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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今年度主題是「重整生命，活出召命！」。「生命」與「召命」同樣有一

個「命」字，這個中文字蘊含的意義極廣，隱隱然把「天」與「人」兩者連

結起來：坊間流傳一則格言「時也命也，善始慎終，盡人事聽天命。」意思

是時機決定命運，選對了就要堅持下去，你只管努力去做事，其他的交給老天爺。

孔子樂於「知天命」，但自認所知有限。他對子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天理見行，不言而顯，聖人之語，無非代天之言。他也說

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子的基本態度是「敬鬼神而

遠之」。聖經則告訴我們中國人所仰賴的「上天」就是創造主，獨一的真神上帝。上

帝愛世人，甚至差遣祂的獨生子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要把祂對人的心意完全地顯

明出來：「上帝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

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 顯現……將不能壞的生命

彰顯出來。」（提後一 9-10）上帝對我們的召命原應主導著我們的生命，主耶穌已把

這個召命在地上有血有肉地彰顯出來。祂不斷呼召人：「來跟從我……我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b）

今年崇真主日的年度主題講道，我選取了馬可福音一章 16-20 節作信息內容，這是新

約中最原始最接近原事件（聖經作者加入個人神學觀點最少的記述）的呼召門徒記述。

這段經文包含了兩個小段平衡「呼召」的記載（一 16-18；一 19-20），指向兩對兄弟；

其中三人（彼得、雅各、約翰）與主耶穌最親近，祂常帶在身邊親眼見證一些重要的

事件（如叫睚魯的女兒復活、登山變像、客西馬尼園的禱告等）；彼得與約翰後來更

被稱為初期教會支柱；這些都是出於上帝刻意的舖排。

「召命」（calling）一詞的希臘原文	klésis（可一 20	的相關動詞	kaléō	和合本譯作「招

呼」called）重點在於「呼召」。中文翻譯則很有意思，若把「召」與「命」分拆開，

可意會到上主對人的呼召其實與他整個人生（生命）有關，甚而影響到他的人生取向。

我們可從以下三點對馬可福音一章 16-20 節作深入一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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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與生命 — 息息相關

可一 1-20 包括兩個緊緊相連的段落。一 1-15 是一個

單元，以「福音」（一 1 原文的第一個字）開始，也以

「福音」（v.15 原文倒數的第 3 個字）結束，成為一個	

inclusive	unit。「主耶穌」的福音是這個段落的焦點。

馬可在 vv.2-14 很濃縮地交待了主耶穌福音事工的預備：

背景的預備（施洗約翰）及福音內容（耶穌自己）的

預備。當馬可為主耶穌的福音搭建了舞台（setting	the	

stage）後第一件事情卻不是敍述祂在地上所作的事工：

在加利利傳道，醫病，趕鬼（可一 21-45）；而是先

敍述耶穌呼召四個門徒跟隨祂，並給與他們「得人如得

魚」的召命。這是一個範式性（paradigmatic）的呼召

行動，並且是緊接著主耶穌範式性的「福音信息」宣告：	

「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一 15）這顯示了「信息」與「人」（生命）兩者的密

切關連	—	福音是藉著人傳開去的。道要先成為肉身，人

才可以明白及體會上帝的救恩。

3. 門徒的回應 — 即時的行動（vv.17b-18,20b）

門徒聽從及回應了耶穌的召命，他們的命運也隨即而改

變。但這個改變並非完全否定了他們的現實生活。祂

對他們說從今以後他們要「得人如得魚一樣」，因為那

四人本身是專業漁夫，這樣的呼召是要他們從心底裡產

生共鳴，而不是抽空地要他們傳一些「既無 feel 又無

heart」的信息。祂是在他們熟悉的生活範疇中加入了終

極的意義。如呼召發生在今天，主耶穌可能對一個學生

說：「我要叫你得人如得『分數』。」對一個地產代理說：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樓盤』。」對一個網絡世界的投

