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聖經》
萬眾期待的奧運聖火，終於在5月初來到港澳地區！若要選出近月熱聞，當然非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不斷被藏
獨分子干擾莫屬！原本以促進世界和諧為目標的現代奧運會，如今卻被沾上政治色彩。其實奧運帶來的意義及可
以討論的題材繁多，若只把焦點放在傳遞聖火保安的問題上，實在可惜。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是次專題，與大家
探討另一個課題——奧運與人生藍圖。
眾所周知，奧運選手們在出戰奧運會前，定必經過多年艱苦及密集式的鍛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教練會因
應個別運動員的特質，安排不同的訓練，務要將其潛能發揮至極點，為國家爭取殊榮。除了教練指定的訓練之
外，每次出賽（包括奧運會以外的賽事），無論輸贏，都成為運動員寶貴的經驗。「贏」，成為運動員不斷努力的
肯定，同時增加自信心；「輸」，亦可以檢討落敗的原因，認識及改善自己的不足，提升自己的能力面對挫折，甚
至分析、欣賞及學習勝出者的得勝秘訣。
同樣地，我們也走在人生的跑道上，成長中所遭遇的大小事情，都是生命教練（造物主）為我們度身訂造的訓
練計劃。有時候，一些當時以為是無關重要的時刻、經歷，原來正是人生的轉捩點。有時候，失敗的經歷卻能引
發我們潛藏的重要生命元素，裝備我們迎接日後的挑戰。更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在人生不同歷程中向著短期目標
進發，踏上一連串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道路，但驀然回首，卻可發現其中有一條清晰的脈絡，致令我們讚嘆生命
教練為我們所設計的人生課程，也就是我們的人生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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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旋律

突破框框的
Young Man
陳恩明
P. 7

敬業樂業·獲益良多

樂Teen世界

Feli x生於香港，1985年中學畢
業後投身於辦公室助理，後
經朋友介紹，曾於美國
領事館擔任倉務員，亦
曾從事包裝員及的士
司機。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1993年夏天，Felix有
機會在美國駐港領事
館與前美國總統老布
殊合照。

《號角月報》需要您的支持
《號角月報——香港版》由非牟利機構「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出版，每月發行100,000份，在香港和澳門逾600個地點免費派
發。本報之辦報理念是要讓廣大市民透過文字及圖象，認識基督
信仰的內涵和價值觀。本報的印製及發行費用每月約需12萬港
元，如果您願意捐款支持我們，可以選擇以下不同途徑：
1. 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逕寄：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407室。
2. 入帳
直接或轉帳存入匯豐銀行帳戶001-697002-001，然後把入帳
收據郵寄上址，或傳真至2148-3302。
請提供個人資料、聯絡電話、電郵及回郵地址，以便本報跟進。
註：捐款HK$100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申請免稅。
2007年，翁秀媛(右)到內地短期
宣教時，跌斷了右腳，幸而返回加
拿大後，在動手術及休養期間享
有有薪假期，免除了後顧之憂。

他 人 生中最 大
的轉捩點，是獲得上
司賞識，由藍領轉為
白領階層開始。「我
在美國領事館任職
倉務員時，主管可能
認為我樣子斯文，
於是調派我做文職
工作，從 此不用搬
貨。」雖然當時他很
年輕，但因工作 態
度勤奮，1年後被調
任至中環美國領事館
總部，獨力承擔管理、
訂貨，甚至照顧外交官員的起居飲食
之工作，因為他們人生路不熟。他從
中學會了資源和人事管理，以及維修
等技能。好動的他亦非常享受於假期
時當的士司機，藉此學會了維修汽車，
並加深了對香港道路的認識。

好學又好奇
走奇妙旅程
辦

公室助理、美國領事館倉務員、包裝員、
的士司機、郵政工作、賭場派牌員、電腦
維修員，甚至替人維修泳池等，這些看去
互不相干的行業，或許你曾經從事其中一種，但
Feli x已全部任職過。當問及他為何會遊走於那麼
多工作之間時，他說大部分並非自己刻意安排，都
是經朋友介紹的。讓我們一起看看他的歷程吧！
家中失火，愛犬因此死亡，丈夫亦因
奮力搶救家園而被燒傷。誰料，一向
容易哭泣的小女兒，在這時竟然堅持
要陪伴父親到醫院，並照顧他！從前
我自以為很堅強及有能力，但相對於
女兒，我原來那麼軟弱。望著亡犬，我
得承認生命是脆弱的。多年來，我曾經
接觸教會，卻不願意相信耶穌。但那一
刻，我頓然領悟到，雖然愛犬的生命不
比人的貴重，但自己尚且珍惜牠；倘若
我不願與天父相認，祂也必為我傷心。
於是我問上帝：『 要我做些甚麼？』」

「中

學畢業後，我首份工作是在海天
書樓負責產品訂購、跟車送貨及
寄發郵包等，同時要經常接觸其
他書室，因此有機會博覽群書，豐富我的思維
和影響我的人生觀。那時初出茅廬，同事們都
善待我。

做事勤快充滿自信
「約1年後，我轉到何文田一所中學當校務
處職員，負責印務工作。我做事勤快，人際關係
也融洽，對自己各方面都滿有信心。

敏感生命
領悟人生
翁

「有段時間我不斷地反思，尋覓人生的
價值、目標和意義。丈夫先相信了耶穌，更希望
我與他一起相信耶穌及接受浸禮。結果，我於
1999年年底決定相信耶穌。《聖經》給我很多
提醒，改變了我與丈夫及兒女的關係。」

「後來我轉到工廠擔任倉務員，那是我人
生中挫敗感很強烈的一個階段。在那裡，我接
觸到現實社會黑暗的一面，在勾心鬥角的人際
關係下，我吃過苦頭，也見識到別人因利益而
討好我。

六日工作待遇良好

忍氣吞聲氣餒不快

父親患癌毅然退學

2000年，上帝聽了她的禱告，她考獲了牙醫
助理證書。「當地政府剛巧招聘牙醫助理，接納
了我的申請，而且週日不用上班，我可到教會聚
會。起初政府以合約形式聘請我，後因我懂廣東
話及普通話而被轉為全職，工資增加了，還享有
有薪病假！」

「過去，我自以為很有能力，但原來在階級
分明的小群體中，我才看見自己的弱點和限制。
在不同圈子內，人際關係、道德觀念、處事文化
等各方面可以完全不同。雖然有時並非因自己
的錯誤令工作出亂子，但也要忍氣吞聲；團隊的
結構性問題，不一定能解決。這些事經常令人
氣餒，我亦體會到為何有人會在工作上如此不
快。

秀媛對生命很敏感，曾長時間任職醫護
工作，加上自己及 父親曾患癌症，又經
歷過愛犬意外離世，令她領悟到生命短
暫，但上帝是她的保障，並深信祂會領她走過幽
谷！

秀媛修畢預科後，投考明愛醫院護士學校，
但她並沒有完成有關課程。「在修讀期間，父親
被證實患了肝癌，我的情緒很低落，因為知道那
是無法治好的病。我頓然明白到人的力量實在有
限。失落的心情，加上工作的壓力，令我毅然退了
學。」

轉職執教開心感動
其後她任職幼稚園教師，繼而再到一間著名
的小學任教，並參加了在職的師訓班。然而，她婚
後因懷孕不獲校方續約，遂轉往調景嶺慕德小學
任教。該校的學生家境貧困，學校亦缺乏經費，因
此教師的薪酬很低。結果她第一年當了義務教師，
第二年才獲得半數薪酬。然而，這段期間令她很
開心和感動，因為校長及老師們都是真正熱心為
教育，很有愛心，善待學生。

移民海外重投醫護
1990年7月，她舉家移民加拿大。初期她全職
照顧家庭，後來，她在私家牙醫診所當牙醫助理，
並於1999年報讀為期半年的牙醫助理員課程。

痛失愛犬有所領悟
「19 9 9年10月某天晚上，我們一家外出用
膳，竟忘記廚房裡開了爐火在煮湯，回程時才發覺

相信耶穌家人融洽

生命無常眷愛常在
「2005至2007年間，我每年兩次跟隨醫療
宣教隊伍及基督教無國界醫療隊，到中國內地作
醫療宣教。這些經歷讓我看見生命無常，人不能
掌控自己的人生，唯靠上帝的保護和恩典。2007
年，我在宣教 期間跌斷了右腳。雖然需要坐輪
椅，但我返回加拿大後，在動手術和休養期間享
有有薪假期，免除了後顧之憂。我與隊友們都經
歷了上帝美好的安排、信實和看顧。」

雖經幽谷也必跨過
今年3月份，秀媛患了子宮癌。訪問進行時，
她將要面對4月25日的子宮切除手術，隨後且需
要接受電療，但她心情仍很平靜：「因為我明白
一切由上帝所賜，收取的也是祂。我要感謝祂，
因腫瘤只生長在子宮的位置，還有治癒的機會。
我不刻意求得醫治，我只順從祂的心意。沒有人
願意遇上苦難，但我會倚靠上帝去度過。」截稿
時，她已完成手術，正休養中，我們深信上帝會
繼續看顧她！

勾心鬥角吃了苦頭

使命清晰奮勇向前
「1984年，我轉職突破機構批發部，工作
範圍與海天書樓時類同。在那裡，我學習到創
意的生存空間——在有限的資源中，尋求最大
的發揮。最大的得著，就是學習信靠上帝，堅

靈活變通·發揮技能
1995 年，Feli x隨太太移民美國。「首兩
年，在生活上不太適應，於是留在家裡收看電
視學習英語，沒有外出工作。」隨後他做過數
份工作，一年多後在一家酒店的mail room（郵
政服務房）工作。在那裡，他把從前在工作中
所學習的技能，連同香港人靈活變通的優點，
一併發揮出來。「我要把酒店住客的信件，分
派至100個信箱之中。因此我設計了一個位置
圖，讓別人一看人名，便可於十多秒內找到有
關信箱的編號。」
他更將已被酒店「冷落」了十多年的郵票
機「重見天日」——因其他職員不懂得操作而
將它活埋了多年。Felix細閱了說明書後，知道
原來該台郵票機可把信封邊緣沾上水，再自動
貼上郵票。當他教導其他同事使用時，他們禁
不住歡呼，這為他們省下很多工夫。Felix的好
學與主動，令他從三千多名員工中脫穎而出，
獲選為全年最佳員工。

主動出擊·建立人脈
誰料這又是一次機遇！原來美國酒店會
於報章刊登全年最佳員工的消息，Felix有位移
民美國的朋友看見了，便立刻邀請他幫助其電
腦公司拓展業務，於是他再轉職。「1999 年，
我開始在朋友的電腦公司工作，上門替客戶維
修電腦。我除了學會維修及銷售技巧之外，更

藉著與外國人在電話中溝通電腦問題時，練
得一口流利英語。」
當他到客戶家中維修電腦時，會好奇地
觀察四周，發現人家有需要維修的地方，便
會主動出擊。這間接使他接下許多關於維修
的生意：「在客戶家裡裝嵌電腦時，若我發覺
其屋子水喉漏水，便會立刻幫忙處理。慢慢
地，我便建立及累積了人脈網絡。美國人會
稱呼我為handy man，就是甚麼也做得來的
意思。」

閱說明書·明白生命
如今，Felix因受太太鼓勵，已轉職到酒
店賭場當派牌員，在假日仍然替別人修理家
居用品、電腦，甚至維修泳池！原來他自小好
奇心已特別強烈，極愛閱讀產品說明書，每
當購買新電器回家後，他第一時間就是詳細
閱讀說明書。「其實泳池也有說明書，若你仔
細閱讀，便明白只要維持池水在正常的酸鹼
度，便不致長出青苔來，也不會令人患上皮
膚病，很簡單！」
聽著Felix分享其歷程，發現他身邊有很
多伯樂，一個接一個，而且總在合適的時候
出現，這些都是巧合嗎？但願他有天也會拿起
「人生說明書」——《聖經》，與生命的創造
者溝通，明白這位人生教練為他設計的人生
藍圖，活得更精彩！

持使命。我看見同事們在工作上對
準了使命及目標，縱然長期在赤字下
營運，仍然奮力前進，我們還一同經
驗了上帝帶領我們前行的喜悅，憑著
對祂的信心而買下突破中心及發展
突破青年村等，這些都擴闊了我的眼
界。

黃惜光(右)與
兒子合照。

累積技能
自資開店
「多 年累 積 下
來 的人 際關 係、交
通網絡、成本概念、
經營及 貿易的知 識 技
能等，造就了我日後自資
開設精品書店的條件。1987
年，我與妻子終於在紅磡區自資
經營了一間宗教精品書店。由於經
濟蓬勃，業務迅速發展；1993年更於
佐敦開設分店。可惜好景不常，1997年，
香港經濟開始疲弱；1998年發生金融風
暴，加劇了經濟衰退；結果業務在1999
年結束。

好景不常終告結業
「在那12年裡，我可以自由、自主地
建立了自己的事業，建構理想，發揮過往
的經驗和才幹，面對真正的考驗。在汰
弱留強的經濟型社會下，更容易被淘汰，
而我亦要學習面對挫敗和損失。

用心反思人生轉捩
「每個人生的階段都有著互相緊扣
的關係，無論是時勢使然或是個人能力

人生不同階段
的追尋

的問題，每個階段總有開始與結束之時。回望過
去，我對於自己的人生很滿足，因為在不同階段
中，我有不同方向和意義的追尋。至於我人生的轉
捩點，是在業務結束後。我用了很長時間去安靜、
反思，其後多年曾參與短期宣教，以及在教會中服
務的體驗，都有助我摸索前路。

不求名利活出主愛
「2002年，我決定進入神學院修讀神學。當
想到上帝的愛，便覺得從前醉心追求的成就感，
現在對我已經不再重要！今天我作為傳道人，亦
不渴求成為知名的牧者，只希望每天活出上帝的
愛。」

