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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召命（calling）認識不多，理解也不深。但到了年老，回顧所經過的日子，不
禁感到驚訝，原來我所渡過的日子，竟然是有「神」蹟可尋，在每一個環節轉變

當中，都有主清晰的引導，我為此感恩。但也體驗到一個規律，就是「順服」。

只要我們行在主的道路中，我們就不難發現我們所作的一切早已在主的計劃之中。雖
然當時可能不太清楚，也許有些迷惑，但過一些時間，我們會驚訝上帝的引導。

我自初中開始就喜歡地理，這也是與我所就讀中學的傳統有關，當年中學的校長是一
個地理學者，而老師當中地理老師也特別出色，在耳濡目染之下，由中一開始我就喜
歡地理，一直沒有改變，我在這科的成績總是保持全級的名列前茅。

順理成章，大學我選擇了讀地理，畢業後做了幾年行政工作，又得到機會去英國進修
環境森林，這也是與地理和自然資源有關。回香港後，加入了當時的漁農處負責郊野
公園的策劃和管理，一做三十年，直到退休。在漁農處工作感覺到大自然的可貴和保
護的重要性，除了建立郊野公園還幫手設立海岸保護區，見証香港自然環境保育的發
展。

下期截稿日期：2023年1月27日

⋯⋯

上帝並不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做一些很特別的
工作，但對個別人士可能有不同的呼召，	
但當時可能並不發覺。經過一段日子，	
你可能會發覺原來上帝是很有計劃的逐步安排
我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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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會今年度主題：「重整生命，活出召命」，本會出版部在安排主題文章時就著這主題構思
了幾個相關主題文章，今期是最後一個分題：有關職場上的召命，並邀請了本會資深的兩位
長老	–	王福義長老和張文彪長老，分享退休之後回想在工作上是如何活出上主的召命。

我的職場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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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後，又在大學教授地理和環境保育，帶領學生考
察環境，認識生態，引領他們思考怎樣做得更加好。我
這大半生好像是與大地、生態、環境、自然保育等結下
不解之緣。

年紀大了，回頭仰望，忽然醒覺，似乎上主呼召我從事
大地的保育工作。這也是合乎聖經教導，是基督徒的
使命。但當日信徒對這方面普遍缺乏認識，教會也不太
重視保護環境的事工。記得在大學的時候讀過一本薛華
（Francis	Schaeffer） 在 1970 年	 所 寫的	“Pollution 

and the Death of Man: The Christian View of Ecology”，
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震撼，當時有人提出環境問題的歷
史根源是基督教的信仰。作為上帝的
管家，如果我們不能好好管理上帝受
造之物，我們怎能向上主交賬？從此
之後，關注環境、生態竟成了我的召
命。

上帝用了很長的時間去裝備我，在
三十多年郊野公園工作當中我積累了
保護自然環境的實際操作和政策方面
的經驗；在神學和理論方面，則待我
修讀神學的時候進行裝備，不論在牛
津修讀神學，或是在中文大學讀神學，
我特別選讀了環境神學，同時以環境
方面的主題寫作論文。

我退休之後，利用所得的知識和經驗
用來培育人才。我曾在港大和中大教
授環境保育的學士課程有十年之久。

至今還在教授碩士課程，希望能夠影響下一代，也影響

本地和內地的年青人，盼望他們對保育生態環境盡一分

力。也希望在教會的環境教育方面盡一些力，也許崇真

會在這方面會多加留意。

上帝並不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做一些很特別的工作，但

對個別人士可能有不同的呼召，但當時可能並不發覺。

經過一段日子，你可能會發覺原來上帝是很有計劃的逐

步安排我們的道路。

其中的重點，就是順服，當你順服上帝的教導，相關的

指引就會來到，指示你從事祂的工作。

⋯⋯

只要我們行在主的道路中，	
我們就不難發現我們所作的一切早已在主的計劃之中。	
雖然當時可能不太清楚，也許有些迷惑，	
但過一些時間，我們會驚訝上帝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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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教會宣教的角度來看，教育亦可以幫助人脫離文盲，	
明白聖經的教導，為人打開信服福音、走進豐盛生命之門⋯⋯