資者說：「我要叫你得人如得『bit	coins』。」對一個

退休人士說：「我要叫你得人如得『健康』。」

當然，「得人」vs.「得魚」的終極關懷是「人」而不

是「魚」。但誠如保羅所說：「（我）向甚麼樣的人，

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九

22a）所以我們隨了熟悉福音以外，也要熟悉魚、分數、

樓巿、bitcoin、marketing、health、leisure……，否則

我們會無從與未信者的生活接軌去談信仰。

另外，關於「捨棄」與「跟從」，那兩對兄弟即時捨棄

了他們的專業與家庭去跟隨耶穌，很有些革命者拋妻

棄子積極投入革命，甚至甘願為其犧牲的意味。當然主

⋯⋯

「上帝對我們的召命原應主
導著我們的生命，主耶穌已把
這個召命在地上有血有肉地
彰顯出來。」⋯⋯

耶穌清楚地表明若一個人要願意捨己（自己的生命）和

背十架，才配作祂的門徒。但其實很多時候處境的實況

未必去到這般絕對。福音書中（特別是三卷對觀福音）

顯示耶穌三年傳道生涯的主要活動範圍只是在加利利省

（只約台灣的 1/4 面積），並以迦伯農（教會傳統認為

這四個門徒的家鄉是伯賽大，就在迦伯農隔鄰）為基地，

祂與門徒經常會回到那裡稍歇，所以這四人也常會見得

著家人，並沒有與家庭斷絕了聯繫。其實日後彼得及其

他使徒大多是帶著妻子到處往來傳道的（林前九 5）。

不是每一個受召者都要走上全時間事奉的道路，作漁夫

的仍舊可以作漁夫、作學生的、賣樓的、投資bitcoin的，

和退休享受人生的信徒都可以在不同的身分上全心全意

地回應上主的召命。

最後的一點提醒：

回應上主的呼召並非只是言語上或思想上的事情，而

是把整個人生投進去的冒險歷程。所以無論上主呼召

我們作什麼，預備為主捨棄一切的心態是一定要有

的。在必要時，要看對主的信心與忠誠比自己的生命

更重要，並謹守信念：「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

正要伯他。」（太十 28）

2. 主耶穌呼召 — 全人的投入 

人稱《馬可福音》是一本「行動的福音」。他描繪耶穌

呼召門徒時充滿動感：「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

走……稍往前走」（主的腳）；「祂……看見……又見」

（主的眼）；「祂……對他們說……隨即招呼他們」（耶

穌的口、耳及手，相信祂與他們對話時也自然地向他們

招手）。（vv.16-17a;19-20a）這些感官上的描述強調

了主耶穌是全人投入地與門徒作生命的結連，祂呼召他

們「來跟從我」，與祂一同生活。福音的內容是：天國

已臨近，所以人要悔改並相信福音。但福音是什麼？信

福音	=	信耶穌。耶穌基督本身就是福音。所以門徒必定

要「跟從耶穌」，才懂得福音是什麼及如何傳福音。

其實主耶穌在地上事工的焦點與其說是針對群眾，倒不

如說是為了門徒。耶穌復活後吩咐門徒留在耶路撒冷等

候聖靈降臨，而不是要他們返回的大本營加利利省的迦

百農去聚眾謀事。初代教會的種子信徒只有約 120人（徒

一 15），以後福音的發展的敍述集中在耶路撒冷，撒瑪

利亞及歐亞城巿（彼得和保羅的宣教地區），再沒有提

到加利利。由此看來，其實主耶穌在地上三年的工作主

要是在培植一小群核心門徒（12 人 +	70 人	—	兩次受差

派傳福音），向他們展示福音是什麼，好讓他們在祂升

天後去完成「得人如魚」的召命，而不是由祂親自在加

利利藉著祂工作的果效建立一個人數眾多的強大信仰群

體，聚眾起義或建立教會。

《馬可福音》一章 16-20 節

16.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

17.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18.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19.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20.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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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20.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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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而言，辨識「召命」不是去問「我要做什麼？」