免費索取有關奧運主題刊物
為
了迎接2008北京奧運，「香港聖經
公會」及「種籽福音事工協會」暨
「國際單張協會」，分別印製了以下
之不同刊物，免費送給市民，歡迎取閱！

領取地點：香港聖經公會書室（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7號
安年大廈902室）

《為誰競賽》小冊子——專為青年人製
作，收錄了香港及海外知名運動員的見證，
包括：卡卡、衛羅賓遜、韓瑞及李慧詩等。
「香港聖經公會」期望藉此為讀者提供多一
個角度去思考比賽的意義。

《在中國出生的奧林匹克英雄——艾力．李道爾——的故事》

查詢電話：2368-5147

領取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正至下午5時30分；
星期六，上午9時正至下午1時正
查詢電話：2720-3670
申 請 索 取 方 法：請 前 往 種 籽 出 版 社 網 頁 h t t p : / / w w w .
s e e d p r e s s.c o m.h k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電郵至e m a i l@
seedpress.com.hk，領取方法請參考申請表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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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ren以電影《阿飛正傳》中一句對
白「我是一隻無腳的雀仔」來形容
自己，而她的經歷亦幾乎可被寫成
一部小說！

中三離港求學
她在香港長大，擁有美滿的家庭，在
家中排行最小，自幼到教會參加聚會，為
人獨立，但卻不甘於作溫室小花，中三時
已向家人要求到外國升學。「雖然我與家
人的關係良好，但因好友移民加拿大，所
以我也要求往當地升學。可惜家人不許，
待我中三那年才獨自到台灣升學。」
十來歲的她巧遇同樣從香港到台灣生
活的老師，老師對她照顧有加，她深信老
師是上帝派來的天使，故於中五那年決定
相信耶穌。那幾年間，她除了學得一口流
利的普通話外，思想亦更趨成熟。
中學畢業後，她終於得償所願，遠赴
加拿大升讀大學。可是，她的父親於1年後
離世，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她決定返港，於
香港浸會大學繼續學業，主修經濟。

獨自赴台開荒
然而，這隻小鳥豈會甘願停下來？每
逢假日她都擔任兼職導遊；及 至大學二
年級，她受聘於一家書室的發行部，於是

轉為兼職學生。「雖然家人有能力供給我生
活所需，但我還是希望過著自給自足的生
活。」後來書室拓展台灣市場，她毅然暫停
學業，獨個兒到台灣開荒，過程驚險，亦非
一個年輕女孩可獨自承擔。
「到台北後，我才發覺打算開辦書室的
地方，竟是一片修理電單車所用的荒地！上
司只安排了1名十來歲的台灣小伙子作我的
助手。由於我不瞭解台灣訂貨的方式，唯有
跑到人家的書室，抄下貨品的查詢電話來訂
貨；我亦急需完成裝修，時間真的很緊迫！」
最後，書室在兩個多月後如期開幕。她就這
樣靠著一股蠻勁，加上過去在台灣留學的經
驗，以及上帝的帶領，完成不可能的事。

無悔當年選擇
驀然回首，雖然其四處飛、周圍跑的性
格及生活，令她未能完成大學學業，但酷愛
自由的她，卻無悔當年的選擇，因每段路都
帶給她特別的經歷，使她的人生與別不同！
要是他日子女長大 成人，像她一樣喜歡做
「無腳雀仔」，她可以放手嗎？「雖然我不想
子女像普通人一樣唸名校，賺大錢，但我只
是子女人生的輔助者，無論他們如何選擇，
我會全力支持！」

到達終點的配套
每

兩年後，她已為書室打好基礎，於是離
開台灣到歐洲流浪！在流浪的3個月裡，她
特別留意歐洲的古蹟。「當時我發覺許多
歷史建築皆與《聖經》有關，於是靜下來反
思，希望將來將建築與自己對基督教的認識
結合起來，透過當導遊傳福音；從商反而不
是我的興趣。」她坐言起行，返港後果然成
為導遊，可惜經驗尚淺，只能帶領國內、東
南亞團，但她依然享受其中樂趣：「我願意
由基本學起，多認識祖國，將來才計劃當上
歐洲團的導遊！」

耳濡目染
接觸戲劇

時候，常看見父親撰寫小說、
劇本、拍攝電影等，在耳濡
目染下， 引起我對 電影的
興趣，有意在這方面發展。那時剛巧香
港演藝學院創校招生，經數次面試後我
獲錄取。原來舞台與電影很不相同，現
在倒覺得自己當初沒有選擇錯誤。4 年
的學習讓我終身受用，戲劇理論原來可
應用於人生任何層面上，給我啟發良多！」
方家煌說。

投身傳媒製作節目
1989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
院後，方家煌曾在玉郎機構擔
任漫畫編劇、於亞洲電視擔
任綜合性節目編劇，主要為
青年人的節目。後來他進
入突破機構影音部工作，
擔任電台宗教 節目「突
破 時刻 」的 撰 稿 員 及
主持人。1993至1995
年，他轉到新城電台
任職唱片騎師及節
目監 製，主 持 音 樂
節目。後來再轉投唱
片公司，負責市場部
的唱片宣傳工作。期

個人的人生，定必有其目標，
無論是長期、中期或短線，甚
至會於人生不同階段再作出
調整。一旦有了清晰的目標和藍圖，我
們便會全力以赴，向著標竿直跑！

然而，除了目標明確之外，我們還需要甚
麼配套，才能確保順利到達終點？
在《聖經．腓立比書》中，使徒保羅以運動員的操練
作為比喻，描述他的人生觀：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
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聖經．腓
立比書》三章8節，13-14節）

流浪歐洲數月

曾經滄海學會謙卑
「小
方家煌在人生路上
學會了謙卑。

不平凡的媽媽
今天，她並未圓夢，但已結婚生子，育
有1子1女，全心全意照顧家庭，每逢禮拜天
便一家四口到教會聚會。雖然這隻小鳥暫時
被迫停了下來，但她卻另有一番體會：「現
在為人母親，不能再四處走，有點無奈，但
我明白人生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崗位，現在
我的責任就是照料子女。」即使已為人母，
她仍是那麼不平凡——獨自攜帶子女到主
題公園或沙灘去遊玩。她笑言：「當年去歐
洲流浪，鍛鍊出像鋼一般的意志來，所以現
在我可以獨自攜帶子女到很遠的地方，為要
擴闊他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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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奔走其人生旅途的過程中，顯示了3項心靈的
要素：專注力、持久力和熱熾力。這3項要素建基於他的
價值觀——要認識耶穌基督，和他的人生觀——要得上
帝的獎賞。

我是一隻
無腳的雀仔

專注力
在今日這個多元化社會裡，為了集思廣益，慎防偏
聽，人們兼收並蓄多項難以相融的價值觀，但結果只覺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迷失於其中而不知如
何選擇者，大不乏人。

Karen與愛子合照

1 9 9 5 年，他 參 演《我 和 春 天有個 約
會》，有探班的觀眾請大家享用從澳門買來
的葡撻。他覺得十分美味，更萌生在香港經
營葡撻店的念頭。於是他與女友合資在香
港經營葡撻店，短短數月內已賺得利潤。多
份報章前來採訪，令他驕傲起來，更希望把
業務拓展至海外。

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你們需用
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聖經．馬太福音》六章26至32節）我
馬上掉下眼淚來！我驚覺，原來上帝是藉
著人生黑暗的階段來教導我，從囂張到
失落，叫我回到祂跟前。我的女友本來是
不相信耶穌的，那段日子她也活在憂愁之
中，但她把我的改變看在眼內。結果，某
天晚上，她主動要求到教會聽福音，並相
信了耶穌。

遇人不淑陷入危機

有神同在處之泰然

1998年，他在台灣與一位舊同學合作，
在沒有合約保障下，他投資過百萬在葡撻的
業務上。起初葡撻十分受當地人歡迎，但兩
星期後，整個台北已有多人售賣葡撻，而該
股熱潮亦退得非常迅速。那時他更被舊同學
出賣，短期內停產葡撻，所投資的工場、材
料、機器和資金，全部泡湯！而那時香港的
葡撻熱潮亦開始冷卻，未能在經濟上作支
援，令他陷入財政危機。面臨賠上數百萬元
的困境，他只好向朋友籌措。

「相信耶穌後，雖然未能即時解決我
的債務，但有上帝同在，我能泰然地面對
當時的困境，努力地轉而經營生產食物
和貿易工作。結果過了四、五年，我才可
以清還全部債務。若然沒有遇到上帝，我
沒有可能面對過去的失敗。今日，我對上
帝滿有信心，除了繼續營商之外，我也在
舞台上見證祂。

間，他仍偶爾參與舞台工作。

偶遇葡撻萌生商機

借貸之行改變生命
其中有位基督徒朋友願意在經濟上支
持他，並邀請他到教會見面，於是他便從台
灣返港。誰料這趟卻為他帶來奇妙的經歷！
「那天我坐在教會聽牧師講道：『你們看那
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
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
飛鳥貴重得多麼？⋯⋯所以不要憂慮，說，

昔日保羅所身處的社會，有希臘的哲理文化、猶太的
傳統宗教，以及羅馬的軍事政治等多方面的張力和壓力，
與21世紀後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相比之下，不遑多讓。但
他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得那不能朽壞、不屬塵世、從
「上面」來的獎賞。他有異於常人之處，就是那份無比的
專注力，使他能達成他的人生目標。同樣地，專注力是每
位運動員贏得獎項的必備元素。

持久力
可是，專注力必須持之以恆，不能只有3分鐘熱度。
個人、家庭和社會的歷史及傳統，與所有相關的人、事、
物，必須有事事關心的時候，但到了某個階段，若仍不能
「忘記」這些「背後」的事，便反會被它們糾纏，以致難
以持續專注，努力面前那當務之急。保羅成功之處，在其
超凡之持久力，以致他的人生在歸信基督後，不但有美好
的開始，而且滿有後勁，歷久不衰。同樣地，持久力也是
運動員們要奪獎的必備條件。

熱熾力
使徒保羅對自己的人生目標，亦懷著一股熱熾力。他
全情投入，甘心情願，滿有喜樂，義無反顧，破釜沉舟地
付上他的「全人」，去達成他的使命，獲取他認為是「至
寶」的耶穌基督。這種尋找「至寶」的情懷和價值觀，是
他所以能排除萬難、永不言棄的原動力。同樣地，運動員
們若要贏取獎項，必須對參賽懷著強烈的熱熾力，始能
有望成功。

驀然回首學會謙卑
「驀然回首，在人生路上，我學會了
謙卑。可能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比較自
我、有獨特風格，所以我從來都不懂得謙
卑，但原來人的自我在成功時，會處於
唯我獨尊的狀態；驕傲令自己不願意接
受上帝。面對前路，我不再擔心錢財、生
活，只怕自己不懂得珍惜親人。父親離世
時，我心中感慨良多，因此希望母親能較
長壽，讓我有更多時間照顧她。」

深願大家的人生也可向使徒保羅借鏡，在確立正確
的目標之餘，更要有專注力、持久力及熱熾力作為配套，
跑到終點，勇奪殊榮！

福音午餐會

心靈清泉系列——有性格的治療

生命中的八種好福氣

日期：5月22日至6月26日（逢星期四）

8/5

時間：7:30-9:30pm

虛心的人有福了！
李炳光牧師（循道衛理佈道團團長）

15/5

哀慟的人有福了！
溫柔的人有福了！
李樹甘博士（樹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29/5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李樹甘博士

時

費用：HK$700
報名：2577-2299或6186-5939（唐小姐）

李炳光牧師
22/5

講員：葉萬壽先生

間：逢星期四（1:05-1:55pm）

清談信仰╱星期二查經班
6/5

舐犢情深 ─ 父母與子女的愛
吳宗文牧師 （播道會港福堂）

13/5

小組

20/5

絕對空虛 ─ 生命的意義
梁家麟博士 （建道神學院院長）

報名查詢：25258727馮小姐
27/5
時

-

小組

-

間：逢星期二（7:30-9:30pm）

無需報名，歡迎參加

集體崇拜時段
週六黃昏崇拜：6:00-7:30pm
主日早堂崇拜：9:45am-11:00am
主日午堂崇拜：11:30am-12:45pm

個人祈禱時段
清晨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8 - 9 am
午間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1 - 2 pm

堂址：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字樓1號室 電子郵件：efcckfc@kongfok.org
網址：http://www.kongfok.org 電話：2521 2500
傳真：2525 1836

為您或您的親友

訂贈一份寶貴禮物

您願意訂購《號角》作為一份禮物，讓您的親友同得主耶穌基
督福音的好處嗎？
請填妥下列表格，連同*支票（訂閱費本港每年為HK$100；海外/國
內每年為HK$200，包括郵費及包裝費等），或把款項直接存入本報匯豐
銀行帳號001-697002-001，入數後請把入數紙連同訂閱表寄至本報，我們
會由下期起連續12個月，每月寄送《號角》給您的朋友。
*支票抬頭：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Ltd.），逕寄：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407室。查詢
電話：2148-3301。
盼大家多使用本報，與我們一同撒播福音種子。
如閣下需本報發出收據，請在方格內加“ ”。
·閣下姓名：
（中文）

先生 / 女士 / 小姐 / 闔家 / 其他

（英文）

Mr./Ms./Miss/Family/Others

電話：

· 親友姓名：
		 （中文）

先生 / 女士 / 小姐 / 闔家 / 其他

（英文）

Mr./Ms./Miss/Family/Others

地址：
（請由

電話：
年

月至

年

月寄上《號角月報》給我的親友。）

0805

（歡迎自行影印此訂閱表）

地址：

月報

家庭三寶
「世上只有家最好，男女老少離不了；
男人沒家死得早，女人沒家容顏老；
有家看似平淡淡，沒家立刻凄慘慘；
外面世界千般好，不如回家樂逍遙。」
《健康養生精華集》洪昭光著

