急的世情中隨波逐流，失去自我生命的方向與承擔。

• 明年將是本會 175 周年會慶，聯合崇拜將於 2022 年 3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3時 30 分於深水埗崇真堂舉行，請

記念會慶的各項籌備工作。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為推廣具質素的親子時間，鼓勵具創意的親子活動，本部

舉辦「大小『遊』蹤親子遊戲設計比賽」。比賽已於 9月
份完滿結束，各參賽隊伍創意十足，善用家居隨手可得的
物資設計出變化多端的趣味遊戲，參賽片段中可見眾爸爸
媽媽以及小寶寶都玩得非常投入，笑聲滿滿！評審表示參
賽遊戲的設計具心思及富挑戰性，親子互動性高且適合嬰
幼兒的年齡發展。最終，評審團選出 12 隊得獎隊伍，結
果已上載到機構的Facebook 網頁。

• 感謝神！恩樂園第一屆畢業典禮已於 8月 21 日舉行，並
獲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女士親臨主禮，畢業禮以
「動感樂『園』」為主題，畢業生在典禮中以歌聲及舞蹈
感謝出席嘉賓的支持。同日亦為「恩樂家 +家」家長會成
立及「大小遊蹤親子遊戲創作比賽」頒獎，加添畢業典禮
的意義。

總會差傳部
• 7 月 28 日的網上訪宣聚會非常成功。經過商討和收集回

應表後，決定在 12 月 1 日晚上再次有網上訪宣。這次將
會用詩歌敬拜形式，加長分組時間，希望兩地 ( 香港和沙
巴 ) 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時間交流分享。請為我們兩地的
工作小組代禱。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為將軍澳堂舉行的「生命轉化的鑰
匙」課程，已經在 10 月 16 日順利完成了，為着 20 多位
學員有美好的收獲感恩。也多謝外會 3位肢體協助分組，
讓小組禱告活動將所學習的知識實踐出來。在此獻上感
恩！

•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將會為一批宣
教士舉辦一主題為「創傷的醫治」的退修營，請為他們能
講解清楚信息的內容禱告。求上帝使用小組活動和禱告服
侍的時間，讓宣教士得到盼望和力量，並經歷上帝的安慰、
醫治和祝福。

• 請為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將從	2021	年	12 月底開始差
會要求的海外任務六個月，為他們在這個過渡時期祈求智
慧和指導。在他們離港期間，差會副總幹事將擔任執行總
幹事；也請為差會在這轉變的時期，求主給予辦公室團隊
保護和指引。

• 為凱恩禱告，她決定離開香港打算移居加拿大，為她這重
大的決定所需各方面的準備禱告。

• 為凱晴和丈夫所居住的地方附近最近經歷了一場山林大
火，他們差點兒須要撤離家園避災，但感恩最後雖燒了	
8,578	英畝林地後，火勢最終受到撲滅。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蘇姑娘已回泰國續簽證，感恩順利完成第五次隔離，並有
特赦，可獲得額外三天的自由。

• 請繼續記念爸媽對信仰有開放的心，早日信主。

• 請記念蘇姑娘與新隊員的配搭和合作，以及蘇姑娘要駕駛
韓國同工的車往來服待，請記念駕駛的安全。

• 請記念蘇姑娘在泰國疫情之下，事工應如何重新啟動。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隨著大節開始，山國已無人在意疫情。聽說醫院的人潮，
反而是因為人們接種疫苗後出現不適而造成的，請繼續記
念。

• 在各區的第三期訓練已陸續完成，各學員已回到村落中工
作。據說截至 9月份的統計，今年我們在全國已結出超過
三百顆果子。要為此感恩之餘，請繼續記念我們餘下三個
月的工作。

• 記念六小隊國際登山隊的第一次長途旅程，有平安和健
康，行出佳美的腳蹤。

• 請記念潘潘家中的「小昆蟲」能往別的地方居住。

• 潘潘約有兩個半星期難以與父母通訊，請繼續記念他們的
身心有平安、喜樂和盼望。

書名： 
You Are What You Lov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
作者：蘇明思 (James K. A. Smith)
譯者：鍾  憫
出版：校園書房