而是先要問「我是誰？」「召命」這個字在聖經

中最早出現是在《創世記》，神為祂所造的命名	אָרָק（創

一 5），神命名賦予受造物存在的意義和目的，名字裡

面也蘊含着受造物的本性和特質；因此，先要認識神在

創世以前所認識、命定和揀選的我（詩一三九 13-16；

弗一 4）是個怎樣的我，然後勇敢地活出這個「神原創

的我」。

回想 2007 年下旬，要為新一年訂立計劃之際，感到自

己的人生已經停滯在一個穩定水平，無論工作、事奉、

追求等都週而復始地重複，內心帶著一份難以言喻的鬱

悶；還記得一個晚上，太太問我若不設任何限制，我會

想做什麼？幾乎不經思索我就衝口而出：「我要做一個

環球佈道家！」這樣的回答明顯反映我是非常喜歡旅遊，

同時又樂於與人分享信仰而矣，然而這個回應，卻啓動

了我的召命尋索之旅。

就著當時有的資源和知識，我開始閱讀有關人生下半場

的書籍，也走訪一位我視之為對信仰與工作皆有好的整

合和見證的同業弟兄，在請教的同時，得到他的引介下

認識了一位機構同工，她事奉的機構正是牧養職場基督

徒去回應召命、實踐信仰的。接著，這位姊妹又推薦我

參加一個關於召命導引的課程，當中除了認識和了解更

多關乎召命的觀念外，我亦邀請這位課程導師成為我的

教練，助我按步就班地辨識自己的召命。2008 年的整

年間，除了日常工作、堂會事奉、家庭活動、個人外遊

之餘，就是一連串的個人評估、沉澱、反思、計劃和等

候，直至2009初，終於決定提早退休，展開人生新里程；

按著當時對自己性格、能力、興趣、熱忱、價值觀的認

識，第一步就是進修神學。

回想神學院的學習，影響我最深的是認識到聖經的創造

觀和召命觀，它們為我日後要走的方向奠定了基礎；與

此同時，我亦留意到自己內心對牧養職場弟兄姊妹的負

擔與日俱增，因此，我應邀擔任舊公司職場團契的顧問，

並接受了短宣中心的邀請成為他們的董事，以及參與他

們的職場事工拓展。接着，在神學院預備畢業那年，受

到一對神學院同學夫婦的生命見證影響，於是又開始了

為期三年的基督教靜觀靈修傳統的靈修導引深造課程，

並且在畢業後隨這對夫婦成立了一所非牟利機構，透過

靈性培育及牧靈的工作，與弟兄姊妹在靈程路上同行；

我深切體會到實踐真理不單是知識的裝備，更重要的是

靈性的培育，當一個人渴慕並且追求與神在愛中連合時，

他才會甘心信靠、順服神，並樂意遵行神的旨意。

直到今天，我仍然按著內心的感動和負擔，並過往神在

我生命中的塑造與照管，清晰知道要透過教導、宣講和

策劃與弟兄姊妹同行，特別是職場上的基督徒，陪伴他

們辨識召命、培育靈性、整合信仰原則和價值觀，在現

實生活場景中踐行聖經的教導。我沒有當上一個「環球

佈道家」，卻十分享受接受個別弟兄姊妹或團體的邀請，

在信仰人生的主題樂園裡，當上他（他們）的導賞員，

陪伴並導引他（他們）一起探索和經驗當中的歷程。

回望過去十二年的日子，深深體會召命辨識是一個持續

性的過程，當中不時要作出修正，正如已故恩師楊錫鏘

牧師所言，這個過程是「行步見步」的，每踏出一步，

細心聆聽內心的觸動和觀察神的開路，大前題是能否對

「神原創的自己」有足夠認識，並且要有勇氣忠心地去

活出這個「真我」。為何需要勇氣？因為面對衆多的聲

音時，很容易會被「假我」戰勝，想成為一個被人喜愛、

欣賞、稱讚、認同及肯定的人，因而作出有違「真我」

的選擇。在我服事的過程當中，我確實知道有些信息和

理念，是與主流背道而馳，甚至部份具顛覆性的，因此，

缺乏市場是意料之內；但誠然內心卻充滿喜樂和滿足，

它們不是從人的掌聲而來，而是知道自己是回應了神的

呼召，在祂安排的角色和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份，活現

「神原創的我」！

⋯⋯

直到今天，我仍然按著內心的感動和負擔，	
並過往神在我生命中的塑造與照管，	
清晰知道要透過教導、宣講和策劃與弟兄姊妹同行，	
特別是職場上的基督徒，陪伴他們辨識召命、培育靈性、	
整合信仰原則和價值觀」⋯⋯

我的召命是甚麼？ 
我是一個「信仰人生主題樂園的導賞員」： 
	 人生就像一個主題樂園，若要盡情盡興，	
	 就當有專人介紹及指導各項活動的特色和遊戲規則，	
	 甚至陪伴參加者按著基督信仰的價值和原則一起去經驗和遊歷。

見證文章 粉嶺海聯堂  |  朱敏華弟兄

我的名字，祢的召命

《創世記》一章 5 節

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 
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詩篇》一三九篇 13-16 節

13.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庇我。

1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 
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16.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以弗所書》一章 4 節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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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而言，辨識「召命」不是去問「我要做什麼？」