家

庭是上帝給人的恩物，是人身心靈得以憩息的安樂窩，
也是孕育和滋養人的性靈園地。

可惜現代人卻很少回家，或者很晚才回家，一天到晚
都在外面奔奔波波，結果身心疲憊不堪。有云健康的家庭生活不
僅是個人身心安寧、事業成功、生活幸福的泉源，而且是人身體
健康、得享長壽的秘訣。現代城市人那麼多病痛，高血壓、糖尿、
痴肥以至癌病如此磨人，著實反映出我們缺乏溫馨愜意的家庭生
活。
和睦的家庭最少存著以下3個元素：話聊、牽手和愛窩。話聊
是談心、交流和溝通。《聖經》記載：「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即使
是無神論者馬克思也說：「一份愉悅的心情勝過十劑良藥」。家人
之間若常閒話家常、說說笑、互相傾訴勉勵，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隔閡、誤解、猜疑幾可盡除，更產生巨大的幸福感和凝聚力。
第二是牽手。肌膚的接觸能產生明顯的心理和生理效應，使
人感到溫暖和安全。夫婦之間常牽手，即使在家看電視或傾談時
也可牽牽手，父母和兒女也可牽牽手，拍拍肩頭，或撫摸一下對方
的頭髮，許許多多的誤會隨之煙消雲散。
第三是愛窩。它包括情感的交流和夫妻之間的性愛。回到家
中，若能感受到關愛與親情，一切苦惱便化解於無形。愉悅的性
生活，也能滋潤夫妻的關係，令二人更加彼此珍惜，形影不離。
有人說，上帝為了讓世人預嘗天堂的滋味，祂造了家庭。這話
可值得三思。
吳思源

她感到有壓力嗎？
這

段日子，唸教
育系的學生
進入實習階
段，成了實習老師，而
我經常與他們一起 上
課，課後給予意見。這
是很珍貴的過程，那種薪火相傳的感覺
十分真實。我看到實習老師們用心設計
教案，在課堂上運用不同的教學法啟發
學生，而我呢，也把我的教學經驗與老師
分享。代代相傳，沒有比這更美好了。
一 位 實習老師選教 的文章是 琦君
〈媽媽的手〉。文章取材並不新鮮，說的
大抵是一名舊社會的農民家庭主婦，如
何為了家人，一天到晚勞苦地工作。文中
記述：「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的一雙手
就粗糙多骨。整日的忙碌，從廚房忙到稻
田，從父親的一日三餐照顧到長工的『接
力』（鄉語，點心之意）。一雙放大的小
腳沒有停過。手上滿是裂痕，西風起了，
裂痕張開紅紅的小嘴。」
實習老師按著課文教授，讓學生理
解當時社會的生活情狀，理解一名母親
如何愛護家庭，為丈夫兒女默默辛勞。
這類文章，要找出主題，並 沒有難
度，學生也能總結出文章寫的是作者感
激母親的辛勞，期望為人子女者當盡孝
道。

慈父的心聲

本來是平平凡凡的一課，但過程
中，老師正在按文章所記，一一講述
這名母親如何勞苦的時候，忽然，一
位學生在座位中發問：「啊，她感到
有壓力嗎？」
老師當下停了一停，簡單回應一
句：「也許有。」
課後，我特意跟老師討論這名學
生的提問。「她感到有壓力嗎？」這
是一個敏銳心靈提出的好問題。她
已超越了課文所述，把思想延伸開
來，易地而處，自己投入了那名母親
的生活去想。這是文章沒有涉及的
角度。
對父母，我們懂得欣賞、感謝，
已經很不錯了，如果能更進一步關心
他們，這是最深的愛。當今的年輕人
到底有沒有瞭解父母的生活，瞭解
他們面對的壓力？身為兒女的，又怎
樣能使父母的壓力減少呢？
這所學校在天水圍，生活，可真
不容易。「她感到有壓力嗎？」顯得
更有意義了。
老師決 定在 接著 下來的一節
課，跟學生來一次討論。雖然我不會
在場，但我可以想像，這將是一節有
血有肉，有情有愛的課堂！
曹綺雯

老

伯 體 弱 多 病，覆
診 檢 查 完 畢，我
問老伯還有甚麼
需要。老伯語重心長地說：
「醫生，我沒有甚麼要求！
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日，
香港能讓老人家有安樂死！那些宗教人士想
多受折磨才死，就由他們吧！為何要拖累我
們一班不想多受折磨的人呢？！」
「安樂死」實在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
題。涉及的範疇甚廣，不單是醫學、倫理、法
律，更有經濟、哲學、宗教、社會學等。在這
議題上，大家各持不同的觀點角度去支持或
反對。有支持者認為那些腦死亡或不可逆轉
的昏迷病人，生命已經失去其價值或意義，
延長生命只是延長死亡時間及其痛苦；也有
認為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
命，是過分的要求，安樂死是對病人、家屬在
精神或經濟壓力上的解脫，及減輕社會資源
負荷。反對者的論點在於堅持相信人是沒有
奪取生命的主權；也有認為無人能定斷他人
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更有持宗教信念的人
士會認為生命的永恆價值是不容忽略！眾說
紛紜，不能盡列。支持和反對的爭辯愈來愈

香

港電影資料
館經常舉辦
各種電影回
顧，最近正在放映名
導演朱石麟的一系列
電影，乘著假期，我
選看了其中4部。
4部電影的女主角分別是阮玲玉、
李麗華、夏夢和潮劇演員姚璇秋。她們
的美各有特色，比諸今日無演技、無性
格可言的偶像「姐仔」，她們充滿了星味
和韻味，電影雖舊卻令人賞心悅目。
最令人詫異的是，其中阮玲玉演的
默片《國風》和李麗華演的《誤佳期》，
竟分別出現了一點點基督教信息。
《國風》是默片，所以間場常出現
整個畫面的字幕來解說劇中人的心事
或講話。其中一節講述女主角勸告貪圖
享樂的妹妹應該腳踏實地「走窄門」，
因為享樂只會「引導人走向瞭闊的滅亡
之路」（大意），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聖
經》耶穌講的「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
小的。」
《誤佳 期》片中男主角是個專替
婚禮奏樂的喇叭手，其中一首樂曲，曲

沙

田第一城17座一
家三口燒炭事件
發生後，我的教
會舉行了一次為第一城求
平安的禱告會，邀請街坊
參加。有人以為我們和死
者家庭相識，有人以為是
一場追悼會。其實我們與那個家庭不認識，我
們只是想為街坊做點小事。
禱告會那個晚上，來了十多位街坊，及17
座那個家庭的朋友。原本不認識的人，分成幾
個小組，吐吐心事，甚至說到心底的哀傷時，
有人掉下淚來。
社區裡的一宗不幸的事情，讓我們可以
互相傾訴，彼此扶持，真的變成「街坊」了。左
鄰右里不一定是「街坊」，今日的居住環境和
生活方式，令我們的鄰居姓甚名誰，也未必知
道。街坊，是憂戚相關的守望者。

這齣電影講及男女主角要結婚
卻苦無居所，跟今日的「無殼蝸牛」
頗相似。不過，結婚跟「團結」拉上
關係未免有點牽強，當然，團結起
來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解決住屋
問題又當別論。
聽著聖詩似的旋律，看著《聖
經》般的道理，竟有點看福音電影
的味道。兩齣電影分別拍於3 0和
50年代，可見當時左派電影人，亦以
開放態度接受西方傳來的各種思
潮，不管是《聖經》道理或聖詩旋
律，只要合適便借用，比起今日某些
「愛國人士」的偏狹，竟是今不如
昔了。
註：曲 調 來 自《 共 和 國 戰
歌》（T he B at t le H y mn of t he
R e p u b l i c），是美國南北戰爭時
期流行歌曲，據說亦是共產黨歌曲
《永遠團結》的基礎。
李碧如

日某已故名歌星的家屬為了死者遺囑的
事情鬧官司，讓我聯想到前一陣子某富
商去世後，亦引起分遺產的風波，這個
「爭身家」的現象好像一直在華人歷史中重複不
斷。

《聖經》記載主耶穌說了一個「好撒馬利
亞人比喻」。有人遇劫，倒臣卜在血泊中，路人
甲、路人乙是有身分，受人尊重的人，路過卻視
而不見。「撒馬利亞人」碰巧在場，就當場伸出
助人之手，救助了受傷的人。他沒做些甚麼偉大
的事，只是碰巧經過，做了他能做的事。今天，
「好撒馬利亞人」是一個及時伸手助人的過路
人，成為了一個「好街坊」的鮮明形象。

華人一般家族觀念強，人死後遺產要分給家人，好像是理所當
然一樣，有不一樣的做法時，便引來很大爭議，甚至是社會輿論的震
盪。在美國，不少富翁在世時立下遺囑，把遺產捐給慈善事業，或成
立基金，讓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得益。這
做法在華人社會中並不普遍；正如死後捐贈器官一樣，難以被一般華
人認同。

近

其實，甚麼是我們留給下一代最寶貴的遺產？是否豐厚的家
財？美國著名電視傳道人Joyce Myer給我很大的啟迪。她說她少年
時代從來不知道甚麼是快樂，因為她的父親不斷向她性侵犯，生命
裡充滿了自責、恐懼和仇恨，直至她經歷到上帝的愛，生命有了完全
的更新。她的丈夫卻因為有一個敬虔的母親，所以自少便在愛中成
長，在教會裡《聖經》的教導下扎根。Joyce的分享，讓我再一次認
定，留給下代的最寶貴遺產是愛和真理。
陳燕薇

招聘

保險理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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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得不加入本行業的原因：
具龐大而且不斷增長的市場
有重覆購買的特性
配合時機及潮流
將工作變成企業

2.
3.
4.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 is a glob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in the provision of holistic child development program to needy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ur Southeast Asia Area Office in Hong Kong is currently inviting applications
for the below vacancy:

Associate Director of Advocacy
Reporting to the Area Director, this position’s main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Develop and maintain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group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2. Mobilize and equip the local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these countries to serve needy
children via researching, writing, teaching and preaching;
3.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area-wide advocacy strategy and oversee its
implementation; and
4. Train and equip our ministry staff to enhance their advocacy capacity.
Key Requirements:
1. Mature Christian with a strong calling/desire to serve children.
2.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and willing to travel.
3.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and preferably with pastoral training.
4. Strong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有意者請聯絡
區域總監霍耀全弟兄9889 8727
或秘書歐小姐3178 2299預約面談

This is a home country based position and non-Hong Kong residents are welcome to apply.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resume with expected salary to the below email
address:

rkwong_compassion@yahoo.com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used for recruitment purpose only）

不論你是支持或反對安樂死，不論你所堅
持的理據多有說服力，總希望你能聽到愛的心
聲。
樂人

奧運精神

調由女朋友哼出，我一聽覺得很熟
悉，搜索枯腸，嘿！那根本就是「榮
耀－榮耀－哈利路亞」（註）的曲
調！劇中人填上「團結－團結－團
結起來」的歌詞，聽來令人莞爾。

有人在困境時，其街坊如果能發揮作用，或
可避免一場慘劇。慘事發生了，事主是我們不
認識的，但我們都有一份莫名的難過，或者內
疚，設想著如果有人能及時幫上一把，就會救
回幾條人命。

我們都有鄰居，但有街坊嗎？誰是我們的
好街坊？
羅錫為

不過，老伯心中最根本的困擾，是一種厭世
之念。對治療無望及身體和精神上痛苦爭鬥的
厭倦，以及「累人累物」的心態所造成的心理壓
力，都使他生無可盼，只想早日了結生命！筆者
也認識不少積極面對生命的長者，雖然疾病纏
身、救治無望，但仍積極面對和處理自己的健康
問題。一個信念、一個信仰、一種愛的力量，都讓
人能找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驅使生命能繼續
堅持下去，拒絕放棄。談及安樂死，總會令人想
到因意外導致癱瘓十數年的斌仔，他在2004年
曾去信給當時的香港特首爭取安樂死，曾一度引
來廣泛關注。在斌仔的著作《我要安樂死》中，
斌仔父親替愛兒撰寫的序言有以下一段：「我不
能預知明天，但我可以利用今天；我不能控制他
人，但我可以掌握自己；我不能改變容貌，但我可
以展現笑容；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改變心
情；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控制它的
寬度。」這是慈父給愛子的心聲。

「安樂死」一詞源自希臘文 euthanasia，原意為「好的死亡」或「無痛苦的死亡」。一般所
說的安樂死，可分為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兩種，主動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採取
某種措施加速病人死亡；被動安樂死則是指終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由病人自行死亡。

遺產風雲

好街坊，不是大英雄，誰都可當之，只要及
時為有需要的人做點事、說句話，扶他一把。

多，沒完沒了。也許，老伯再活多一輩子，亦難見
安樂死有合法化的一天！

你知道嗎？

光影隨想

誰是你的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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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筆之時，奧運火矩正在傳送，但在
各地引發的關注不是運動本身，而
是涉及種族、人權、傳媒操守與西方
國家對崛起中國的觀感等。奧運起源自古希
臘人對神明頂禮膜拜，在祭壇前向神靈奉獻
最精湛的技藝，顯示軀體和心靈的健美，後
來逐漸演變成比賽活動。奧運會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羅馬
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執政期間，甚想掃除國內一切拜偶像或異教
鬼神的祭祀，在393年他下令禁制奧運會的舉行，因他認為這
是異教徒活動，不符合信仰精神。
直至1892年，「現代奧林匹克之父」皮埃爾德顧拜旦男
爵，首次公開提出恢復奧運會，並把範圍擴至全世界。經過多
番協調之後，第1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1896年於雅典正式
舉行。1908年第4屆奧運會於倫敦舉行，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
主教塔爾博特講道時，認為奧運精神「重要的是參與，不是勝
利」，這句話被廣泛地引用，成為「奧林匹克信條」:「奧運重要
的是參與，而不是勝利，正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勝利，乃是奮
戰。要緊的不是征服得勝，乃是曾奮勇作戰 ！」原來信仰的價值
可以塑造奧運精神，成為普世認同的價值觀。
不少人都熟悉第54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戰車》，主角
李愛銳 （或譯利迪爾），正是奧運精神的典範。他參與1924
年巴黎奧運會，為了堅守信仰的原則，反對於主日出賽，放棄了
100米賽跑，遭受不少國人的指責。他仍信靠上帝，結果在200
米取得銅牌，400米更摘取金牌。奧運的真正精神正像賓夕凡尼
亞大學校門上的口號：「在失敗的塵土中，或在得勝的桂冠裡，
當有人盡上最好的，必然得著榮耀。」
胡志偉