我們崇真會正是承接這個優良的傳統，傳道興學、興學傳道。

3

人為甚麼要工作？純為了糊口和活命？若果這是唯

一的理由，甚麼工作只要賺到錢，便可以做了！

那些能夠賺到大錢，更是我們要努力爭取的。基督徒的

工作觀是怎樣的？倘若我們相信生命是上帝所造，有其

尊嚴和獨特性，也有其功用的話，工作和這獨特性和生

命功用有何關係，便值得我們不願渾渾噩噩、浪費一生

的信徒去思考。保羅在《以弗所書》討論完因信稱義這

重要道理後，說了這樣一句：「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

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以弗所書二 10）指出我們整個生命都

是上帝創造和救贖的作為，並且是帶着目的的作為，目

的就是要這個生命去行善，並且這些善行是祂計劃了我

們去實行的。又從這節經文來看，教育工作是否一種善，

值得祂所預備好的人去承擔呢？

由社會需要的角度來看，教育固之然是一種必需的善，

因可幫助人脫離無知愚昧、跳出貧窮陷阱、更可誘發個

人潛能，促進社會發展及延續人類文明。從教會宣教的

角度來看，教育亦可以幫助人脫離文盲，明白聖經的教

導，為人打開信服福音、走進豐盛生命之門，這也是多

年前巴色會宣教士來華傳道時的信念，在甚麼地方設立

教會，便在甚麼地方設立學校，讓廣傳福音及掃除文盲

和落後兩方面的工作可並駕齊驅。我們崇真會正是承接

這個優良的傳統，傳道興學、興學傳道。

倘若教育工作是一種善，是上主預備我們某一些人去行

的話，我們中間誰

最合適做這個工作，

甚至終身去從事？

這個說起來有點複

雜，因在今天教育

的含義包括了教導、

輔導、警戒、培育、

言教、身教及透過

整個學校生活去熏

陶等日常活動，而

整個教育過程又涉

及釐定教育目標、

編制課程、管理及

領導學校、培訓人員、評鑒及檢討教育後果、改革更新

等等環節。這些活動及環節在今天的社會甚至有細密的

分工，甚至成為特別的行業，例如：教育心理學家，讓

能力不同、興趣和個性不同的人參與，有志參與者應細

究自己的合適性，但總希望這群人都有同一心志，就是

把教育看為一個可以有系統、環環相扣及有成效的善行，

而每個環節都可用來分享生命、祝福生命，幫助後輩走

在上主祝福的正途上的。

當然，從事教育工作，又直接接觸學生最多人的就是老

師。筆者按過往的經驗，認為老師的功用最大（而校長

最大的功用就是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帶領、組織及支援

他們做好教育學生工作），真是以生命影響生命；他們

筲箕灣堂  |  張文彪長老



⋯⋯ 
但總希望這群人都有同一心志，	
就是把教育看為一個可以有系統、環環相扣及有成效的善行，	
而每個環節都可用來分享生命、祝福生命，	
幫助後輩走在上主祝福的正途上的。⋯⋯

《以弗所書》二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個人的信仰、言行、學養及與學生的往還和所建立的關

係，是可以影響學生的成長和日後的人生取向，尤有進

者，對學生的信仰亦有深遠的影響（無論是好壞）！相

信我們各人都有一位良師在生命中出現過，是我們懷念

尊敬的！

究竟甚麼人才適合當教師，從事教育呢？	上帝造人，各

有不同，性向及天賦都各異，但筆者相信那些具備以下

質素，就如喜歡表達而且表達能力強，語文能力好、對

某些學科有專長及熱誠、喜歡與人相處及分享知識、經

驗和感受、對後輩的成長和發展關心、策劃及組織能力

不弱、有刻苦精神、堅定的信仰、價值觀和道德立場及

具備傳福音心志的，都有基本條件做好教育這份善工。

現代教師更需面對自己的軟弱及承認錯處的勇氣，以及

不斷反思和學習的態度，才能接觸得到青少年，這麼多

的條件，不是人人所能滿足的。當然，即管有這方面的

性向和賦能，還需不斷操練和成長，才能發揮得最好，

完成生命的使命。人人都可做師傅教導別人，但不是人

人可當一個有效能的老師的，這真需要預備和召命的，

因這是世上其中一種最艱難的工作之一，不過，在人不

能，在主凡事都能！祂所召喚的，必先預備所需的恩賜

和才幹！並且負祂為我們設計的軛，內心會容易和輕省

的，不是說會輕鬆簡單，而是說會有工作的意義、滿足

感和勞苦的果子不斷滋潤心靈、提供繼續前進所需的力！

信徒甚麼正經的工都可以作，但並非你所當作和上主所

預備你作的，也非所有的工作都帶來個人欣喜和真正的

自我實現和超越的。原來希臘文的「Work」字是來自

「Worship」一字，饒有意義，工作原來可以是人對上

主的敬拜！這與上述保羅的話相呼應，也解釋了上主為

何在伊甸園生存無憂的環境下，仍給予亞當和夏娃工作，

不是為了維生，乃是想始祖藉工作彰顯祂放在人性中的

神性和美善，例如誠信和創意，可惜後來罪將這些都扭

曲、破壞了！直到如今，我們許多人許多時候視仍工作

為負累，甚至是種咒詛，心想能越早退休越好。由是觀

之，今天我們生命既得蒙救贖、因信稱義，便要更新心

志及價值觀，並藉諸般的工作行各樣的善事。倘若上主

早已預備我們去做教育工作的，而我們又肯與他同工的

話，生命便可以圓融滿足了！反之，我們抗拒這樣的命

運，心只會陷入幽暗中，像約拿在大魚腹中一樣！又倘

若我們的子弟想從事教育而這工作又適合他們個性和能

力的話，便不要攔阻他們，因為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

工作賺取食物，而是要藉工作行祂預備人去行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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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恩言

耶穌在欣賞

我們可以想像下面的情景：有好些財主，
帶著錢袋，來到聖殿的銀庫（奉獻箱）

旁邊，「往裡投了若干的錢」，銀子在箱中碰
撞，發出了連串清脆的聲音，耶穌和門徒都聽
見了。這時候，遠處有一個女人慢慢走近，
「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銀子
在箱中只發出了輕輕的兩聲。耶穌留意到她的
捐錢、舉止、打扮，留意到她是一個窮寡婦。
我相信，當這個寡婦奉獻的時候，她並沒有打
算在人面前表現自己，因為她並不知道耶穌正
在靜靜地觀察著她的一舉一動。再者，所奉獻
的只是兩個小錢，真是微不足道。不過，耶穌
都看在眼內。