而是先要問「我是誰？」「召命」這個字在聖經

中最早出現是在《創世記》，神為祂所造的命名	אָרָק（創

一 5），神命名賦予受造物存在的意義和目的，名字裡

面也蘊含着受造物的本性和特質；因此，先要認識神在

創世以前所認識、命定和揀選的我（詩一三九 13-16；

弗一 4）是個怎樣的我，然後勇敢地活出這個「神原創

的我」。

回想 2007 年下旬，要為新一年訂立計劃之際，感到自

己的人生已經停滯在一個穩定水平，無論工作、事奉、

追求等都週而復始地重複，內心帶著一份難以言喻的鬱

悶；還記得一個晚上，太太問我若不設任何限制，我會

想做什麼？幾乎不經思索我就衝口而出：「我要做一個

環球佈道家！」這樣的回答明顯反映我是非常喜歡旅遊，

同時又樂於與人分享信仰而矣，然而這個回應，卻啓動

了我的召命尋索之旅。

就著當時有的資源和知識，我開始閱讀有關人生下半場

的書籍，也走訪一位我視之為對信仰與工作皆有好的整

合和見證的同業弟兄，在請教的同時，得到他的引介下

認識了一位機構同工，她事奉的機構正是牧養職場基督

徒去回應召命、實踐信仰的。接著，這位姊妹又推薦我

參加一個關於召命導引的課程，當中除了認識和了解更

多關乎召命的觀念外，我亦邀請這位課程導師成為我的

教練，助我按步就班地辨識自己的召命。2008 年的整

年間，除了日常工作、堂會事奉、家庭活動、個人外遊

之餘，就是一連串的個人評估、沉澱、反思、計劃和等

候，直至2009初，終於決定提早退休，展開人生新里程；

按著當時對自己性格、能力、興趣、熱忱、價值觀的認

識，第一步就是進修神學。

回想神學院的學習，影響我最深的是認識到聖經的創造

觀和召命觀，它們為我日後要走的方向奠定了基礎；與

此同時，我亦留意到自己內心對牧養職場弟兄姊妹的負

擔與日俱增，因此，我應邀擔任舊公司職場團契的顧問，

並接受了短宣中心的邀請成為他們的董事，以及參與他

們的職場事工拓展。接着，在神學院預備畢業那年，受

到一對神學院同學夫婦的生命見證影響，於是又開始了

為期三年的基督教靜觀靈修傳統的靈修導引深造課程，

並且在畢業後隨這對夫婦成立了一所非牟利機構，透過

靈性培育及牧靈的工作，與弟兄姊妹在靈程路上同行；

我深切體會到實踐真理不單是知識的裝備，更重要的是

靈性的培育，當一個人渴慕並且追求與神在愛中連合時，

他才會甘心信靠、順服神，並樂意遵行神的旨意。

直到今天，我仍然按著內心的感動和負擔，並過往神在

我生命中的塑造與照管，清晰知道要透過教導、宣講和

策劃與弟兄姊妹同行，特別是職場上的基督徒，陪伴他

們辨識召命、培育靈性、整合信仰原則和價值觀，在現

實生活場景中踐行聖經的教導。我沒有當上一個「環球

佈道家」，卻十分享受接受個別弟兄姊妹或團體的邀請，

在信仰人生的主題樂園裡，當上他（他們）的導賞員，

陪伴並導引他（他們）一起探索和經驗當中的歷程。

回望過去十二年的日子，深深體會召命辨識是一個持續

性的過程，當中不時要作出修正，正如已故恩師楊錫鏘

牧師所言，這個過程是「行步見步」的，每踏出一步，

細心聆聽內心的觸動和觀察神的開路，大前題是能否對

「神原創的自己」有足夠認識，並且要有勇氣忠心地去

活出這個「真我」。為何需要勇氣？因為面對衆多的聲

音時，很容易會被「假我」戰勝，想成為一個被人喜愛、

欣賞、稱讚、認同及肯定的人，因而作出有違「真我」

的選擇。在我服事的過程當中，我確實知道有些信息和

理念，是與主流背道而馳，甚至部份具顛覆性的，因此，

缺乏市場是意料之內；但誠然內心卻充滿喜樂和滿足，

它們不是從人的掌聲而來，而是知道自己是回應了神的

呼召，在祂安排的角色和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份，活現

「神原創的我」！

⋯⋯

直到今天，我仍然按著內心的感動和負擔，	
並過往神在我生命中的塑造與照管，	
清晰知道要透過教導、宣講和策劃與弟兄姊妹同行，	
特別是職場上的基督徒，陪伴他們辨識召命、培育靈性、	
整合信仰原則和價值觀」⋯⋯

我的召命是甚麼？ 
我是一個「信仰人生主題樂園的導賞員」： 
	 人生就像一個主題樂園，若要盡情盡興，	
	 就當有專人介紹及指導各項活動的特色和遊戲規則，	
	 甚至陪伴參加者按著基督信仰的價值和原則一起去經驗和遊歷。

見證文章 粉嶺海聯堂  |  朱敏華弟兄

我的名字，祢的召命

《創世記》一章 5 節

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 
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詩篇》一三九篇 13-16 節

13.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庇我。

1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 
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16.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以弗所書》一章 4 節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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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與馬同跑（紀念版）： 16堂耶利米書精讀課》
作者：尤金．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譯者：張秀蘭、沈香芸