新媒體與新社運
隨

著「奧運」開幕的臨近，一場以藏獨分子為首
之國際「反華勢力」，與支持北京奧運的各地
中國人，在全球各地作針鋒相對的社會運動。
他們透過連串的事件，包括「西藏暴力事件」、「干擾傳
遞奧運火矩」、「C N N事件」、以至最新的「家樂福事
件」，展示其實力。
從連串的事件中可見，有些明顯是有組織性的策動，有些則是國人自
發性的行動，但是透過不同媒體的傳播，均將他們要表達的訊息，即時讓
世人知道，顯示訊息一體化的效果。
當中，媒體扮演著「催化」、「告知」、「放大」等功能。手機和互聯網
在這一陣子的全球性社會運動中，發揮重大威力。例如，西藏事件目擊者
利用手機接受海外媒體採訪，強化外界對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手法之
印象。德國華人成功利用互聯網，組織3,000華人舉行反藏獨的柏林大遊
行。中國內地網民在網頁上發起排山倒海的抗議，引發中國民眾罕有地在
9個城市對法國家樂福超市的抗議活動。
在新媒體普及的年代，世人的知情權得以提高，中國政府在處理這些
危機事件的難度卻告增加。
老冠祥

月報

蔗蝦

痛風

年輕化

痛

風之痛，凡有經 歷者無
不色變，疼痛程度沒齒
難 忘。深 夜發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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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疼痛部位在腳背、腳踝及膝
部。尿酸晶體沉積關節，最輕
碰觸例如被風吹，都會讓患者
痛至死去活來。
材料：

汁料：

做法：

甘蔗條10條

蒜茸1湯匙

1. 將甘蔗條切長條形，在中段削去

體內已產生高尿酸血症。20

蝦仁1-1/2磅

魚露2湯匙

年前，每百毫克血液中，若

馬蹄肉粒5個

檸檬汁1湯匙

有4毫克尿酸，醫生必已發

豬肉碎1安士

水4湯匙

調味料：

洋白醋1湯匙

蛋白3湯匙

糖1-1/2湯匙

會 驚動醫生和患者開始思考療

鹽2/3茶匙

*全部拌勻成汁

程。現代人血液之酸，已成趨勢。

糖粉1茶匙

如今在門診中所見患者，富書卷氣、

麻油、胡椒粉各少許

減食忌口效果有限
尿酸結晶成痛風之前，

出警告，力勸戒酒，要吃得
清淡。今日，4毫克已算平常，
直至血液中含7毫克的尿酸，才

生活忙碌、態度溫文的中年男性，多逃

少許成一凹狀。
2. 蝦仁拍扁切碎，加調味拌勻，撻幾
下加入肉碎拌勻，再撻成蝦膠。
3. 加入馬蹄粒拌勻，甘蔗凹位搽上
生粉，把蝦膠釀在凹位中成圓形，
再撲上生粉。
4. 放入熱油中炸至微金黃色。
5. 蔗蝦可沾上美味汁伴吃。
蘭子

粟粉2湯匙

不出「痛風」。較年長、甚能幹的一輩，卻

醯輔酉每-A」是將體內蛋白質拆解，再合

多「中風」，自然是脂肪酸作怪。

成體蛋白的關鍵元素。維他命B中的泛

過往的看法，認為痛風的原因是「吃得太
好」。許多含鮮味的食物，如鮮筍、菌菇、芽
菜、豆類、花生、核桃、蘆筍、貝殼類海鮮等，

吃原始的自然食物

因富含天然「普林」，其代謝物轉為尿酸，故

泛酸，顧名思議是廣泛存在食物中

建議患者少食。為何這些食物普林成分高？是

的營養素，本無缺乏之虞，但痛風患者

因它們都在萌芽或快速的細胞分裂階段，組

之泛酸卻普遍低於水平。

織中含有大量細胞核，釋出高濃度的D N A。

在此更要澄清：泛酸對痛風並無醫

普林為D N A中一部分。但過往的經驗，發覺

治之效，僅是一項診斷指標。為何缺乏

只是減食甚至忌口，效果都很有限，有時情況

泛酸？仔細探究近20年的飲食變化，明

甚至更嚴重。因而醫界發現，痛風的成因並非

顯是大家吃得太精緻了，糙米、胚芽米

飲食來源。

與全麥裸麥中均富含泛酸，卻因大家非

舊組織崩解的前兆

「精白」不歡，營養成份流失於碾磨中

人體的細胞，損傷老化分解後，也會釋出
大量D N A與氨基酸。年輕健康的身體，會重
新使用這些DNA與氨基酸分子來再造身體物
質，特別是肌肉、內臟等組織。其轉變相當完
全，即使過多，也會很快在肝中轉為毒性較低

黃豆芽
綠豆芽

酸，是輔酉每A之必要部分。

了。
至於原始風味的蔬菜與肉類都已加

芽中含大量抗酸性物質，可減少體內乳酸堆

豆

工，成為全加工品或半製成品。其高鈉

積、消除疲勞，可提供防老化作用。

與高乳酸成份，在腎臟更進一步干擾尿
酸的排除。

你需要補充泛酸嗎？

的尿素，快速排出體外。

黃豆芽的營養價值極高，蛋白質利用率

比黃豆約高10%，其葉綠素可分解亞硝酸胺，預防消
化道惡性腫瘤。黃豆在發芽過程中，令更多鈣、磷、
鐵、鋅等礦物質釋放；胡蘿蔔素亦增加一至兩倍；維他

痛風的患者，卻處於「舊組織崩解，新組

單一成份並不能糾正你多年惡習。

織無法形成」的情況下，自身廢棄的D N A釋

請逐漸改吃原始的、接近自然形態的食

出普林，卻積在血中，可以說是最令人憂慮的

物，大量飲水，並重新思考對加工品與

綠豆芽性涼味甘，具很高藥用價值，清暑熱、通經脈、解諸毒，還能補腎、利

老化現象。

「垃圾」食物的依賴，這等食物其實適

尿、消腫，適用於濕熱鬱滯、少食體倦、熱病煩渴、大便秘結、小便不暢、目赤腫痛、

宜戒吃。

口鼻生瘡等，並能降血脂、軟化血管。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體質的再生與性的
活性有至大關係。酉每的製造需用輔酉每，而「乙

命B2增加兩至四倍，維他命B12則是大豆的10倍，尼克酸兩倍。

許肇箴（註冊營養師）

在「信、望、愛」裡的寫作
從魯益師（C.S.Lewis）看基督徒寫作人的塑造
框框文字·點石成金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香港分會

成立6週年感恩餐會

在「信、望、愛」裡的寫作
從魯益師（C.S.Lewis）看基督徒寫作人的塑造
框框文字·點石成金

在「信、望、愛」裡的寫作
從魯益師（C.S.Lewis）看基督徒寫作人的塑造
框框文字·點石成金

框框文字·點石成金

憑信承擔職事
以愛分享佳音

不少前輩作家認為：要練就一支健筆，不妨多寫短小精悍的文章。魯迅
的雜文，喻為匕首，簡而有力。短文字數有限，但可魅力無限。講者將與
你分享她多年寫作報刊專欄的經驗，細說如何將框框文字點石成金，並
鼓勵你勇敢提筆，開拓自己的創作路。
曹綺雯，教育哲學碩士，資深教師及寫作人。任教中學多年，後轉職香港浸會大學，餘
暇喜從事文藝創作。前為《時代論壇》專欄作家，現執筆於《號角月報》。曾任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主辦之「小作家培訓計劃」的顧問及導師。散文及小說輯錄於《七弦》、《一載相識》、《天
國孩子》、《星空下的一個我》等結集。學術著作見於《閱讀與寫作》、《香港語文教學反思》、《創意中文教
學》；輔導專文刊於《塑造廿一世紀年輕人》。另有專書《寫作基本法》、《點擊好人好事》。

2008年5月20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7:30-9:30

每講均有互動交流時段，
由寫作人團契主席鄭景鴻博士主持
地點：深恩浸信會（太子道西162號華邦商業中心6樓）
（港
鐵太子站B1出口）
費用：$50（「角聲之友」及「寫作人團契」會員 9 折）
報名方法及付款方式：
－ 以支票方式付款：抬頭「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
連同報名表，逕寄：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
工業中心407室，信封面請註明「寫作技巧專題講座」
－ 以入數方式付款：匯豐銀行001-697002-001，連同報名
表傳真至2148-3302，並註明「寫作技巧專題講座」
*** 報名以收妥費用作實 ****

日期：2008年5月16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6時恭候，7時開始
地點：君好海鮮酒家
九龍長沙灣荔枝角道麗閣

講員：曹綺雯

寫作技巧專題講座報名表
姓名：

（中）

（港鐵長沙灣站A1出口，麗閣 停車場側）

（英）

聯絡電話：

講員：勞伯祥牧師

傳真：

電郵：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總幹事

所屬教會：

內容：晚宴、詩歌、感恩回顧、
事工分享、自由奉獻
費用：HK$300.00

通訊地址：
我想參加「框框文字．點石成金」講座。
本人是 □角聲之友 ／ □寫作人團契會員

訂座熱線：
（852）2148-3301

你願意

更多嗎？
（請在適合的方格上填上

號）

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並到教會參加聚會，請介紹教會
給我。
我以前 曾經參加教會聚會，現在想再次返教會，請介紹教會給我。

（請用正楷填寫）

我願意多瞭解及認識基督信仰和《聖經》真理，請寄贈有關資料給
我，或與我聯絡。

姓名：（中）
性別： 女

電話：（日）

（夜）

電郵：
（H）

（M）

郵寄地址：

地址：

電郵：
填妥後請寄：「基督教角聲佈道團」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407室；
或傳真至：2148 3302； 或 電郵至：hongkong@cchc.org 給本報。謝謝！

（牧師、傳道、先生、小姐、女士）

姓名：

電話：（O）

（英）
男 年齡：

訂座或奉獻
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或“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Ltd.”，逕寄：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407室。
直接存款——請把款項存入匯豐銀行帳戶001-697002-001，然後把存款收據及以下回應表傳真
至（852）2148-3302。謝謝！

0805

請在以下適當的□內加上✓：
□ 我願意參加 貴會6週年感恩餐會，現奉獻HK$
張餐券寄給我。
請把
□ 我未能參加 貴會6週年感恩餐會，但願意奉上HK$

。
，支持 貴會事工。

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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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優次·
每天的決定
最近我要出外公幹，較少與你詳談，很掛
念你啊！
得悉你已獲數間大學優先取錄，很替你
高興，當中包括一間著名的藝術學院。雖然你
沒計劃修讀藝術，但我也因你引以為豪。
不過，入學條件是英文考試須獲取好成
績，你現在身兼多職，既擔任學校的中國學生
團契職員，又入選學校足球隊，一定忙得不可
開交，我難免有點替你擔心。英文考試將至，
你是否有足夠時間溫習呢？人生多采多姿，實
在難以取捨。