舊約《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記載了一件事，
先知撒母耳來到耶西的家裡，要從他的兒子
中，選出一個領袖。耶西因為這位大人物大
駕光臨，就叫了兒子來，他們都站在撒母耳面
前，他們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撒母耳一看見，
就覺得這些兒子看起來適合當領袖，但上帝向
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

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 7）當
時耶西還有一個最小的兒子，但起初沒有安排
他見先知，因為耶西認為這個兒子太小了。但
最後，上帝揀選了這個最小的兒子大衛，為甚
麼上帝會揀選他呢？這當然是上帝的主權，我
們無權插嘴，不過，我們從其他經文知道他原
來在平常的日子，很盡責地完成牧羊的工作，
盡心盡力地保護羊群（撒上十七 34-37）。

我們有時會覺得，若沒有做些大事、顯眼的
事、轟轟烈烈的事，就顯不出我們的才華，至
於我們在平常的生活中，盡責盡心去辦事，這
些事可能根本不會引起多少人注意。不過，請
記得，上帝知道，祂會看到，祂會欣賞的。

弟兄姊妹，你可以從現在開始盡心盡力地做好
你本份的事，盡你這個父親的本份、母親的本
份、還有學生、老闆、員工、教會一份子……
的本份。你不要以為做這些事是很平凡，沒有
甚麼大不了，其實，這是很有價值的，上帝是
會欣賞的。

祈禱： 

親愛的主，祢昔日在聖殿欣賞那位寡婦的奉獻， 

今天祢仍然細看我們每個人所做的大事小事。 

求主使我盡心盡力地做好自己本份的事， 

使我相信這些努力，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 
有好些財主往裏投了若干的錢。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裏投了兩個小錢，
就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
入庫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

在裏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馬可福音十二 41-45）

旺角堂  |  盧卓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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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規格而填寫的，反映出巴色會在宣教管理上的嚴謹和
規範特色。黎牧在報告開頭特別表明，選擇以「香港」來
命名新工場，因為「維多利亞」是已被人在日常交談和書
信棄用的舊名。他首先報告宣教點的大概：

1.	 香港現有十萬人口，其中八萬居於城內，兩萬在郊區。
2.	 香港政府捐贈一塊土地給差會興建住房，目前黎牧夫

婦住在月租32.5鎊房屋。
3.	 宣教團隊包括黎力基牧師夫婦，傳道李正高及其妻子

與五個兒女。李氏 1861 年薪金七元，1862年將增至
八元。

4.	 客家信徒群體去年有 20人，1861 年新添 17名受洗
成員。加上9名由其他宣教士	( 包括：郭實獵、倫敦
傳道會理雅各牧師和禮賢會羅存德牧師 )	施洗的客家
基督徒，合共46名重生信眾。慕道而未受洗的15人，
另外 10-15名對福音感興趣，主日崇拜平均出席人數
界乎70-80人。

5.	 差會在香港尚未開辦學校，信徒兒女在政府開辦學校
就讀，當中有教授聖經。

黎牧報告當時在香港的幾個主要傳道地點。最大的是筲箕
灣村，有7名信徒和10名慕道者。政府送贈了一片土地，
信徒黃忠計劃建立一所教堂，黎牧和李正高逢週四前去筲
箕灣及附近的大潭篤等客家村傳道。其次是城西的石塘咀
村，有 7名信徒和 3名慕道者，他們在一個郭實獵施洗
的黃姓教師	(Wong	Tet	Fung)	家裡聚會，黎牧定期週二
前往講道，聽眾約 12-20人。其他經常前往傳道並有客
家基督徒的還有登龍洲（今銅鑼灣），有兩個剛受洗的年
輕石匠；對面海的九龍城有一個由羅存德施洗的銀匠，黎
牧剛在聖誕節為銀匠的兒子施洗，最後是昂船洲，有一個
認識韓山明但由理雅各施洗的客家老漁夫。

這少量的客家信徒是巴色會在香港的道種，黎牧熟悉他們
每一個，明白他們的背景和屬靈情況。在文盲比例高又未
有客語聖經的情況下，牧養信徒的工作極不容易。黎牧坦
白地報告差會，香港信徒沒有出現類似歐美基督徒的屬靈
復興，就是因深懼上帝憤怒而懺悔認罪和呼求救贖。不

當救恩堂主任牧師姚健偉牧師邀請我參與 170周年堂
慶籌備工作，我即時聯絡上瑞士「使命21」巴色檔

案館館長Andrea	Rhyn女士，請求她找尋建築西營盤堂
（救恩堂前名）相關史料，並厚著臉皮請她把古老德文
手寫資料轉錄為現代德文的文本。感謝主！素來熱心的
Andrea很快就答應了我的請求，不等多久就送來寶貴的
史料和文本。其中包括一份極其珍貴的禮物：黎力基牧師
的 1861 年香港事工報告。Andrea 表示：「我轉錄黎力
基這份篇幅甚長的工作報告，因為我覺得它擁有不少有趣
的資料，你可以用來作堂慶所需，甚或撰寫一篇小文。」
趁著寫論文篇章之間的空窗期，香港又因疫情嚴峻而鼓勵
禁足，我就匆匆寫了這篇小文，和大家分享黎牧這份工作
報告。當中詳細交代在香港的宣教和教會牧養工作，包括：
宣教方式和對象、信徒聚會點的發展、信徒牧養和洗禮，
主日崇拜安排等，並有一些受浸信徒的統計。