出版：中國主日學協會

當我看到《與馬同跑》這書名，就被它吸引着並且反問

人怎能與馬同跑呢？書名的意念是出現耶利米書 12

章 5 節「你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

呢？……」這是耶利米遭遇危險，知道自己會被殺害的陰謀

時，他向神爭辯。神便以這句說話反問耶利米。

此書是作者畢德生牧師於 1983 年按牧廿五周年時所寫。作

者一生被耶利米複雜的人性及生命的深度所吸引，神呼召耶

利米作先知，並且將又大又難的事托付他（耶卅三 3），甚

至要他去實行不可能的任務。耶利米被呼召時推搪說自己是

年幼。他拒絕神，因他不願成為先知。作者指出我們常找藉

口說自己不夠完美，而逃避神召喚我們去過最好的生活。我

們會以為能做或想做的事，只是微不足道；但神對我們的心

意，卻是偉大無比的。作者認為神召耶利米作先知，和祂呼

召我們的道理是一樣的。

可能我們大部份人都只想過平凡的生活，或在追求完美的途

中退縮，在面臨危險時改變方向。作者對耶利米的呼召有這

樣的體會：「我呼召你過一種有目的、遠超過你所想望的生

活，並且應許給你足夠的力量去成就一生的目的。如今，一

有困難你就想停止了。假如這些繞著磨坊跑的冷漠眾生令你

疲倦，那麼真正的比賽	—	和動作迅速的好馬比賽時，你該

怎樣辦呢？究竟甚麼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是想和這群人漫

步，還是與馬一起賽跑呢？」

神不單呼召耶利米

作先知，更是呼召

他作為一個人的典

範。縱使他遭受反

對、逼迫、挫折及

危險，他仍然持守

着作為一個人的本

質，善良、正直、

成熟、完美、真實

人性的生命力。他

是如此立體的一個人，所呈現「人的形像」是來自於他對神

的信心。作為人，他也會有埋怨及與神爭辯，但他仍堅持相

信及順服神，過信心的生活。他是悲劇人物的先知，是一位

見證及親身經歷亡國的先知，明知他的訊息是改變不到當時

代的人，甚至被人視為賣國、不愛國，但他仍不畏強權，仍

忠於神所交托及囑咐的。

近幾年香港經歷前所未見的巨變，不論是社會運動的衝擊、

世紀疫症的侵襲、政治上的改動。在這個時間，再讀耶利米

書會帶給我們許多的感受、反思及得着。畢德生牧師指出耶

和米是他廿五年來不斷談論、演講、退修或講道的素材，耶

利米一直是他效法的典範及良師。此書是作者從個人和牧養

層面深度去書寫，以傳記的方式去書寫耶利米的一生，耶利

米是如何忠於所托，活出神呼他的人生。

馬鞍山堂  |  羅釨旗傳道

總會消息

• 鑒於目前疫情嚴峻，總會辦事處同工於 2022年 1月 12日
起，大部份同工在家辦公，但每天均安排有同工輪流回總
會辦公，堂會如有需要，可如常致電總會。

• 總會秘書林雅然姊妹於 2022 年 2月 3日平安誕下兒子，
感謝主，求主祝福孩子健康成長。

• 會長於 2022 年 2月 9日召開網上分享會，與各堂主席、
堂主任及長老們講解政府因應新一輪疫情而刊憲的內容，
包括（1）有關將宗教場所列為表列處所，於 2022 年	
2 月 10 日至 2月 23日期間關閉宗教場所；（2）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於宗教場所實施疫苗通行證事宜。有關新
法例要堂會留心事項亦於 2022 年 2 月 10 日以信函形式
分發各堂，請各執事會注意並執行。另會長亦於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召開網上分享會，與各堂主席、堂主任及長
老們講解政府推行的疫苗通行證，並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就有關法例致函各堂。

• 鑒於目前疫情嚴峻，本會 175 周年會慶感恩崇拜將延至
2022 年 6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在深水埗堂舉行，
講員為李思敬博士，請各堂預留時間出席。

靜思恩言

士師記   俄陀聶

俄陀聶是迦勒的侄兒，是歸化猶大支派基納斯族的
第一位士師。很明顯，放在開頭的這個簡短故事

帶有公式化的特色，所使用的固定詞組和主題會在其後
的士師故事中出現：

1.	 以色列人忘記他們的上帝，去事奉巴力和亞舍拉。
2.	 耶和華的怒氣藉仇敵向以色列人發作。
3.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興起一位拯救者。
4.	 耶和華的靈降臨在他身上……他就出去爭戰。
5.	 國中太平幾多年，士師死了。

這套循環公式最重要的地方，也許是提到耶和華的靈
（ruah	Yahweh）降在俄陀聶身上，他就成為軍事領袖
執行神指派的任務。俄陀聶身為軍事領袖，迎擊來自兩
河之間的亞蘭王古珊．利薩田（「雙倍邪惡的古珊」）。
俄陀聶隨後的行動增添權柄，使他能夠動員各支派的民

眾，奉耶和華的名發動解放之戰。這個五節長的敘事構
成「循環公式」：犯罪、管教、悔改、和拯救。換句話
說，作者基本上只描畫了框架，卻突兀地把細節遺漏，
留下空白。其他士師雖能夠建立顯著的軍事和個人功
績，但他們取得的成就似乎使他們犯下暴行和過失，令
他們的士師生涯蒙羞，造成各支派間分裂，甚至走上滅
亡之路。

俄陀聶是士師時期空前第一棒，敵人的出現是教導、試
煉和信靠的機會。上帝要試煉祂的子民，鼓勵他們學習
信靠才可得勝。每當面對敵人，你願意把它看為學習信
靠上帝的機會，靠上帝得勝嗎？以色列人沒有悔改，他
們經歷一個痛苦的循環：犯罪、管教、悔改、拯救，再
犯罪。他們與外族通婚，繼而敬拜偶像。然而，上帝仍
舊與子民同在，幫助他們。人總是願意被人影響多於被
上帝影響，你曾反省自己犯上相同的錯誤嗎？為何？