段經文與你共勉：

這令我想起香港的青少年。有問卷探討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退修會，一位講員分

他們看重甚麼，調查結果反映 他們不但 顧

享，人最重要的是內裡的生命、心思意念、屬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

家，也明白金錢並非最重要，將家庭、朋友和

靈質素，這令我有不少反思。香港社會很看

心，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
（《加

追求成功放在優先位置；但這些是否有助他

重外表、包裝、追趕潮流，經常以外表決定

拉太書》六章9節；和合本修訂版）

們每天去作決定，讓他們活得有衝勁、有方

一個人的吸引力。還記得去年暑假你兩姊弟

向呢？仔仔，你也一樣，你當然知道學業對

回港，每天也在衣櫥和鏡前花上不少時間。

人生的重要，惟入選足球隊是難得的機會，

誠然，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很重要，成年

做好團契的工作更是義不容辭。在眾多活動

人也很看重這點，大企業、廣告商更常利用

中，希望你能認清人生方向，按著你最看重

促銷意念、人的貪念，製造各種慾望，但其

的東西、事情，排列優次，為每天生活作決

實內在的質素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將別人的

定，並持之以恆。可知每日小小的決定，也與

聲音、稱讚、一時的批評看得太重，只需每天

人生方向的取捨有關。

按自己的價值觀作明智的抉擇。最後，以一

親愛的仔仔：

闡釋

希望你能擇善固執，根據自己的方
向建立自己的立場，以價值優次作決
定，好好把握人生每一個機會！
媽咪
梁林天慧
（資深社工）

另 類

童 年 陰 影

「童

（二）

年 陰 影 」可

性有關的事情，更可怕的是雜交、被人性侵犯，被人非禮‥‥‥」朋

能已經 成為

友呆了一呆⋯⋯不知怎樣回應才好！

我 們 今日一

有我或家人一同前往的，或是由學校舉辦，有老師帶領的活動，才可

時，不幸地受到侵犯⋯⋯」、

參加，否則一概不准許。在校的午餐若不是由校方供應的話，就

「某人因為父母管教 過 於
嚴厲⋯⋯」、「某人因為父母偏心⋯⋯」這些用語，

她爸爸已經安排好了，她會前往美國升讀大學。」「你們
一家計劃移民嗎？」
「沒有，是我陪伴她往美國升學！」

某程度上已經達到「陳腔濫調」的程度了！

「丈夫呢？」「留在香港！」⋯⋯

早兩個星期，從朋友口中聽見他這個經歷，
「莫名」的故事！
小欣的母親帶著這可愛的女孩（某名校的小

望著那位「正為著別人」樂不可支的女
孩，腦海裡不其然地浮出了⋯⋯「這是
否一個另類的童年『陰影』」！
林容少蕙

六學生），和他們的親友參加某教會舉辦的海上

者曾寫過 一篇 文

筆

半日遊。當大隊抵達第一站的時候，每位參加者

章（編按：參本報

都十分興奮，因為可以參與「魚排」
（人工養魚場）

2007年12月期第

五版〈闡釋（一）〉），指一

行為足以危害自己，甚至導致活動被迫終止。小朋友是要學習

切培訓活動的核心價值在

和建立自學、自理及自律的能力。但就讀小學二年級的她，如

於「闡釋」——因為有活動

何消化這些概念呢？一個具體的教育機會終於蒞臨——小倩

便會有過程，亦會有經驗學

與同學爭持著要把課室的螢幕拉回原處，可是她不慎弄鬆掛

習。誠然，人生的許多學習都是從「經驗」而來，它

鉤，半邊螢幕給掉了下來。同學們都驚惶失措，老師卻把握時

直接衝擊著我們的五官觸覺，促使我們對事情有所

機，運用創意闡釋事件。首先，老師重申自學、自理及自律能

理解與分析，影響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例如，兩個

力的含意，著同學「醒覺」到它的影響力；當小朋友「認知」一

小朋友來自同一個單親家庭：一個可能藉以建立較

切的嚴重性後，自然流露負面的指責情緒；而彼此「接納」就

正面的婚姻觀，領略到整全家庭的重要性；但另一

內的釣魚活動。小欣看見其他人，每人一支已經
預備好魚餌的魚竿，她顯得十分興奮！可是，為何
她自己手上並沒有魚竿？是遺漏了嗎？負責這次
活動的人便上前招呼這位「小來賓」，原來不是
遺漏，而是她在取過魚竿以後，將魚竿交給了媽
媽。我們轉頭希望可以尋見她的母親，在距離我
們十多米的對角，正站著一位用手示意自己的女
兒「過來」的母親！

成了整個學習的關鍵；也是小倩有所「行動」的誘因。試問一

女孩 沒有理會 這手語，負責人卻作出了回

個也許對婚姻懷抱著負面的態度，只懂得逃避。有

個不承認自己有需要學習，又同時不被視為有改善空間的人，

應，朝著她走去。站在帆蔭下的母親，十分客氣

些仍然選擇進入婚姻者，總不自覺地重複上一代

哪來動力轉弱為強呢？何來機會讓人「欣賞」到他的成長空間

地與這位朋友交談。小欣的媽媽對自己的女兒

的失敗經驗，未能從中有所闡釋、有所學習、有所

呢？若要有優質教育，請闡釋Virginia Satire的5A學習過程：

讚不絕口，忽然，她問：「你會讓自己的女兒單獨

成長。那麼，闡釋與學習到底有甚麼關係呢？

Awareness（醒覺）、Acknowledge（認知）、Acceptance

參加同學在家裡舉行的生日會嗎？」非常自然的

（接納）、Action（行動）及Appreciation（欣賞）。

回答是：「會」，她即時回應說：「你不怕出事嗎？

帶危險性的動作。活動老師曾多次勸喻她，解釋其

是由我和家傭送往學校！」「一直到中學？」「不是，是大學！

在報刊雜誌，甚至一些心理學的書籍中經常出現，

經仔細思量後，希望也與各位家長一同分享這個

小倩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小女孩，經常做出一些

這位母親接著更說：「女孩子錯了一次便不可能『翻身』，所以只

個常用詞，「某人因為年少

雷玉蓮

意思就是女兒和同學在家裡發生性行為，或與

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撒迦利亞書 四章六節
─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聖經

代客設計/編寫
各類型商業電腦系統
查詢熱線：2637-3501

http://www.WiseLink.com.hk

此 定格廣告
1

（2”W x 2 /2”H）

原價每期$600

特價

3個月計
每期$420
6個月計
每期$360
肩頸膊痛
勞損舊患
運動創傷
乳腺增生

中藥醫治

長者及攜廣告九折優惠

查詢：9822 2536

月報
本報看重讀者們的親子關係，藉著父母與孩子學習英語的時刻，增加他們溝通的機會。使用這教材的方法如下：
（一）請你與孩子一起朗讀這卡通故事及本月金句；
（二）透過所讀的文章，引導孩子分享他們的看法和經歷，藉此提升他們的品格及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三）又鼓勵你的孩子完成以下的練習，於本月31日前寄回本報，我們將寄上一份小禮物。

不放棄的愛

認 識 一名男孩
子，他剛來我們
幼稚園的時候，
表現害羞，說話聲音很小，
常躲在母親的身後。現在他已經
5歲了。最近他的爸媽告訴我，兒子變成了另外
一個人，整天跟爸媽過不去。當爸媽要拿藤條
打他的時候，他大聲說：「你不要打我，我打電
話告發你們。」當爸媽責罵他未能熟習書本內
容時，他憤怒地說：「都是你們一天到晚罵我
蠢，罵得我真的蠢了！」

我

本月金句 Bible verse of the Month
‘So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Rule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and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over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moves on the ground."’ （Genesis 1:27-28）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
樣行動的活物。」（《聖經．創世記》一章27-28節）

Message
It has been very humid recently because spring
has come. Some people may not like this weather
but we all understand the rainwater helps new
plants grow in this seas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all living things is amazing!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God created them and asked man to
rule over them.
近來天氣很潮濕，因為春天來了；雖然有些人不太
喜歡這種天氣，但我們都知道，春雨幫助新的植物
在這個季節生長。這個世界的創造和其中生物的存
在確實奇妙！《聖經》告訴我們世界和萬物都是上
帝創造的，並且祂叫人要管理他們。
Although we should rule over the Earth and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ey do not belong to us. God
created them. Imagine your best friend is going on
a trip and entrust you with his favourite pet dog.
You rule over and take care of the dog, and you
will not harm it. You want to be a trustworthy friend
and after all, the dog does not belong to you.
雖然我們要管理世界和所有生物，但他們並不屬於
我們，世界和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試想像你最好
的朋友要外出旅遊，他把最深愛的小狗交給你照
料；你會照顧和管理這隻小狗，一定不會傷害牠，
因為你想做一個可靠的朋友，而畢竟這小狗不是屬
於你的。

But we have not been taking good care of
the world. Pollution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verywhere. In Hong Kong, blue sky
is rare and we produce so much waste that
there will soon be no place to dump it. We
know we should do something to conserve the
environment before it is too late.
可惜，我們並沒有好好地「照顧」這個地球。現
在到處的污染愈來愈嚴重，在香港， 「藍天不見
了」，我們很快也沒有地方拋棄我們所製造的廢
物。我們現在就要為保護環境作出行動，不然就
會太遲了。
What can we start doing toda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Can we produce less waste, for
example, by using less paper and fewer plastic
bags? Can we buy fewer books and toys, and
share them among friends? Can we ask our
parents to drive our family car less and use the
public transport instead?
為了保護環境，有甚麼我們今天就可以開始做？
我們可以減少製造廢物，例如減少使用紙張和膠
袋嗎？我們是否可以少買一些書本和玩具，儘量
和朋友一起分享呢？我們可以請父母少開家裡的
汽車，而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嗎？
Yes, of course we can!
當然可以！

潮濕的
季節
創造
創造物；生物
託付給
把一樣東西交託給某人
可靠的; 值得信賴的
污染
廢物
拋棄

conserve（v）
保存;保護
public transport
公共交通工具
（or transportation）
（ph）
reckon（v）
認為;想

Matching
Match the following four solutions to
the two pollution problems.
將以下四個解決方法跟兩個污染問題配
對。

性別：

有的人都不分青紅皂白地厭惡起來。只是
一個月前，他送了一幅圖畫給他最心愛的
老師，但現在即使這位老師的關心他都拒
諸門外。我不能說孩子善變，因為已經5年
了。5年的抗疫期應該足夠，讓無知的照
顧者反省自己對待孩子的方式是否適當，
或有甚麼應該改善的地方。

兒童的發展，有一個階段極具抗疫能力。

不過，我並沒有放棄這男生，也沒有放

這就解釋了為甚麼我們打了、罵了孩子之後，

棄他的父母。之前，我知道不但我一個人曾告

他們哭過、痛過後，還是會走回來親我們及

訴過他的父母應如何如何對待孩子，現在我

纏著我們，好像沒事似的。我們給他們「不知

會繼續關心他們，告訴他們：管教孩子永不言

醜」、 「賴皮」等說話，其實這是他們與生俱

遲。正如天父對我們存著不死的愛，無條件

來的生存之道。但待這個抗疫期過去，兒童心

的愛。我相信只要男孩的爸媽認識我所相信

理上再不能承受父母無情、無節制的漫罵，同

的上帝，真心向祂求助，慈愛的天父一定可以

時也有足夠的語言能力反駁我們時，我們才忽

把他們心愛的兒子帶回他們身邊的！
黃少蘭

小

Solutions:
1. Use more public transport instead of
private cars
2. Use fewer plastic bags
3. Use less paper
4. U s e c a r s w i t h e n v i r o n m e n t-f r i e n d l y
engines （環保引擎汽車）

Land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Solutions

出生日期：

地址：
電話：

出來。他不但對父母態度惡劣，對身邊所

閱讀·從聽故事開始

孩子姓名： （英）
（中）

為這名男孩子，我心裡很難過，因為

以前在他幼小心田裡種下的，現在都浮現

然間感到手足無措。

✁
Vocabulary

humid（adj）
season（n）
creation（n）; create（v）
creature（n）
entrust（v）
entrus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ph）
trustworthy（adj）
pollution（n）
waste（n）
dum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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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請在孩子完成上面練習後，剪下本欄逕寄：《號角月報》ENGLISH CORNER，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
407室Ms. Elaine Tang收。

April issue answer
（上期答案）
1. attractive 2. fun
3. interesting 4. risky
5. selfish
0805

振翅計劃
美國學習交流旅程
為人生訂定目標，為升學作好準備！

孩子天生愛
玩，遊 戲也 成
為了他們生活
中重要的一部分。心理
學大師佛洛依德認為，
適當的遊戲能讓幼兒建立健全人格，讓小孩子
得到心理和生理上的滿足。然而，父母們大都
希望子女能在遊戲之餘，不忘閱讀；但要小孩
子靜靜地坐下來專心閱讀，似乎並不容易。其
實，要小孩子愛上閱讀，最好的方
法是給他們講故事，讓他們感到
閱讀是有趣的，從而引發起他們
對閱讀的興趣。小孩子好奇心旺
盛，喜歡到處打聽，喜歡問問題，又
喜歡逞強；只要讓他們知道文字的
魔力──文字能告訴他們很多他們
渴望知道的事情；文字能解答他們心中的
「為甚麼」；文字能教曉他們很多甚至爸爸媽
媽和老師們也不認識的東西⋯⋯他們便會喜
歡聽故事，從而對閱讀產生興趣。
要小孩子喜歡聽你講故事，講故事的人自
己先要投入、熟讀故事，講解時才能自然流暢，
否則小孩子便會覺得故事不緊湊，失去聽故事

輕鬆的時刻。一位基督徒朋友告訴我，他
最享受的，便是每晚在兒子睡覺前給他講
一節《兒童聖經》故事。不過，小孩子的
專注力較弱，講故事時間不適宜太長；長
篇故事又得「下回分解」，令小孩子有所牽
掛，整晚想著故事，不能入睡；至於內容
艱深或情節複雜的故事，又會叫小孩子難
以負荷和理解。此外，講故事時要有適當
的停頓，讓小孩子幻想故事的
發展，營造緊張的氣氛。假若
小孩子在聽故事的時候突
然發表意見，父母千萬不
要敷衍了事，應給他們適
當的回應，讓小孩子覺得
自己被重視。
父 母 們 大 都 希望 能 找
到好的故事跟小孩子分享。筆者建議，不
妨打開《兒童聖經》，跟孩子說說人類和
世界的由來；又可以藉著《聖經》裡不同
人物的經歷，來培養小孩子的良好品格⋯
⋯故事題材，俯拾皆是。

的興趣。父母給子女講故事，是一個既溫馨且

石翠盈（純真出版有限公司助理編輯）

《號角月報》分類廣告表格
分類廣告現以9種顏色區別不同行業種類，例如商業類廣告將全部專用深藍色，詳情見
表一。而現行之廣告客戶將於續約時實行此項更改，特此通知。
本報單色分類廣告，設大格（$220 期）、小格（$120 期）兩種呎吋。
（請注意：此非實際廣告呎吋）

呎吋
日期：2008年7月21日至
8月3日
對象：中三至中六學生

大格：
（橫度）3”橫 x 1”高 或
（直度）1 1/2”橫 x 2”高；
4 個大字，63 個小字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今日振翅．明日高飛
「振翅計劃」是一個跨文化的青少年交流活動。
藉著在美國的生活體驗，

1 1/2”橫 x 1”高；
4 個大字，40 個小字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顏色
文字

加上精心設計的活動及訓練，
幫助香港中學生拓展視野，增廣見聞，

小格：

今日的「振翅」，
預備明日的高飛！

查詢及報名熱線：

2368 8773
2368 8763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另設

6 個月者，可獲

9折優惠；
8折優惠；

12 個月者，可獲

7折優惠。

連續刊登 3 個月者，可獲

內容
廣告

為理想作好準備。

收費

商業及保健（深藍）
租售及招聘（黑）
印刷（啡）
服務（深綠）
美容（粉紅） 裝修（橙）
教育（綠）
音樂（紫）
（表一）
搬運（紅）

為人生訂定目標，

請於下面合適空
格內填寫閣下
貴公司廣告內
容。

無字數限制彩色分類廣告

大格：$320/期
小格：$160/期

姓名 公司名稱：（中）

（英）

業務性質：
地址：

「振翅」特色：
振翅課程：

生活體驗：

主辦：

角聲（香港分會及南加州分會）

協辦：

福溢旅遊（基督教旅遊事工）

學（USC, Stanford）
，以及較經濟和
容易申請的社區大學（Pasadena City
College）。透過實地體驗、大學教授
及專人講解，激發學員求學意願及幫
助他們進一步瞭解升讀大學的詳情，
為成功人生作好準備。