黎牧在 1861年 4月攜同第二任的妻子瑪莉重返香港，當
時的環境跟他在 1858年離開時有很大分別。首先，就是
中國大門真正對宣教士打開了。英法聯軍在 1860年攻陷
北京，逼清廷簽署天津條約，其中第八項規定中國政府須
保護新教和羅馬天主教的宣教士及其信徒，並容許持有效
批文的外國宣教士進入中國內陸活動。其次，巴色會在中
國內地的宣教工作有令人鼓舞的進展。宣教士團隊現有三
人，除了之前的韋永福牧師，還有自 1859年加入的德國
人馬迪Christian	Martig	1。內地宣教點方面，廣東省北部
有長樂（即今梅縣），由華人傳道張復興建立，他在家鄉
遍撒福音種子，1858年新購入一幢舊房建立共了福音堂。
南部則有李朗，是華南戰事平靜後韋牧重返內地工場所建
立的新據點，並開設了一家男校。至於香港，就是黎牧夫
婦回來後的重要工作，包括牧養擴展韋牧留港避亂期間所
重新招聚的客家信徒群體，並在政府贈予差會的土地上興
建差會樓。黎牧夫婦這時期的工作是香港崇真會發展的重
要基石。透過黎牧在 1862年 1月 10日寄出的首份工作
報告，我們可更了解當年香港巴色會萌芽初長的狀況。

這份工作報告長達十二頁，是按照巴色會 1854年發出的

歷史小品  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姊妹

重溫黎力基牧師 1861 年香港事工報告
無畏無懼，有主同行

1. 馬迪 (Christian Martig) 是巴色會來華第四名宣教士，來自瑞士波因，他原來目標是成為韋永福牧師的幫助，可惜自 1859 年抵達中國
後，便因神經性的疾病無法展開工作，被逼在 1862 年 10 月回國，更不幸在歸途上卒於印尼爪哇。參考：施拉德著作《真光照客家—
巴色差會早期來華宣教簡史 1839-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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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移民的權益。黎牧指出宣教士的意願固然是希望黃