祈禱：

主啊，在黑暗的時代裡，我們的罪性不斷罪惡的循環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我們犯罪，唯獨得罪了你，求主赦免。幫助我們不忘主恩，一心信靠你。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上帝， 
去事奉諸巴力和亞舍拉，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 

就把他們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事古珊利薩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 

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就是迦勒兄弟， 
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 士師記三 7-9)

沙田堂  |  梁金華牧師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獲社會福利署予准於 2022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舉行全港賣旗日，鑑於疫情持續，本部將視乎情況進行上
街賣旗或透過網上捐款平台，進行籌募金旗、認購旗袋或
直接捐款，祈請各委員、堂會和學校預留時間予以支持。

• 2021 年的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已順利舉行，經點算，籌
款金額為 $917,772.90，乃歷年之冠。鑑於是年為敬老護
老愛心券二十周年，行政費減至 10%，機構的實際收益為
$825995.61，謹此感謝各位委員、崇真堂會、學校的支
持。

總會差傳部
• 本部的事工在疫情下緩慢進行，主要是網上會議和個人會

面。

• 請為總差 2022 年的工作和新年度的預算禱告。今年也是
崇真會的選舉年，請記念新一年的職員會和各堂差傳代
表，求主使用推動崇真會的差傳事工。

• 2 月 12 日總董會通過接納總會差傳部的新章程，我們今年
會以新章程選舉新的總差職員會。

• 2 月 12 日總董會也通過接納雅慈姊妹和蕃薯家庭為崇真
會宣教士，差傳部會更新明年的財政預算，並會在下期的	
《崇真Mission》介紹 2位新的宣教士，請為他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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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與馬同跑（紀念版）： 16堂耶利米書精讀課》
作者：尤金．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譯者：張秀蘭、沈香芸