景點旅遊：
參觀美國太空總署N A S A噴射推進實驗室
（JPL）、世界著名的馬鞍峰教堂及加州首府
大樓；觀賞中世紀歐洲馬術競技；暢遊環球
影城、Santa Monica海灘、金門橋、三藩市
漁人碼頭等加州名勝。

（手提）

傳真：

電郵：

負責人名稱：
刊登期數：由

刊登手續

由專家精心設計的課程，包括：標 入住大學校舍、在傳統美式餐廳用膳，並於美
竿人生、認識自我、溝通藝術及EQ 式家庭後院燒烤，讓學員親身體驗當地生活。
培育，幫助學員建立積極、以目標 學生交流：
為導向的人生觀。
透過與當地中學生交流，一同學習日常實用日
常英語及美國文化。藉著來自香港的留學生及
學府講解：
參觀不同類型的著名學府，包括加州 留在當地發展事業之人士的分享，瞭解美國留
大學（UCLA, UC Berkeley）
、私立大 學生活。

電話：（公司）

職位：
年

月至

年

月（共

期）

1. 每月20日前填妥此表格及交回本報，廣告將於下一個月刊出。
2. 以劃線支票或直接轉帳付款。
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有限公司」或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Ltd.，然後連
同此表格（或副本）寄回本報（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407室）廣告部收。

把款項直接存入本報匯豐銀行帳號001-697002-001，然後把入數紙連同此表格（或副本）傳真至本報2148-3302。

如有查詢請電

3106-8047

或電郵
hkad@cchc.org

月報

為了鼓勵全港青少年（teenagers）發揮創意、表達意見、互助互勉，本報特別開闢「樂Teen世界」專頁，設立不同
專欄，提供園地給青少年投稿、交流意見和互相打氣，深願大家培養出正面積極的人生觀，成為「樂天」的青少年。

投稿類別

L

活動情報
免費刊登活動消息
歡迎各機構、青年中心、學校及教會，提供
適合青少年的活動或聚會消息給本報免費
刊登！請於每月10日前，致電本報索取表格

文章、漫畫、相片、繪畫、舊曲新詞、書介和活動消息等。

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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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並於同月15日前，電郵至hongkong@
c c h c.o r g或傳真至2148-3302。唯篇幅有
限，本報保留刊登及刪改權。

拉闊大學 2008──預科生交流營
活動對象：全港中七預科生及應屆高考生

Changes Everything

Love,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Hands and faces, earth and sky
Love,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How you live and how you die.
Has anyone heard of this song before? This song is called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I learnt it in the choir last year. Today, I’m not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eet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stor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called Dinner. She was a very
troublesome girl. When she was 1 year old, she always cried. For
example, when she was sleeping very calmly, she woke up and cried
when her father and mother were having dinner. I wonder how she
could smell the food while she was sleeping.
When she was 3 years old, she was very naughty. One day, her
mother and some relatives took her to a park to play. Soon, the sun
set and the sky was becoming dark. They had to leave and go home.
However, the girl didn’t want to leave. She wanted to stay and play.
She sat on the ground and cried. Then she pulled her shoes out and
threw them away!

My best friend is my mother. She is not
just a mother to me, but my very best friend.
She will never leave me when other people
all go away. She will always be on my side
anytime. I know that I can rely on her and trust
her forever.
She is ver y k i nd, t houg ht f u l a nd
understanding. She gets up early every morning
and cooks breakfast for me. She is afraid that
I will get a cold so she prepares very delicious
hot soup for me in order to make me feel warm
in cold winter. She is really very kind to me.
When I feel happy, I want to tell her what
happened and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her.
When I am upset or want to cry, I also want
to see her. I want her to comfort me. She will

When she was 4, she was very unpredictable. She used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with her family every Sunday. When her mother asked her, ‘Do
you want to eat this?’ She said ‘No.’ But then, after her mother had eaten
the food, she said ‘Yes!’ and cried.
When she was in primary school, she was still very naughty. She
made her mother and father’s life hell. She was really stubborn. When
she played with her father, she always wanted to win. If she lost, she
cried.
The girl’s real name is Christina. Yes. I am that naughty girl. Now,
I don’t throw my shoes again. I won’t cry all the tim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has changed me. What is it? It is love – not the love from
the strangers in the streets; not the love from the neighbours; it is the
love from my parents.
They teach me how to be a useful person. They encourage and help
me when I have difficulties. They pay a lot but I never return anything.
Yes love,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Now I tremble at your name

內容：在交流營中，同學們將透過不同的活動，
如模擬大學生活遊戲等接觸大學生活裡
常見的問題，從而明白懂得自行抉擇的重
要性，並探討何為正面的大學生形象。除
此之外，參加者更可藉此預先認識良好
的大學校園生活及文化，及早適應大學生
活，同時紓緩同學們考試的壓力。
日期：20-23/6/2008（4日3夜）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暫定）
費用：$ 350（包括營衣, 食宿等）
主辦單位：學友社大專部
截止報名日期：2008年5月20日
查詢熱線：9271 1128（謝先生）或 2397 6116
（雷小姐）
網址：http://hyc.org.hk/tsd/activities_detail.
php

Yeah Show 2008──唔生唔死
活動性質：大型棟篤笑音樂佈道會
內容：有人唔想生，有人唔想死；有人活得要生
要死，有人活得唔生唔死；有人唔知點解
要生，有人唔知 點 解會死。究竟生 為何
事？死後何往？「唔生唔死」讓你知道如
何生，而又唔怕死。
日期：31/5/2008（下午3時及晚上8時）
1/6/2008（下午3時）

Nothing in the world will ever be the same.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Hall 3

So,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費用：$ 300、$150、$100及$40

Christina Lam
（TWGHs. Lui Yun Choy Memorial College）

主辦單位：飛躍網絡國際
查詢熱線：8112 1828
網址：http://www.networkj.org

support me whatever happens to me.
Of course we sometimes have argument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ometimes I am too naughty;
sometimes my school reports are not satisfactory;
sometimes she is too annoying. But, we will forgive
each other quickly and soon can be ‘friends’ again. She
is generous and forgiving.

好書速遞

南丁格爾──
戰火中的護理先鋒

She is often very funny. She will do some silly
things to make me laugh. I will also do the same to
please her. We love each other so much. I know that no
one else on earth will treat me like what she does to me.
I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A）書籍資料
作者：林文月
出版社：突破出版社
類別：偉人小傳

Law Mo Kit, Kitty
（TWGHs. Lui Yun Choy Memorial College）

M y Best F riend

頁數：200頁

B）內容簡介
堅持不懈的愛心服務，至死方休！
1820年5月12日，弗羅倫斯．南丁格爾誕生於意大利
弗羅倫斯。自小家境富裕的她，卻立志要作當時被
認為是低下工作的護士。1854年，克理米亞戰爭爆
發，她更奔赴戰場，救護前線傷兵，視為天賦使命！
父母不理解，軍官輕看她；在巨大壓力和危險下，她
仍堅持信念，衣不解帶，日以繼夜地服侍，深得傷兵
的敬愛！她更改善醫院的設施，改革護士的制度，啟
發紅十字會的創立，影響近代護理管理，贏得後世
一致稱譽！
90年後，她悄然離開世界，全球一起追念她⋯⋯國
際紅十字會設立南丁格爾獎章，並以她的誕生日作
為國際護士節。

巨人的秘密

投稿細則
1） 請以電腦打好稿件，儲存為w o r d檔案，電郵至h o n g k o n g@
cchc.org，主旨註明：「xxxx（專欄名稱）投稿」。
2） 為了刊出更多讀者的來稿，請大家用字精簡，並注意各專欄的字
數上限，已包括標點符號。
- 生命Teen使 （100字）；
- Teen語部落 （50字）；
- Teen作之合 （600字）；
- 動人Teen地 （600字）；
- Teen羅地網 （好書速遞500字；活動情報 200字）
- 傳召證人 （600 字）。
3） 圖片請儲存為jpeg檔案，解象度下限為300 dpi。
4） 來稿必須未曾經過大眾傳媒公開發表，亦不能轉載或抄襲。

A）書籍資料

B）內容簡介

作者：趙莒玲、吳俊德、

《巨人的祕密》系列以有趣的觀點和角度描寫了10個生命巨人的成長故事。
偉人的故事告訴讀者們：生命或許有困難和不容易經歷的地方，但卻是永遠
都有希望。例如知名作家黑柳徹子曾經被小學老師趕出學校；創造「多啦A
夢」這著名角色的藤子不二雄在學校的成績是倒數第一；藝術博士黃美廉患
有腦性麻痺；《魔戒》的作者托爾金從小便沒有父親⋯⋯他們都有各自的困
難，但是他們都沒有因此放棄生命和夢想，而是努力不懈地在人生路上奔馳
著。最終，他們證明了只要願意努力，生命可以是充滿希望的。

游紫玲 等著

5） 請提供個人資料，以便聯絡，包括：真實姓名、性別、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地址及所屬學校；如需使用筆名，請一併提供。

出版社：宇宙光

6） 不設稿酬。

類別：青少年讀物

7） 作品一經選用，本報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
8） 本報編輯保留有關稿件之刪改權。

頁數：各144頁

月報
「濠江掠影」出版說明
「濠江掠影」專頁以澳門社會現況、典故/史蹟、文化/民俗為骨幹，打造系列性的專
欄，以闡釋基督信仰的價值觀。現設專欄如下，歡迎投稿：
·【濠城概覽】—— 概括報道社會動態及其對市民的衝擊
·【濠景共享】—— 介紹文物、民俗、景點等，啟發對信仰的反思
·【濠情壯誌】—— 剖析社會現象，正視困局與危機，從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出發，
提供舒解之道
·【濠鏡逸事】—— 從歷史角度報道澳門軼事逸聞
·【濠訊速遞】—— 節慶、比賽、活動等消息的報道
·【濠畫同賞】—— 藉漫畫傳遞信息，針貶時弊

派糖和停牌的實際內容，報章早已詳
細報道，本文要提出的，是寄語政府在治
標之餘，毋忘治本；在停止發牌之後，更
須發展那些可積極幫補國計民生的「大
計」。
黃、賭、毒，向來是人類社會的三大
毒瘤，它們與貪腐及黑幫更是難兄難弟，
有著千絲萬縷、難分難解的關係。一個以
賭立埠的城市，在這種全不討好的三岔口
上，唯一可行之策，似乎就是肅貪反腐，
全力建立廉能的吏治。在
「容忍」賭 博之餘，也盡
力清除黃、毒、黑。實效固
然未必理想，但總比鴕鳥
政策可取。歐文龍被判罪
成，是一支強心針，使社會
露出彌足珍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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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宜大力發展藝術，多舉辦音
樂、美術、歷史等文化項目，並強化澳葡遺留
下來的歐陸小城風光；而增設交通配套，全
面修建已有的文物景觀，促進旅遊業，更是
當務之急。
特區政府袞袞諸公，能兼聽乎？
茵蕊

派 糖五仟大元

濠情
壯誌

4

月22日，何特首高調「派糖」，宣布推出
多項紓解民困的措施，其中最具代表性、
被傳媒廣泛大事報道的，非不論年齡、貧
富，每位濠江永久居民皆可獲派5,000大元這消
息莫屬，使人人額手稱慶，舉埠同歡。

同日另一則大新聞，是中央
胡主席直接下達指令，指示澳門
特區政府立時停止增發賭牌，而
停牌的時段，是未來一段「長時
間」。

「5·1」大三巴前
廣傳福音

濠訊
速遞

度合作，並將派贈行動延長至5月4日，
期間適逢奧運火炬於5月3日傳送至澳
門，相信屆時大三巴前地勢必人頭洶
湧。

月，澳門政府有關部門斥資裝飾大
三巴前地，在 階梯邊 佈置 奧 運福
娃，以迎接5月3日奧運火炬在澳門

近
傳送。

5月1日，原是勞動階層輕鬆愉快的假日，
但近年澳門的「5．1」卻成為基層大眾遊行示
威發洩怨氣的日子，去年警察向示威者開槍
的事件，至今記憶猶新。
無論是昇平歌舞或是搖旗吶喊，大三巴
總成為國際傳媒的焦點，皆因這裡是澳門的
地標，是遊客必到之地。
去年，基督教角聲佈道團香港分會與澳
門宣教組織共兩隊義工隊首次合作，趁「5．
1」假期在大三巴派贈《號角特刊》及福音禮
物包（內容：《聖經》、福音小冊、小禮品等）
給內地遊客，反應熱烈。今年「5．1」雙方再

去 年 參加 大 三 巴派 贈《號 角 特
刊》及福音禮物包活動的義工共312
名，送出37,780本中文《聖經》禮包以
及175本英文新約《聖經》，16人決志
信主。另澳門宣教團隊在今年首3個月
送出13,104本中文《聖經》及263本英
文《聖經》；上月復活節期間，廿多名
義工派發了920本《聖經》和禮物包。
有位名為「小羊兒」的義工在協助派發
《聖經》後有這樣的感想：「我突然發
現澳門因賭權開放，令許多不同國家
的人進入澳門工作。當我放眼四周，
我發覺有許多家庭傭工，在茶餐室、
手信店等許多不同地方工作的外地僱
員。那一刻，我才醒悟，是超乎一切之
上的上帝，讓生長在此世代的澳門基
督徒得著這個傳福音的機遇！」
王大為

全力投資教育事業，培訓最優秀的
師資，大幅度提升教學設備，務
使軟件和硬件同時「劇增」，以
期促進良性循環，實現百年樹
人，是長期存活之大道。不此
之圖，濠江無望。