忠能辭去工作，重歸石匠職業，但是不能單純因黃忠希望

賺取更多收入就指其犯罪。黃忠熱心要為差會建造教堂，

同時保證有關款項是在參與移民工作之前已經預備好的。

期後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黎牧沒有如韋牧般抗拒中國信

徒移民，反而利用這些機會幫助太平天國後人逃避清廷的

追捕。歷史學家 Jessie	Lutz 的研究印證了這段歷史，指

出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由於推翻奴隸販賣制度，西印度群

島的糖農需要從印度和中國輸入數以萬計的廉價勞工，許

多人在飄洋渡海或艱辛勞役過程中客死異鄉。

大部份倖存者完成合約便回鄉，但是亦有部份人留下長

居，當中有不少中國基督徒，他們建立教會，推動了基督

教在當地的傳播。其中太平天國玕王長子洪葵元，在黎力

基牧師協助下移民圭亞那，在喬治亞城擔任華人牧師	2。

黎牧報告也詳細交代了當時客家信徒崇拜的情況。由於未

有自己的教堂，客語崇拜是主日上午十一時至一時在倫敦

傳道會教堂舉行。黎牧會以一首聖詩開始敬拜，他會先解

釋聖詩的意思才領唱。黎牧很誠實地報告：「教堂沒有樂

器，詩歌也唱得不好。」接著他會領禱，然後講道，完成

後由李正高祈禱，再唱另一首聖詩。然後，黎牧會與老幼

會眾就講道內容作簡單問答，好能知悉他們是否明白講道

信息，同時可加深經文在他們內心印象。散會時，黎牧會

跟每名出席者握手道別。住在郊區的信徒會立即離開，住

在城內的不少已理解本地話，會留下參加理雅各牧師主持

的粵語崇拜。一時至二時，黎牧會主持一場潮語崇拜，由

於原本牧養潮汕基督徒的浸信會宣教士當時離開了香港，

通曉潮語的黎牧便成為這些無人照顧的小羊唯一依靠。雖

然潮汕已受洗的信徒寥寥可數，每逢主日卻有許多船上來

的潮汕人前來聽道，最近一次超過六十人。主日下午三

時，黎牧夫婦會參加在巴陵育嬰堂舉行的德語崇拜，通

常由黎牧負責主持。有時，黎牧會跟隨一位艾雲先生 (Mr	

Irwin) 前往監獄為囚犯以英語講道，或者去醫院探訪外籍

病人。主日傍晚，若有時間，黎牧會在家接待信徒就宗教

問題作教化討論。

在報告中，黎牧又分享文字宣教工作的進展：「客英字

典的翻譯工作已做到	“L”字首，同時按照萊普索斯拉丁

字母 (Lepsius’ alphabet) 制式（即羅馬拼音）編定的一

過，他看見聖靈的恩典仍靜靜地滲透入信徒的信仰生活，

包括恆常出席主日崇拜。「居住在城內的幾乎從不缺席，

即使住在郊外也祇會因惡劣天氣而偶爾未能參與。」信徒

在家的敬拜祇有禱告，因為「能夠以婦孺可理解的方式誦

讀經文的人不多」。黎牧在報告表示，期盼有一天能夠推

出客語拼音的聖經，使讀的人明白自己所讀的，聽者又能

理解。

在香港，黎牧師在為信徒施洗方面進行了革新，引進內地

工場所沒有的洗禮預備班，有意洗禮者必須上課。他指

出，除了熟記教義，更重要的是透過講解聖經，引導慕道

者心靈進入真理。祇有那些被確認在真理之鏡面前明白本

身罪過，在內心經歷耶穌基督恩典，在個人禱告與主相遇

的人，方能接受洗禮，其餘未能通過檢驗的，就會擱置洗

禮。黎牧曾經為一些上課數月但符合資格的慕道者施洗，

卻拒絕了一些前來聚會多年的人的洗禮申請。當他說明拒

絕理由時，被拒方難免反應激動和怨尤。但是黎牧指出應

付這樣的情況，總比將來面對教會內靈命死亡的信徒的爭

戰來得容易。他又指出，對比沒有洗禮預備班的李朗信

徒，香港的信徒表現出更渴慕聖言，對聖經也有較高的理

解能力。黎牧反思過去以為主日講道已經足以鼓勵信徒行

出真理，但是經驗顯示沒有經過洗禮預備班的信徒，祇是

能背誦經文，卻未有降服於真理之下，基督教根基仍然軟

弱。屬靈生命長久停滯，就會不進反退，活潑的靈會被形

式主義取代。

黎牧師在報告中提到客家教會成員的道德生活和彼此的相

處。群體當中沒有發生道德上罪行，包括婚姻生活的爭執

投訴。信徒都勤奮工作，收入足以糊口，沒有成為宣教士

的負擔。成員之間偶有意見不合，都能在守聖餐前和好，

有些矛盾黎牧全不察覺，直到其中一方找他承認過錯，為

內心對弟兄產生的惡念向上主懺悔，請求黎牧幫助調解。

黎牧表示客家信徒尚要在清潔衛生和秩序條理方面多加改

進，他們仍然因對金錢的渴求而面對誘惑。黎牧特別提到

一件令宣教士很關注又未能決定如何處理的事情。筲箕

灣信徒黃忠接受了英商移民代理人奧斯丁 (Austin) 每月

五十元的報酬，幫助招募居民移居南美圭亞那。韋永福從

開始便非常反對，認為移民當局對參與者所作出的承諾，

遠超現實所能給予。黎牧跟奧斯丁直接對話後，獲對方保

證所有移民條件都是真確，並書面清楚列明在合約之中，

1. 2 Jessie G. Lutz, “Chinese Emigrants, Indentured Workers,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Indies, British Guiana and 
Hawaii”, Caribbean Studies, volume 37 (No.2), July -December 2009, 13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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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這322個客家信徒的生命故事，如耶

穌在另一個比喻所說，道種有落在路傍淺土的，有落在荊

棘叢的，但是祇有落在好土的才能結出果實，有三十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結語
今年香港崇真會慶祝開基 175周年，閱讀黎牧 1861年工

作報告，就如時光倒流，穿越到教會最初萌芽階段，看見

宣教士夫婦在香港這片土地開墾福音禾場，沒有自己聚會

地方，資源工具闕如，人手單薄，信徒寥寥，唯一可依靠

的就是差派他們前來的上主。在這樣的澀据艱難環境，巴

色會的宣教士無懼地勇往直前，向政府求地建屋建堂，穿

梭城鄉在大街小巷、醫院監獄傳播福音，為本身信徒的合

一、道德生活和屬靈生命成長費盡心思，當仁不讓地肩負

起餵養失去牧人的潮汕基督徒的責任，更要為所愛的客家

族群打通語言隔膜，翻譯客語字典聖經。唯願這些巴色會

宣教士的塵封往事，能夠激勵今天面對艱巨社會挑戰的崇

真教牧和會眾，謹記上主的應許：「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大山必夷為平地，人必歡呼：願恩惠、恩惠歸與這

殿！

個簡表，已經完成至	“F”字首，將來有一天可以付印。

有一個語文教師Tschon	Kong已經在一本簿寫下七千至

八千個中文字，按部首排列，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用萊普索

斯拉丁字母拼出相關客語發音，以及加入德文解釋。這將

是今後以萊普索斯拉丁字母撰寫出客語聖經故事的一個小

小開始。」1861 年黎牧筆下所指的小小開始，彷如耶穌

在比喻所形容的芥菜種子，日後長成了可供天下飛鳥棲息

的巨樹。他所編制的客語字典，成為宣教士向客家人傳道

的重要工具，而巴色會的客語羅馬拼音和福音書，令福音

真光更有效地進入客家群體，無數不曾就學的婦女也能藉

此讀經、唱詩和寫信。

黎牧在報告的末段交代至 1862年巴色會在華的洗禮名冊

共有 322人，但是 202人沒有參與聖餐。其中 38人是

孩童、52人返天家，30人移居圭亞那，5人移民美國加

洲，5人移民澳洲，另外有24人是失去音訊。其餘的48

位信徒已經流失：「他們已經不再屬於我們的群體，部份

轉回當異教徒，部份對基督教無感覺，也喪失了基督徒的

心思和行為。」縱使已然失去，黎牧仍詳細地記下他們的

原來所屬群體：李朗 16人、香港前韓山明群體 15人、

布吉3人及某地戴氏家族共 14人。

巴色會檔案館收藏的香港手繪地圖

重整生命重整生命

88



救恩堂   |  馬翠珊傳道

書名：《尋回失落的職場召命》

作者：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編輯小組

出版：道聲出版社

黃子華一句「每個月給的不是糧，而是賠償！」引起很多人的會心一
笑，對在職的基督徒是否也一樣？

記得自己初入職場時，每次團契都有弟兄姊妹分享工作的煩惱：工作時

間過長、上司的無理要求、同事偷懶 ⋯⋯但當有肢體分享在工作地方

有基督徒小組，大家一起彈結他、唱詩、祈禱、彼此分享，沒有了上司

下屬的張力，所有人都兩眼發光，羨慕非常：這才是基督徒的DREAM	

WORK	!