出版：中國主日學協會

當我看到《與馬同跑》這書名，就被它吸引着並且反問

人怎能與馬同跑呢？書名的意念是出現耶利米書 12

章 5 節「你若與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

呢？……」這是耶利米遭遇危險，知道自己會被殺害的陰謀

時，他向神爭辯。神便以這句說話反問耶利米。

此書是作者畢德生牧師於 1983 年按牧廿五周年時所寫。作

者一生被耶利米複雜的人性及生命的深度所吸引，神呼召耶

利米作先知，並且將又大又難的事托付他（耶卅三 3），甚

至要他去實行不可能的任務。耶利米被呼召時推搪說自己是

年幼。他拒絕神，因他不願成為先知。作者指出我們常找藉

口說自己不夠完美，而逃避神召喚我們去過最好的生活。我

們會以為能做或想做的事，只是微不足道；但神對我們的心

意，卻是偉大無比的。作者認為神召耶利米作先知，和祂呼

召我們的道理是一樣的。

可能我們大部份人都只想過平凡的生活，或在追求完美的途

中退縮，在面臨危險時改變方向。作者對耶利米的呼召有這

樣的體會：「我呼召你過一種有目的、遠超過你所想望的生

活，並且應許給你足夠的力量去成就一生的目的。如今，一

有困難你就想停止了。假如這些繞著磨坊跑的冷漠眾生令你

疲倦，那麼真正的比賽	—	和動作迅速的好馬比賽時，你該

怎樣辦呢？究竟甚麼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是想和這群人漫

步，還是與馬一起賽跑呢？」

神不單呼召耶利米

作先知，更是呼召

他作為一個人的典

範。縱使他遭受反

對、逼迫、挫折及

危險，他仍然持守

着作為一個人的本

質，善良、正直、

成熟、完美、真實

人性的生命力。他

是如此立體的一個人，所呈現「人的形像」是來自於他對神

的信心。作為人，他也會有埋怨及與神爭辯，但他仍堅持相

信及順服神，過信心的生活。他是悲劇人物的先知，是一位

見證及親身經歷亡國的先知，明知他的訊息是改變不到當時

代的人，甚至被人視為賣國、不愛國，但他仍不畏強權，仍

忠於神所交托及囑咐的。

近幾年香港經歷前所未見的巨變，不論是社會運動的衝擊、

世紀疫症的侵襲、政治上的改動。在這個時間，再讀耶利米

書會帶給我們許多的感受、反思及得着。畢德生牧師指出耶

和米是他廿五年來不斷談論、演講、退修或講道的素材，耶

利米一直是他效法的典範及良師。此書是作者從個人和牧養

層面深度去書寫，以傳記的方式去書寫耶利米的一生，耶利

米是如何忠於所托，活出神呼他的人生。

馬鞍山堂  |  羅釨旗傳道

總會消息

• 鑒於目前疫情嚴峻，總會辦事處同工於 2022年 1月 12日
起，大部份同工在家辦公，但每天均安排有同工輪流回總
會辦公，堂會如有需要，可如常致電總會。

• 總會秘書林雅然姊妹於 2022 年 2月 3日平安誕下兒子，
感謝主，求主祝福孩子健康成長。

• 會長於 2022 年 2月 9日召開網上分享會，與各堂主席、
堂主任及長老們講解政府因應新一輪疫情而刊憲的內容，
包括（1）有關將宗教場所列為表列處所，於 2022 年	
2 月 10 日至 2月 23日期間關閉宗教場所；（2）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於宗教場所實施疫苗通行證事宜。有關新
法例要堂會留心事項亦於 2022 年 2 月 10 日以信函形式
分發各堂，請各執事會注意並執行。另會長亦於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召開網上分享會，與各堂主席、堂主任及長
老們講解政府推行的疫苗通行證，並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就有關法例致函各堂。

• 鑒於目前疫情嚴峻，本會 175 周年會慶感恩崇拜將延至
2022 年 6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在深水埗堂舉行，
講員為李思敬博士，請各堂預留時間出席。

靜思恩言

士師記   俄陀聶

俄陀聶是迦勒的侄兒，是歸化猶大支派基納斯族的
第一位士師。很明顯，放在開頭的這個簡短故事

帶有公式化的特色，所使用的固定詞組和主題會在其後
的士師故事中出現：

1.	 以色列人忘記他們的上帝，去事奉巴力和亞舍拉。
2.	 耶和華的怒氣藉仇敵向以色列人發作。
3.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興起一位拯救者。
4.	 耶和華的靈降臨在他身上……他就出去爭戰。
5.	 國中太平幾多年，士師死了。

這套循環公式最重要的地方，也許是提到耶和華的靈
（ruah	Yahweh）降在俄陀聶身上，他就成為軍事領袖
執行神指派的任務。俄陀聶身為軍事領袖，迎擊來自兩
河之間的亞蘭王古珊．利薩田（「雙倍邪惡的古珊」）。
俄陀聶隨後的行動增添權柄，使他能夠動員各支派的民

眾，奉耶和華的名發動解放之戰。這個五節長的敘事構
成「循環公式」：犯罪、管教、悔改、和拯救。換句話
說，作者基本上只描畫了框架，卻突兀地把細節遺漏，
留下空白。其他士師雖能夠建立顯著的軍事和個人功
績，但他們取得的成就似乎使他們犯下暴行和過失，令
他們的士師生涯蒙羞，造成各支派間分裂，甚至走上滅
亡之路。

俄陀聶是士師時期空前第一棒，敵人的出現是教導、試
煉和信靠的機會。上帝要試煉祂的子民，鼓勵他們學習
信靠才可得勝。每當面對敵人，你願意把它看為學習信
靠上帝的機會，靠上帝得勝嗎？以色列人沒有悔改，他
們經歷一個痛苦的循環：犯罪、管教、悔改、拯救，再
犯罪。他們與外族通婚，繼而敬拜偶像。然而，上帝仍
舊與子民同在，幫助他們。人總是願意被人影響多於被
上帝影響，你曾反省自己犯上相同的錯誤嗎？為何？

祈禱：

主啊，在黑暗的時代裡，我們的罪性不斷罪惡的循環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我們犯罪，唯獨得罪了你，求主赦免。幫助我們不忘主恩，一心信靠你。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上帝， 
去事奉諸巴力和亞舍拉，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 

就把他們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事古珊利薩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 

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就是迦勒兄弟， 
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 士師記三 7-9)

沙田堂  |  梁金華牧師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獲社會福利署予准於 2022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舉行全港賣旗日，鑑於疫情持續，本部將視乎情況進行上
街賣旗或透過網上捐款平台，進行籌募金旗、認購旗袋或
直接捐款，祈請各委員、堂會和學校預留時間予以支持。

• 2021 年的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已順利舉行，經點算，籌
款金額為 $917,772.90，乃歷年之冠。鑑於是年為敬老護
老愛心券二十周年，行政費減至 10%，機構的實際收益為
$825995.61，謹此感謝各位委員、崇真堂會、學校的支
持。

總會差傳部
• 本部的事工在疫情下緩慢進行，主要是網上會議和個人會

面。

• 請為總差 2022 年的工作和新年度的預算禱告。今年也是
崇真會的選舉年，請記念新一年的職員會和各堂差傳代
表，求主使用推動崇真會的差傳事工。

• 2 月 12 日總董會通過接納總會差傳部的新章程，我們今年
會以新章程選舉新的總差職員會。

• 2 月 12 日總董會也通過接納雅慈姊妹和蕃薯家庭為崇真
會宣教士，差傳部會更新明年的財政預算，並會在下期的	
《崇真Mission》介紹 2位新的宣教士，請為他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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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新年度本堂主題：「重整生命，活出召命」	。