濠鏡
逸事

（設計圖片）

葡人未到澳門先到香港──屯門

澳門東望洋街塔石體育館前面，有一個很小
的花園，名叫「華士古·達伽瑪花園」，在花
園中央並且建有一座紀念碑，在紀念碑的頂
部置放了華士古·達伽瑪（Vasco da Gama）的半身
銅像。至於葡人進入澳門的時間，一般澳門歷史研究
學者多認為是於1553-1557年之間。而這位達伽瑪早
於1524年死於印度總督任內，換言之，達伽瑪生前是
沒有到過澳門，而是期後澳門葡人政府為他豎立豐
碑，以表對他一生貢獻的銘感。

在

華士古·達伽瑪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於1497
年7月8日率領四艘船隊，水手和士兵共有150人，自葡
萄牙里斯本出發，繞過好望角，沿非洲東海岸北行，
翌年抵達印度，終於開通了東西方的航道。所以今年
亦是華士古·達伽瑪發現東西航路610週年紀念。
自華士古·達伽瑪發現東西航路之後，葡人於
1510年用武力征服印度的果亞（G o a）;1511年佔領
馬六甲（明朝稱之為滿剌加），建立葡人在東方的勢
力。由於葡人在馬六甲與中國人有所接觸，故對中國
本土的政治、文化、社會多有探問和認識。雖然葡人
佔領馬六甲之後，在南洋一帶的香料群島取得貿易的

利益，但他們總希望到中國，在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尋
找更大的商機。因為當年歐洲人所認知的中國，是
一個土地極廣，人口眾多，物產富庶，環境壯觀的國
家，非要找到中國，則無以擴大貿易的財富。
葡人到中國的進發，先於明朝正德八年（1513
年）有佐治·阿爾華列士（Jorge A lvarez），得中
國人協助乘馬六甲船，越年抵土步屯門（Tamao），成
為到中國的第一位葡萄牙人。在回程的時候，阿爾
華列士特在屯門豎起刻有葡萄王國徽號的石柱，作
為紀念。同年葡王派遣安德拉（Fer nao Peres de
A n dr ad e）率領四艘船隻前來東方，以便向中國朝
貢尋求通好，並選任皮利司（To m e P i e r e s）為使
者，1516年8月抵馬六甲，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八
日（1517年8月15日）抵達廣東屯門，再經虎門進入
廣州，自稱為佛朗機貢使。兩廣總督陳金，安置皮利
司等人在光孝寺學習中國跪拜禮儀三日，然後接見。
其後允為代奏朝廷，期獲准赴京。適逢其時廣州發
生瘟疫，安德拉與船隊退回屯門，僅留皮利司在廣
州聽候消息。翌年有安德拉弟西蒙·安德拉（Simao
de Andrade）接任，西蒙為人暴躁，橫行無忌，在屯

門一帶的島嶼設置刑場，製造火炮，並到處搶掠，引致
官民憤怒，後為廣東巡海道汪鋐，率大軍在屯門一帶
擊敗葡兵。據《新安縣志》有載：
「汪鋐號誠齋，徽州婺源縣人。正德十六年，任巡
道。番 佛郎機，假朝貢，佔據屯門海澳，時肆剽掠屠
食嬰兒。御史邱道隆、何鼇，前後具奏，准行驅逐。」
就史乘所載，葡人自1514年至1521年強佔屯門，
前後有七年之久。由於葡人在屯門不得其逞，期後轉
往浙江和福建一帶活動。
屯門位於新界青山灣，今日經已成為香港的新市
鎮，人口聚居甚眾。據知屯門為古代珠江對外出入的要
道，早於唐代年間設有屯門鎮，駐兵鎮守。及至宋代有
屯門寨，大嶼山寨，官富寨等三處建有軍營，以作海上
一帶防衛。及至明代，東莞成為守禦所，屯門只設墩
臺，海防地位已告消失，故為葡人有機可乘，在屯門橫
行有七年之久。在此可見葡人來到澳門之先，經已在具
有歷史性地位的屯門進行活動。
李志剛

睇完《號角》心思思·664個派報地點您可知？

（185）
公開取閱地點（每月首個星期開始派發）
香港區（39）

春田咖啡 上環文咸東街79號地下
立法會劉千石議員辦事處 香港中區政府合署西座327室
繆斯琴行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10號中商大廈601室
天道書樓（中環） 中環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5樓502室
中環水族坊 中環皇后大道中79-83號萬興商業大廈1樓B室
奧迪聽力及言語中心（中環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36號興瑋大廈20樓2002室
失明人推拿按摩足健中心 中環德輔道中40號通明大廈205室
樂意僱傭中心 中環威靈頓街98號翡翠中心12字樓
香港浸信教會（怡樂坊） 香港堅道50號地下
播道會港福堂 金鐘遠東金融中心1字樓1號室
以琳書室（金鐘） 金鐘力寶大廈1字樓3號店
樂意居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跑馬地） 跑馬地奕蔭街28號地下A號舖
循道衛理書室（灣仔） 灣仔軒尼詩道22號衛蘭軒地庫
循道衛理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99號1樓
靈實日間社區復康中心 灣仔皇后大道282號鄧肇堅醫療中心1字樓
雅賢針炙美容學院 銅鑼灣謝菲道500號維安商業大廈20樓A室
彌賽亞髮廊 灣仔駱克道357-359號鴻圖商業大廈2樓B座
新書館 灣仔軒尼詩道303號華創大廈3樓
香港敲擊樂中心 香港灣仔道230號佳誠大廈21樓
澳百麗澳洲產品專賣店（三號店）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廣場305店
天道書樓（銅鑼灣）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金百利11樓3室
南記粉麵 銅鑼灣波斯富街106F地下
宣道書局（北角）炮台山英皇道238號一樓
天道書室（北角）北角英皇道255號國都廣場2樓206室
宣道會北角堂 炮台山英皇道238號一樓辦事處
華記小食 北角渣華道72號地下
聖雅各福群會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地下
適體能顧問國際 北角英皇道121號七海商業中心136室
宣道會北角堂教育樓暨家庭服務中心 北角電器道233號城市中心二樓第二期
方舟書室（北角） 北角英皇道500號港運城商場118號舖
宜利書報攤 北角英皇道14號（蘋果商場門口）
更新會 英皇道250號408-409室
耀基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北角電器道153號地舖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陳列室 魚則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德宏大廈1609室
Fullness Hair 豐盛髮廊 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賽馬會協青社大樓地下
COInfinity 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4號舖
樂意居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西灣河） 西灣河筲箕灣道45號地下
基督教善樂堂 筲箕灣道324號潤民商業中心1樓
聖恩出版書店 筲箕灣道360號天悅廣場0107號舖

九龍區（83）

中信書室 尖沙咀寶勒巷25號8樓
世博旅遊（香港）有限公司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9號信基中心13B
香港讀經會 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3樓A室
萬國兒童佈道團 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3樓C室
道聲圖書中心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地下
樂恩藝術中心 九龍窩打老道73C號愷悌閣2樓A室
從心會社 尖沙咀北京道57號國都大廈301-302室
國際自然療法學院 尖沙咀柯士甸道122號麗斯中心17A
Bon Appetit 尖沙咀柯士甸路145號花園大廈9樓B室
Peace Square 尖沙咀漢口道19-21號漢宜大廈2樓B室
天道書樓 （尖沙咀） 尖沙咀金馬倫道18-20號萬勤商業大廈2樓
一心花藝禮品設計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6號希爾頓大廈LG/F 18A
奧迪聽力及言語中心（佐敦中心） 九龍佐敦道23-29號新寶廣場12樓1203-04室
卓凝軒美容護膚中心 九龍佐敦道227號廟街植麗素商業中心2樓
文藝出版社門市部 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駿發補習社 油麻地駿發花園第一座地下E舖
澳百麗澳洲產品專賣店（一號店） 旺角奧海城2期商場UG02D店
成長動力教育中心 大角咀港灣豪庭廣場1樓105-106舖
天人中醫醫務所 九龍佐敦彌敦道381號381廣場一樓133室
宣道出版社九龍油麻地廣東道861號永發大廈4字樓
導航者書室（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21號禮基大廈2樓C室
欣琍美容院 彌敦道522號金龍商業大廈18字樓
恩奇書業 油麻地彌敦道562A號1樓
俊慧教育中心 油麻地彌敦道476號優質教育中心8樓801室
Le Mans 旺角登打士街44號恆隆大廈7樓
福溢旅遊 旺角雅蘭中心1601-1621室
基道書樓 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0樓
孕寶寶嬰兒用品 旺角西洋菜南街百寶利商業中心1705室
美羅亞髮型美容 旺角洗衣街81號閣樓
靈風書室 旺角亞皆老街50號3字樓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陳德生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旺角荔枝角道168號萬盛閣一樓
種籽書室（太子） 太子道141號12樓G室
證主書室（太子） 太子彌敦道749號歐亞銀行大廈10樓C-D室
廣濟堂中醫診所 太子道西141號長榮大廈4樓E座
天道書樓（太子） 太子西洋菜北街215號四方大廈地下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 廣東道982號嘉富商業大廈22樓2-4室
家庭學習協會 太子彌敦道788-790號利美大廈13樓
榆林書店 旺角西洋菜街74-84號旺角城市中心8樓
基督教恩典書室 旺角西洋菜街74-84號旺角城市中心8樓810室
證主樂誼閣 青山道128號威利商業大廈4樓
堅信會計師事務所 青山道339號恆生青山道大廈901&8室
宗教教育中心 深水土步巴域街45號地下
救世軍大坑東隊暨社區中心 大坑東龍珠街1號地下
世紀書樓 青山道485 號九龍廣場18樓
Sharon Floral Design 九龍長沙灣昌華街7A地舖
Gourmet Food 長沙灣道833號長沙灣廣場二期110A舖
君好海鮮酒家 長沙灣麗閣 			
珍珠奶茶餐廳 土瓜灣北帝街61號地下
每一天創意餐飲 土瓜灣馬頭角道33號欣榮花園地下11號舖
豐盛生命堂 紅磡新柳街5號			
以琳書室（黃埔） 黃埔吉之島地下G6-02舖
協基會馬可堂青年中心 黃埔第8期黃埔廣場1樓
越南亞呂 紅磡黃埔街42號A地下
詩篇美容中心 紅磡蕪湖街49街地下B1舖
環球聖經公會 九龍土瓜灣貴州街 6 號東方報業大廈6字樓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 樂富杏林街4-6號地下
順興茶餐廳 九龍城衙前圍道56-58號地下
播道書局 九龍城侯王道5號地下
白普理托管輔導中心 橫頭磡 宏孝樓地下8-11號
導航者書室（慈雲山） 慈雲山毓華里16號慈祥大廈中層商場9號舖
金桑歷彩色時代 觀塘道448-458號官塘工業中心三期13字樓N室

電      話

2143 6786
2537 2106
2115 9308
2522 7707
2526 7000
3579 5878
2810 6666
2851 1644
2840 2788
2521 2500
2530 2781
2893 0001
2529 3285
2527 2250
3553 3188
2391 8447
2891 7569
2881 7338
2153 1566
3520 0771
2895 5877

2578 2451
2570 0831
2578 4900
2562 0574
2882 8726
2988 8468
2234 6010
2684 1122
2512 9180
2728 2341
2578 9228
2561 0228
2715 7512
2886 4545
2526 7000
2560 8964
2549 3976
2810 9933
2311 8959
2369 4350
2369 7514
2332 4248
2760 8264
2311 8185
2992 0320
2314 3008
2317 1977
2311 6281
3115 1885
3188 9269
2771 2072
2385 5880
2771 1055
2191 4498
9410 1553
2782 0055
2312 6997
2332 9889
2780 9938
2482 4635
2770 7199
2368 8773
2396 3528
3188 2540
2395 3473
2787 3137
2390 6574
2380 9864
2380 2667
2191 5868
2776 6887
2783 0630
2493 3350
2388 8684
2388 6007
2387 8002
2725 2009
2776 6333
2776 9866
2338 7472
2368 9690
3105 3285
3188 1001
2244 5558
2711 3193
2714 5288
2330 1220
2363 5619
2334 5818
2356 8578
2356 7234
2339 0660
2382 1550
2382 4922
2336 1406
2327 9888
2707 0933

本報委託「展毅中心」於5月14至16日，下午4:00後於下列地點以人手派發：
歡迎取閱：
港鐵沿線各站外· 葵芳、長沙灣、旺角、佐敦、尖東、上環、金鐘、鑽石山、
九龍灣、坑口、紅磡、九龍塘、沙田、上水站
輕鐵·屯門市中心、元朗總站
「展毅中心」是一所非牟利機構，旨在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復康服務。主要服務範圍
包括：商品包裝、洗衣、家居清潔、印刷、派遞及物流服務等。
如有查詢，請電3157-1515黃主任洽。
影音使團 觀塘鴻圖道19號富登中心22字樓
G.O.D.Music & DVD Shop 觀塘開源道68號觀塘廣場304舖
蘭香園 牛頭角道273-275號地下
德發茶餐廳 牛頭角定業街1號地下
豐盛汽車服務中心 觀塘榮業街海濱工業大廈A1地下
種籽書室（觀塘） 觀塘巧明街110號興運工業大廈1字樓B1室
金禾田餐廳 觀塘巧明街110號興運工業大廈1字樓2B室
創世記書房 觀塘巧明街117號APM港貿中心2樓201室
基督教以勒社會服務網絡翠楊中心 觀塘翠屏 翠楊樓地下
Amazing Grace with 僖晞 九龍灣淘大商場二期三樓創業徑A15
影音使團 觀塘鴻圖道19號富登中心22字樓
H.K. Pets Hospice Care Service 九龍灣太平洋貿易中心9樓18室
芥菜種 九龍觀塘道472-484號觀塘工業中心一期四樓H&J室
TOUCHMUSIC 九龍塘范信達道3號地下C室
天道書室（九龍灣）九龍灣德福廣場二期610室
基督教互愛中心 順天 天恆樓1-5號地下
致愛社會服務中心（藍田康 苑）藍田康 苑祥 閣地下
彩種子 藍田匯景廣場5樓24號		
生命資源書室 將軍澳廣場2樓2-091號舖
金路書屋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一期地下47室
得如僱傭中心 （將軍澳） 新都城中心一期地下88室
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將軍澳尚德 尚智樓四樓平台
東煌酒樓 將軍澳明德 明德商場一樓103號