本書以兩位對在職基督徒的職場行為調查報告結果所引發，發現基督徒

與非基督徒在工作態度及價值取向上分別不大，意思是大部份人都是避

免受罰、以個人利益為首要、爭取好感和偏向順服機構或上司指令，這

引發人思想基督徒是否能在工作上發揮作鹽作光之效。

書中請了牧者和學者們剖析調查報告的現象，透過不同案例和真實個案

讓人更明白職場信徒的困難，特別是在職場實踐教會教導的困難。因教

會的教導往往是叫信徒在職場傳福音、開基督徒小組、做好見證或遵守

一些職場道德，但落到信徒的生活中，單是應付超長工時、滿足上司的

要求，或個人實際利益的考慮，已足夠信徒無力實踐教會的教導，信仰

在職場變得不切實際。

明白了問題所在，透過一位在職信徒的建議及楊錫鏘牧師從聖經的教導，

給予教會和信徒在「職場召命」上有新的眼光。信仰實踐不是硬道理把

教會的教導套入工作中，而是邀請信徒尋找上帝給人的召命，這召命是

個別信徒生命的大圖畫，這圖畫直接關係著信徒的本性，不限於工作。

當有了這大圖畫，在選擇職業、面對工作的困難等等，信徒都知道自己

的崗位和使命，讓工作更具意義，並將信仰與工作融合一起。

本書另一深刻的提醒是信仰要求和實際困境之間是必然有拉扯的，但「在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況下，接受限制，作出取捨，並為其中的遺憾向

上帝求憐憫」，才是見證基督最有力量之處。這大大鼓勵我們，工作並

不只是單為維生、享受或金錢，困難和限制是信徒仍然堅持召命的助燃

劑，所以出糧不再是賠償，而是一份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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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今年是本會 175 周年會慶，總會舉行了下列
活動︰

1.	 於 9-10 月份舉行了「故事背後」歷史問
答遊戲，超過百名弟兄姊妹參加，合共
20 條問題中，答對 12 條或以上的合共
26 人，來自 13 間堂會，各人獲得精美
的會慶禮物。

2.	 	會慶感恩崇拜已於 10 月 22 日在深
水埗堂舉行了，當天約 500 人參與實體
聚會，同一時間亦有現場直播。

3.	 於 10 月 29 日舉行了	「Zoom	Game	
175」，共 20 人參與此網上活動，當晚
除揭曉「故事背後」歷史問答遊戲的答
案，參加者亦思想從上帝而來的恩典，
並可如何回應上帝的愛，參加者彼此分
享、代禱，得著激勵。

• 一年一度的同工迎新日已於 10 月 25 日在總會舉行，當天
有來自 11 間堂會合共 13 位新同工參加，有梁金華總牧、
麥美蓮副總牧、李慧芝副總牧和張愛思執行幹事的講解，
讓各堂新聘任的教牧同工和幹職同工能夠更認識崇真會的
歷史、體制及行政等，以幫助他們更快適應這個大家庭。

• 本年度的按立禮已於 2022 年 11 月 27 日下午於深水埗堂
舉行，當天按立救恩堂鍾燕玲傳道	及本會宣教士深水埗堂
蘇媛慈傳道為本會牧師，按立救恩堂李敏怡姑娘及莫沚晞
姑娘、深水埗堂何志堅先生、旺角堂黃麗芳姑娘、西貢堂
吳俊藝先生、粉嶺分堂卓誌雲姑娘、水泉澳分堂連麗珠姑
娘及長沙灣分堂陳智江先生為本會傳道，按立荃葵堂馮少
雄先生為本會長老，接納旺角堂朱伯威牧師為本會牧師。
當天弟兄姊妹除可現場出席，同時亦安排了現場直播。願
主堅立祂的僕人，忠心事奉，宣揚福音，建立信徒生命。

• u首屆的幹事日已於 2022 年 12 月 7 日於救恩堂舉行，
當天共 32位來自總會及 11 間堂會的幹職同工參加，有周
燕鏞會長的鼓勵、梁金華總牧分享聖經信息，並由專業的
培訓導師帶領團隊建立活動、認識自我及各人的差異，大

家在輕鬆的氣氛下一同學習、分享，加深了對自己及不同
堂會的同工的認識。

• 今年獲頒長期服務獎的教牧同工有服務35年的丁少霞牧師
(粉嶺海聯堂 )及姚健偉牧師 (救恩堂 )；服務 15年的李習
庸牧師 ( 錦泰堂 ) 及李慧芝牧師 ( 荃葵堂 )；服務 10 年的
洪開基牧師 (富善堂 )。願主記念各人在主裡的忠心服侍。

• 2023 年度的總會主題為「擁抱群體、堅守使命」。信徒
實踐使命，是需要一個場景，而這個場景，往往就是我們
能接觸到的群體。這個群體可能是教會的會眾、家中的親
人、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士，又或職場的同事等。讓我們堅
守上帝給予我們的使命，擁抱我們要服侍的群體。