• 本堂牧者由 1月起，透過以「重整生命，活出召命」作主
題的靈修分享，於每主日的崇拜周刊內登出，盼能與會眾
彼此鼓勵。

• 為慶祝本堂 160 周年堂慶，自 2月起，逢每月第三主日有
介紹本堂過去十年新增及擴展事工的短片，讓會眾可加深
對本堂的認識。

• 第 37 屆啟發課程於 3月 5 日開始至 5月 21 日舉行。啟
發日營將於 4月 23日舉行。

西貢堂

• 2022 年 3月 13 日，舉行網上 ZOOM堂議會。

• 3 月 5 日前，收集郵寄回教會或親身交回或視象電話投的
選票。在堂議會中宣佈選舉結果。本堂執事名額 8人，今
屆只有 7位候選人參選。

• 本堂今年度主題：「重整生命、活出召命」，三個分題為：
渴慕真道、分享主愛、見證主恩。

• 2022年讀經計劃：全年讀完新約一次，其中四卷書重覆讀：
約翰福音、羅馬書、以弗所書、希伯來書。講道與讀經計
劃配合，讓會眾認識每卷書的背景。

富善堂

• 本堂已於 1月 2日舉行 32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 本堂新一年度主題：「重整生命，活出召命」。

• 本堂已於 2月 13 日舉行堂議會，並新一屆執事選舉，順
利選出 5名執事。

窩美堂

• 感謝神！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晚，本堂舉辦感恩讚美會，
弟兄姊妹回來數算在過去一年主的恩典、看顧和帶領。

• 感謝主！本堂關顧部及傳道部於 1月初合辦『親友鄰舍遠
足郊遊日』，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一齊渡
過了一個美好戶外郊遊。

• 本堂2022年年標『堅守使命、傳揚主恩』。在過往日子，
弟兄姊妹追求在屬靈生活中親近神，向神支取力量。現在
弟兄姊妹要對外，以上帝給予大家的力量去服侍週邊的人
群傳廣福音。

• 本堂關顧部於 2022 年 1 月尾舉辦『插花體驗日』，一眾
姊妹在插花中感受上帝的創造及個人得著自癒安慰。

救恩堂粉嶺分堂

• 本堂 2022 年的主題為：	
「Re-start!	Re-love!	Re-burn!」。

• 粉嶺救恩書院參加了新一屆「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啟動
禮於 1 月 21 日晚舉行。本堂與粉嶺海聯堂和粉嶺崇謙堂
共有 20位弟兄姊妹承擔作同學的友師。

• 本堂於 2月份逢週五下午開辦「家長基礎英文班」，由盧
永蓮傳道任教。

各部消息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自去年聖誕離港，前往加洲探望女兒及女婿，感恩能與他
們共度聖誕和新年。轉眼間，已有兩個月，期間我們也曾
全家四人一一染上感冒，病倒了約一個星期。為各人康復
感恩。春天將收，請為凱晴禱告，因她對花粉有較易敏感
反應。

• 兆泉牧師在等候接受顧問訓練的安排期間，繼續每天將倫
布翻譯團隊已覆核的舊約書卷譯稿回譯成英文，作顧問審
批之用。回譯時，偶然發現些微要修改的地方，期望修訂
後使譯稿更臻完善。

• 凱恩自去年 11月回港後，繼續在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
制中心工作，每天治療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求主特別
保守她平安，保護她免受感染。另也請記念她沒有家人陪
伴時，一人留港工作仍能愉快地生活，與同事有美好的配
搭。

• 感恩佩玲師母在 1月和 2月期間，有機會參加當地教會的
特會，接受訓練。而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 3月也將會參與
加拿大聖經公會主辦的「創傷治療工作坊」，請代禱！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請記念泰國的團隊合作，當中有新舊事工安排。

• 今年 5-8 月份將只得蘇姑娘一位宣教士留在愛貧民事工事
奉，請記念隊工能運作如常。

• 感恩蘇姑娘今年有機會回港跟爸爸慶生，及與家人渡過農
曆新年，請繼續記念爸媽能有開放的心靈去接受主耶穌。

• 蘇姑娘於2月底回泰國事奉，請記念她回泰國的安排代禱。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山國疫情又開始緊張起來，請記念病毒能停止擴散，憐憫
疫境下的貧窮人。

• 新一年本地學徒訓練陸續開始了，今年我們擴張了地區塊
圖，因此興起了更多領袖在各區工作，請記念他們的學習。

• 參加了五個月的 5位國際登山隊員已陸續回國，而 5位新
加入的隊員將陸續抵達，請記念潘潘和另一位領袖在沒有
領隊下可以有智慧和能力照顧好新舊隊員。

• 山國天氣持續寒冷，請記念潘潘和眾同事的健康，特別是
確診中的團員們。

• 潘潘的外婆身體抱恙，媽媽需要每天幫忙照顧她，請記念
眾家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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