本書共七章，前三章是基礎，後四章作進一步擴展和

應用。

第一章以一個重要問題開始：「你想要什麼？」(What	

do	you	want?)	正如約翰福音第一章 38節耶穌問兩個跟

著他的約翰門徒：「你們要甚麼？」耶穌沒有說：「你知

道甚麼？」又或者說：「你信甚麼？」作者蘇明思表示「你

想要什麼？」是最基本的問題。「想要的」也是我們心底

最渴望的，這種欲望 (longing	and	desire) 是我們身份的

核心，而我們的行為也由此而生。這種欲望由心發出，所

以箴言四 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

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我們花很多時間學習，然後以為學習了，長了頭腦知識，

便能掌握如何成為主的門徒，但其實這只是第一步，因為

學習後，要將知識轉為日常練習，化為習慣，才能由知識

化成日常生活習慣，只有具有這種「愛主的習慣」才能幫

助我們經驗生命更新。

我們生下來，心的趨向只有回到上帝那裡才會享受真正的

安穩，若我們以別的東西代替上帝，我們的心永遠不會安

穩下來，因為不是「我們永恆地愛」，而是只有上帝才是

永恆，是我們心的最終歸宿	-	「我們就是我們所愛」(You	

are	what	you	love)。

作者進一步以奧古斯丁的說法，以今天的言語就是：愛像

地心吸力，如果物件不在它應有的位置，它們永遠不停下

來，若一旦放回它應有位置，它們便安靜下來。好像要強

行將氣球壓下水底，因密度緣故，它永遠要跳回水面；

這好比我們的愛被拉到其他物質事物時，我們總是感到不

安，只有拉到永恆上帝那裡，我們才會好像氣球返到水面

一樣，才會停下來，那裡才是我們應有的位置。

作者提到習慣的

重要，使徒保羅

在《歌羅西書》

第三章 12-14 節

提到愛心就是聯

絡全德(virtues)，

包括：憐憫、恩

慈、謙虛、溫柔、

忍耐的心等，這些好的品德是「組成我們」，讓我們更像

耶穌。要將這些好品德養成為我們的習慣，因為習慣好像

我們的「第二」自然天性，以致我們不用想也會做，例如：

我們不會告訴自己要呼吸，我們就自自然然會呼吸一樣，

我們會憐憫，會謙虛等，不是自己刻意這樣做，而是我們

的習慣，自然而然。學習不單是增長知識，而是要將知識

「刻入心中」(inscribing	something	 into	the	very	fiber	

of	your	being)，最後是時常練習 (practice) 這些品德，

完全植入我們裡面，成為我們自己，以致不用思想都會行

出來的情況。

作者隨著便在這基礎上，帶領讀者以聖靈的眼睛看世界，

看文化，從這些物質和文化中，發現我們每天面對各式各

樣的物質價值般的「禮儀」(liturgy) 如何影響我們的心，

看清世界物質的禮儀後，我們作出辨別，叫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更自覺。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與聖靈相遇，讓我們的生

活不再一樣。

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論述人類的思想，因為他認為人

類總以為自己是思想的物件	(thinking	thingism)，先要解

構，才能建立第四至七章的實踐。這書值得推薦，因為我

們要由知識到實踐，由腦到心，徹底改變，將心朝向永恆，

我們的生命才會更新，更貼近上帝。

總會  |  張愛思執行幹事

動盪中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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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10 月 31 日，為本堂聖樂敬拜主日，講員為林玉巧姑娘。

• 11 月 28日，為本堂常青	/	YO主日，講員為蕭壽華牧師。

旺角堂
• 感謝主，本堂新聘一位教牧同工朱伯威牧師，10 月起上

任。

• 本堂獲邀成為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協作教會，關顧中
一新生。9月新學年開始，本堂的校園福音事工隊，會定
期進入該校，接觸學生。求主賜福。

西貢堂
• 在限聚令的情況下，禮堂擺放五成座位，主日崇拜繼續維

持網上直播，主日學及兒童崇拜則實體進行。

• 8 月 1 日起，新教牧同工李水雄先生到任。

• 9 月 4 日起，逢星期六下午 3時至 4時 30 分，開始週六
崇拜，崇拜後分組祈禱。	

• 9 月 4日起，紅色《門徒》開課，吳俊藝先生和李水雄先
生擔任導師，共有 8位學員：張漢貞、馮偉邦、馮家琪、
潘美融、崔慧儀、趙淑芬、徐鳯群、胡艷芳。

窩美堂
• 感謝主！本堂已於9月26日(主日學主日)崇拜後舉行『結

業典禮』，在美好天氣下順利完成。記念一眾老師的辛勞。
並為兒童的靈命，讓小孩能在上帝的懷抱中成長。

• 本堂已於 10 月 1 日舉行『2021 窩美同樂日』大旅行，共
有 73 人參與。感恩當日讓會友及親友透過旅遊，增加彼
此間的認識。

救恩堂粉嶺分堂
• 卓誌雲姑娘於 9月 1 日正式入職，主要負責堂會的青少年

事工和校園福音事工。求主賜福、使用。

• 本堂於 9月 5日和 9月 19 日主日下午 2時至 5時舉行兩
場「同行關懷技巧」課程，邀請信義宗神學院臨床心理學
及輔導學副教授林雪文博士主講。超過 30 位弟兄姊妹參
與。

• 粉嶺救恩書院中一新生於 9月 11 日和 9月 25日探訪青少
年團契，透過遊戲活動彼此認識及接觸信仰。

• 本堂成功申請 2021-22 年度「那打素基金」，獲得撥款
舉辦未來一年的家長活動。求主賜福、使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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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年

	 馮倩明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第一年

筲箕灣堂	 趙曉彤姊妹	 建道神學院文學碩士 ( 召命人生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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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年

	 梁緯信弟兄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一年

粉嶺海聯堂	 何倩雯姊妹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一年

高怡堂	 朱妙蓮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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