• 總會設計的 2023 年度月曆以「擁抱群體、堅守使命」	為
主題，每月掛頁設計以不同群體為主題，包括兒童(一月)、
僕婢與家人 ( 二月 )、跨代家族	( 三月 )、兄弟姊妹／教會
肢體 (四月 )、青年人 (五月 )、音樂／藝術家 (六月 )、不
同職業／職場的人 ( 七月 )、患病者 ( 八月 )、照顧特殊孩
子／家人的照顧者 (九月 )、露宿者／無家可歸者 (十月 )、
長者 ( 十一月 ) 及普世 ( 十二月 )，每月配以上帝的說話，
提示我們要顧念上帝創造的每個群體。盼望我們用真誠的
心愛護天父所愛的人。

< 無交集連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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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獲社會福利署予准於 2023 年 5月 6日 ( 星期六 ) 舉

行全港賣旗日籌款活動，祈請各肢體、堂會及學校預留時
間予以支持。

• 本部重視員工的身心健康，早前舉辦一系列「齊做職安達
人工作坊	」活動，主題包括「體力處理操作及預防背部勞
損」、「上班一族有『營』秘笈」、「腰脊健康」及「大
笑瑜伽」，眾員工積極參與，踴躍發問。

總會差傳部
• 10月16日，下午3時至5時，「默念宣教情‧延續宣教心」	

-	宣教士墓地默念之旅，有來自五間堂會 10位弟兄姊妹參
加，感恩。

• 10 月 28日，晚上7時 30分至 9時 30分在總會有差傳聯
禱會，主題「沙巴短宣分享」，由周振邦牧師、蘇媛慈宣
教士分享沙巴短宣體驗，當晚共有32人出席，為沙巴及總
會宣教士禱告。

• 11 月 10 日晚上，羅兆泉宣教士關懷小組 5人與羅牧師夫
婦一起晚飯共敘，飯後探訪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辦公室，
並有分享和禱告時間。

• 11月13日，下午3時至5時，「默念宣教情‧延續宣教心」	
-	宣教士墓地默念之旅，有來自將軍澳堂 15位弟兄姊妹參
加，由曾福全先生帶領。

• 11 月 19 日，下午 2時至 6時，「默念宣教情‧延續宣教
心」	-	宣教士墓地默念之旅，加認識四大宗教，有來自荃
景堂 19位弟兄姊妹參加，由丁少霞牧師帶領。

• 11月27日，下午3時，總會在深水埗堂舉行按立聖職典禮，
總會宣教士蘇媛慈傳道被按立為牧師，恭喜。

• 12 月 4 日，差傳部在深水埗堂舉辦「聖誕樂繽紛嘉年華
會」，是本地跨文化福音事工。協辦機構包括：香港差傳
事工聯會和Ultimate	United，接獲對象是本地非華裔孩童
和他們的家人。當日有約150人出席，節目包括攤位遊戲、

詩歌、音樂劇、信息和贈送聖誕禮物。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請記念兆泉牧師和師母將於明年 1月 7日前往菲律賓探望

舊約聖經翻譯團隊，並且為他們舉辦退修及訓練。請為這
次行程順利及路程平安代禱。

• 佩玲師母於 11 月開始，為宣教士舉辦「生命轉化之鑰匙」
的禱告服侍課程，共 6位成員出席，逢星期五早上上課。
請為此禱告，求主加力給師母，讓她有能力肩負此重任。

• 請為佩玲師母近半年黃斑病變的眼疾漸趨惡化祈禱求醫
治，11 月經過兩位眼科專科醫生診斷，建議她接受藥物注
射療程。現正安排手術日期。我們須支付昂貴的醫藥費（因
我們的保險計劃不包此項目）。

• 請記念兆泉牧師	92 歲高齡的母親。她因家居進行大裝修
而搬到兆泉牧師和師母家中暫住一個月，請記念她在新環
境的適應，並能享受與牧師和師母同住的生活。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謝主！蘇牧師的爸爸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救主，並接受洗

禮，求主幫助爸爸能更深認識主，更堅固他的信心和單單
依靠祂。

• 請記念泰傭Pie 的簽證能早日批出，並為到她順利到港祈
禱，記念她在港的適應和廣東話的學習。

• 請記念蘇牧師回港述職期間在各堂的分享和安排。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在山國已沒有任何疫情個案消息了，人民開始生活如常，

但天氣轉冷，在首都開暖爐的人多了，所以停電的情況頻
密，請記念各民生需要。

• 踏入年尾，八個區域的門徒都紛紛完成畢業禮，回鄉過節
了。我們又再進行新一年的招生，請記念各區長、隊長在
年尾有好的休息，記念新一年的新班底招募和合作順利。

• 國際登山隊將於明年 1月 4日再次出發上山，請記念籌備
工作和他們身心靈強健，行出佳美腳縱。

• 明年 1月底將會有 5男 3女的新成員加入，加上舊班底合
共 13人，請記念潘潘和她隊工的工作和在尋覓新宿舍上有
供應。

• 請記念潘潘將於三個月之後再見爸媽的心情，和他們能常
存喜樂、平安的心。

蕃薯家庭 – 麵包國
• 番薯家庭已順利搬屋，新屋鄰近小番薯就讀的幼稚園，番

薯一家正在適應新社區環境，以及與新鄰居建立關係。

• 麵包國物價繼續每周上升，人們生活困苦，番薯家庭繼續
探訪從前的鄰居，也接待不同的朋友，盼望聆聽他們的故
事，成為他們的同行朋友。

• 番薯A即將考試，盼望他能用心溫習。

• 今年麵包國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小番薯得了嚴重的鼻敏感，
偶然晚上嚴重鼻塞導致無法好好睡覺。正在嘗試不同的藥
物，盼能減輕病情。

雅慈宣教士
• 12 月開始就讀的語言學校是在晚上上堂，這班只有 3名學

生，老師也鼓勵學生在課堂時盡量多講，暫時感覺還可以，
但由於晚上上堂影響日常生活節奏，仍在適應及調節中。

• 感恩的是最近找到 3位本地的姊妹，願意跟我有短期 (大
概兩個月 )的語言交換學習	( 即是她們想練英語，我則是
想練本地語 )	，可以見面或網上進行。這語言交換已經試
了幾次，發覺除了有機會操練聽講能力之外，藉著交流可
以讓我更多的了解本地人的生活及文化，亦跟她們個人有
更多的了解，可以建立較深的友誼。請記念能夠有智慧地
善用不同的交流及溝通機會，在語言和文化學習上有進步；
同時也可以跟本地朋友建立更好的友誼。

• 隨著邊境地區可能放寬防疫措施而影響東北亞北邊的重開
政策，請記念邊境及北邊早日開關，可以恢復物資流通及
人員出入。

各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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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本會新主題

救恩堂

• 感謝上帝豐足的恩典與帶領，一連串 170 周年堂慶的慶祝
活動已於 11 月 20 日圓滿結束，謹此再次鳴謝崇真會會長
周燕鏞女士蒞臨感恩崇拜主禮、崇真會榮譽總牧羅祖澄牧
師蒞臨擔任堂慶培靈會及感恩崇拜的講員，以及一眾撥冗
蒞臨的嘉賓與各方好友，實在萬分感激！是次堂慶動員了
本堂包括長執、教牧、同工、各牧區的成員和義工及不同
的合作單位，上下齊心一起成就美事。求主幫助我們繼續
去建立信徒、傳揚福音，激勵我們未來更加持定主的恩典
和使命。願榮耀都歸給至高的上帝！

• 本年度崇真會按立聖職典禮中，本堂鍾燕玲傳道將受按牧
師；李敏怡姑娘、莫沚晞姑娘、粉嶺分堂卓誌雲姑娘及水
泉澳分堂連麗珠姑娘將受按傳道聖職。願主祝福她們的服
事！

• 2023年 1月 1日起，姚健偉牧師將卸任本堂堂主任一職，
由文偉坡牧師接任。姚牧師計劃於 2023 年 11 月榮休，願
上帝帶領我們！

筲箕灣堂

• 本堂於 12月 4日舉行冬季洗禮，今年接受成年洗禮	3人、
堅信禮 1人及轉會禮 2人。

• 本堂舉行的聖誕及守歲聚會如下：

－ 12 月 18 日，於筲箕灣有Christmas	Love	2020 出隊
探訪活動。

－ 12月 24 日，東區醫院報佳音，執事及同工會錄製一首
聖誕詩歌供東區醫院院牧事工於平安夜期間作網上報佳
音時播出。

－ 12 月 24 日，晚上 7時 30 分至 10 時舉行平安夜默想
聚會及報佳音。

－ 12月 25 日，於本堂二樓大禮堂舉行聖誕崇拜。

－ 12 月 31 日，下午 2時 30 分至 5時於教會禮堂舉行守
歲感恩祈禱會。

粉嶺崇謙堂

• 10 月 30 日，聖樂主日邀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語禮拜
堂聖樂總監唐展煌先生為當日講員，並於當日會作詩班交
流，獻上感恩。

• 11 月 13 日，早上 11 時 30 分舉行崇拜講座「我哋都係搞
崇拜」；另，於 11 月 20、27 日及 12 月 11、18 日早上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時 30 分舉行崇拜課程四講，邀得Aki	
Ministry 負責人葉穎麟傳道主講。

• 12月 17日，由總會在崇謙堂舉辦「歷史檔案故事－憶‧
崇謙」，透過崇謙堂的歷史及教會領袖的貢獻，看上帝在
崇真會的足跡。

• 12月24日，舉行平安夜崇拜，內容包括話劇、詩歌、默想、
信息等；當晚崇拜後將於粉嶺皇后山報佳音。

富善堂
• 11 月 20 日，本堂舉行戶外崇拜暨教會大旅行，地點為保

良局北潭涌度假營。

• 12 月 11 日，舉行洗禮主日。

• 12 月 23-24 日，在突破青年村舉行青少年聖誕生活營。

• 本堂 33 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舉行，
會後舉行堂慶感恩聚餐。

窩美堂

• 本堂青年部於 11 月 13 日已舉辦了「愛得救－免費物件
分享」活動。鼓勵弟兄姊妹分享家中物件，珍惜上帝所賜
予我們的一切。當日約有 30 多位街坊來到本堂，令街坊
認識本堂，及將主愛傳揚至每一個家庭。

• 12 月 18 日，舉行聖誕福音主日，講員為馬少平牧師，祈
求天父預備被邀請朋友的心，讓他們願意來認識耶穌。

• 12 月 25 日，舉行洗禮，今年接受洗禮的有陳琪欣姊妹，
願上帝的靈引導她，活出基督的樣式，榮耀主名。

各堂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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