2396 1688
2951 9228
2389 6443
2331 9267
2304 8155
2720 3670
2345 5838
2332 0462
2686 9599
2763 9633
2396 1688
3113 5738
2116 1946
8201 2400
2997 2330
2782 2779
2625 9641
2772 0348
3165 8632
2702 8812
2706 6533
2178 3118
2271 0227

真証傳播 葵涌貨櫃碼頭71號鐘意恆勝中心1203室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麗瑤長者鄰舍中心 葵涌麗瑤 樂瑤樓地下102-106室
奇妙旅程精品書室 葵興興芳路166-174號新葵興廣場1樓17室
新盼望資源中心 葵涌葵芳葵義路15號葵芳閣地下
青衣長者鄰舍中心 青衣青衣 宜偉樓地下B翼
樂道會荃灣堂 荃灣享和街94號安豐大廈1樓A座
天道書樓（荃灣） 荃灣綠楊坊商場 2 樓 S9 舖
德慧文化 荃灣德海街18號富利達中心 2 樓
金蘋果書屋 荃灣海壩街50號滿樂大廈康樂樓地下2號地舖
研樂補習學校（海濱花園） 海濱花園C平台138號舖
陳偉業議員辦事處 荃灣福來 永康樓地下9A
挪亞書店 荃灣悅來酒店悅來坊商場地庫B101舖
榕榕酒樓 荃灣海霸街108號地下
學之源有限公司 屯門青山公路250號彩暉花園E座地下17號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寶田中心）屯門寶田中轉房屋寶田商場三樓301室
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兆康中心）屯門兆康苑商場2樓227號
美門書坊 屯門屯喜路2號 麗廣場1619-20室
天道屯門服務站 屯門青海圍麗寶商場2樓100室
大發餐廳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翠珊園5號地舖
大發威煌廣東菜館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麗虹花園9號舖
陳偉業、陳美蓮議員辦事處 天水圍天慈 慈恩樓地下1號B翼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議員辦事處 天水圍天悅 悅富樓地下C翼
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元朗天水圍天耀 耀華樓地下
信實牙科醫務中心 天水圍頌富商場223-224號
佳威僱傭中心有限公司 元朗大棠路11號光華廣場1209室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愛青年中心 元朗屏信街5號
宣道書局（元朗） 元朗青山公路1號珍珠樓10號地下
錦光生命書房 元朗教育路18-24號元朗商業中心3/F
仁愛福音教會 元朗安樂路77-81號建安樓C舖
種籽（元朗）書室 元朗壽富街65號時益大廈2字樓3號舖
世界福音武術聯盟香港籌委會 元朗裕榮徑11號好旺樓19號地下
禁區汽車零件 新界元朗錦田公路560號
天恩精品店 上水新健街14號A地下
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上水彩園 彩麗樓101-116號地下
彩虹甜品屋（上水） 上水馬會道154號地下
奧家庭脊醫中心 上水龍琛路66號地下
潘忠賢議員辦事處 粉嶺華心村潘忠賢辦事處
禾穗子日本料理 粉嶺一鳴路23號牽晴間商場33A-33B地舖
粉嶺宣道園 粉嶺龍躍頭新屋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太和 麗和樓地下
創奇教育中心 大埔新興花園地下31號鋪
彩虹甜品屋（大埔） 大埔昌運中心84-85號地下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大埔浸信會區張秀芳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大埔富亨 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欣悅天地 新界大埔墟懷義街14-18號地下
現代經典（髮型屋） 大埔寶鄉街106號閣樓
天恩堂中醫診所 大埔太和路太和中心23號B地舖
突破書廊（村門店） 沙田亞公角山路33號突破青年村
天道（沙田） 沙田連城廣場407-8室
短宣中心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7樓1-4室
基督教協基會沙田家長資源中心 沙田彩翠 新月樓206-208室
沙田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沙田瀝源街1號地下
浸信宣道會明恩堂恆安白普理閱讀中心 沙田馬鞍山恆安 恆峰樓A翼地下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407室
滿記甜品 西貢普通道11號地下
西貢區社區中心 西貢沙下			

2409 1233
2744 9308
2426 8936
8204 5622
2433 6414
2498 3522
2498 1931
2407 4000
2413 6789
2419 7373
2411 3107
2405 0711
2380 7883
2618 7106
2462 1700
2465 7166
2618 9547
2458 8028
2443 5533
2443 3444
2445 9900
3147 9099
2446 2023
2944 2400
2473 3292
2473 6717
2474 0292
2477 6898
2470 0587
2478 6183
2479 7628
2483 3329
2671 5192
2673 2120
2673 3033
2668 6633
2675 7606
2256 4691
2669 8218
2650 8807
2667 7409
2667 6025
2666 0761
2656 1150
2651 6733
2331 9683
2632 0715
2691 7666
2751 7744
2601 3017
2608 2698
2642 3564
2148 3301
2792 4991
2792 1762

長洲碼頭報攤 長洲碼頭
正生樂滿堂餐廳 長洲大新海傍道117號地下
棉花百貨 長洲東灣路壹號地下
宣道會坪洲堂 坪洲永興街23號
南島書蟲 南丫島榕樹大街79號地下

2981 6279
2981 3222
2983 8719
2982 4838

新界區（55）

離島區（5）

澳門（4）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總代理） 雅廉花園3-G座
澳門浸信會書局 白馬行41號地下
澳門耶路撒冷之城 文第士街39號A地下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洲中心 美居廣場新勝閣

（853） 28 554 978
（853） 28 323 476
（853） 28 529 277
（853） 28 226 146

（476）
內部派發地點（只供該團體人士取閱）
教會 / 機構 / 團體（278）·神學院（11）·屋苑（39）·學校（107）· 醫院及診所（23）·澳門（20）

月報

看

著喜笑顏開、扶杖慢行的太太
任杰，心裡實在充滿了感恩！難
以想像，她於半年前，在加拿大
多倫多校區行人專用線過馬路時，被一
輛速行的警車撞至拋起，重傷得即使動
彈一下也很困難，事發3個多月後，竟然可
以重新站起來，我們怎能不感恩？在這樣
艱難的環境裡，我們仍然可以經歷到上
帝愛的醫治、裹傷和安慰⋯⋯

太，我和女兒不但痛心、無奈，甚至幾
乎無法面對！警車衝力之大，不但將太
太撞倒後拋高，甚至警車的車頭也見凹
痕，可以想像傷者所承受的力度，非同
小可。經檢查後證實，她身體有8處骨
折、多處擦傷，且有大面積淤血，頭顱
內更有微量出血，左耳失聰⋯⋯為此，
必須進行兩次骨折固定手術；這一切的
打擊令她極度痛苦和不適。

警車衝撞．太太重傷

住院初期，她 基本上是處於半昏
迷狀態，嚴重創傷及長時間不能進食，
令她極度虛弱，更引起了身體其他部分
的問題。縱使如此，我們仍然要感恩，
因為她的心、肝等內臟並沒有受傷，脊
椎、胯骨、盆骨等也
沒有問題。

20 07年11月9日晚上8時左右，我
正身處紐約公幹。急促的電話鈴聲打
破了會議的寧靜，「爸爸，媽媽車禍出
事了⋯⋯」電話傳來女兒驚慌、無助的
哭訴，雖是細微的聲音，卻像雷聲般將
我震倒。出事前，太太正準備參加女兒
中學畢業典禮，在校區行人專用線上，
先按下表明有人過馬路的黃燈按鈕，
然後依足規矩朝學校方向走過去；不
料，在全無心理準備下，竟被一輛並非
在執行緊急公務的警車猛力飛撞，同
行的女孩也告受傷（幸好只需縫針）。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
篇》四十六篇1節）當夜，紐約及加拿大
的同事們即時為我和太太禱告，讓我心
裡得著安慰和平安。次日早上，由紐約飛
回多倫多的我，立刻飛奔至新寧醫院。第
一眼看見太太的時候，幾乎認不出她：整
個人腫得變了形，全身緊裹繃帶，頭戴氧
氣罩，身上插滿了管子；頭上有腫塊，臉
上有傷痕和血漬，上嘴唇外翻，右腿、左
腿、右手腕、右肩等多處骨折。她用力地
睜開眼睛看著我，氣若游絲地吐出幾個
字：「你回來了。」雖然我很心痛，淚水令
雙眼模糊，但心裡實在滿了感恩：「感謝
上帝！她竟然還認得我！」

八處骨折．身心俱痛
起初看著眼前傷得如此嚴重的太

教 會的弟兄姊
妹們、同事們、太太
的同事，以及身邊的
親友們，都一直為我
們禱告，紛紛多次到
醫院探望，用愛心分
擔 我 們 的 傷 痛、憂
慮。有些友人送上寫
有《聖經》金句的慰
問卡，有些則帶來補品和湯水，有些送
上鮮花和水果，有些則給予金錢上的支
援。更感恩的是，一位與我們素不相識
的新寧醫院員工（同事的好友），竟然
每天都帶著自煮的湯水來探望太太；另
有一位素未謀面的弟兄，亦捧著盆栽趕
來安慰她。他們的禱告、愛心和真情，
實在安慰及鼓勵了我們，令我們感動不
已，心中滿是感恩！這絕對是上帝的愛
透過眾人彰顯在我們一家身上！

賺得世界．賠上生命
「我的 心 哪，你曾對耶 和 華（上
帝）說， 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
以外。」
（《聖經．詩篇》十六篇2節）無

出版社、書室及教育機構 ——
刊登全年

「定格大格」

廣告

將享有更大折扣優惠，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歡迎致電 3106 8047
與廣告部洽

雖遇車禍．因禍得福
我與太太結婚快20年了，平常大家
忙於工作，彼此間很少交流，生活也歸
於平淡。因著這次車禍，我們不僅天天
相對，更是彼此相愛、扶持、鼓勵，二人
的關係更親密，心靈更親近。
從發生車禍到出院期間，我沒有一
天不到醫院陪伴她，哪怕要被迫放下工
作，我也甘於全人全心地投入服侍她。
許多人都擔心我會太辛苦，然而，我無
怨無悔。自從她可以進食後，我便天天
給她送飯菜去，餵她吃，協助她洗澡、
按摩、穿衣，給她梳頭、剪指甲⋯⋯這
一 切 我都 做 得甘心
樂意，樂在其中。

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既然沒有阻
止車禍發生，我們便憑著對祂的信心去
接受，並嘗試學習祂給我們的功課。太
太在車禍發生之前，工作量一直遠超她
所能負荷（除了1份全職工作以外，她還
有1份兼職，1星期工時超過60小時），
以至她經常累得要死似的；雖然明知應
該停下來，但卻捨不得放下。她不僅沒
有時間去娛樂，沒有時間休息，甚至閱
讀《聖經》和禱告的時間也沒有了！車
禍發生後，太太不得不停止工作。當她
在病床上不斷求問上帝，此事為何臨到
她身上時，上帝用上這節經文來告誡她：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
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馬太福音》十六章26節）她相信是
上帝藉著這件事令她放緩下來，好好反
省，不要偏行己路，不應再把工作放在
生命之先。
這次上帝確實保守了太太，雖然她
遭到如此嚴重的車禍，但同時經歷了上
帝的信實和醫治。醫生告訴我們，太太
雙腿的手術非常成功，右手經打石膏後
也恢復得很好，不需再進行接駁手術；
而左耳的聽力亦逐漸恢復，面色和精神
也一天比一天進步。她康復的速度之快
之好，即使醫生和護士都覺得奇妙。不
足3個月，她已經可以扶著拐杖慢慢行
走，完全超乎我們所思所想，只能說，這
是上帝奇妙的醫治！

太太說：「若不
是這場車禍，不知道
你有這麼愛我。」我
回答：「若不是這場
車禍，也不知道身邊
的人如此愛我們。」
這件 在 別 人看來 是
禍的意外，卻讓我們
飽嘗上帝和 信 徒 無
私的大愛，為此我們
要再感恩！

聖經金句．撫平心靈
較早前，安省特別調查組（SIU）調
查報告稱，肇事警員不是蓄意危險駕
駛，沒有刑事責任。當時我在想：在校
區的行人專用線，按交通規則過馬路的
行人，居然被最應該遵守交通規則的警
車所撞，我實在不敢相信，也不知道當
時那位警員在幹甚麼？
感謝上帝，祂很快便藉著《聖經》
撫平我那 顆 不 平的心：「不 要自己伸
冤，寧可讓 步，聽 憑 主 怒（或作 讓 人
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
在我，我必報應。』⋯⋯」（《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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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19節）相信公平、公正、公義的上
帝，自會為我們伸冤。

上帝信徒．共渡難關
然而，每當回到現實裡，面對不明
朗的前景，人難免會掛慮、擔心，以及壓
力很大；身體上、精神上、心理上、經濟
上等問題，都足以叫我們身心疲憊，無
法面對。幸而我是信靠上帝的人，知道
上帝與我們同在，不是我獨自去面對，
而是有一眾愛上帝又愛人的信徒們，在
各樣事情上幫助我們，使我們即使在困
難中，心裡也有真平安！若是單靠我自
己，真的撐不下去！正如《聖經》記載：
「我（耶穌基督）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
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
膽怯。」
（《約翰福音》十四章27節）

倚靠上帝．祂永看顧
未來怎麼樣？太太甚麼時候可以獨
立行走？會不會有後遺症？還可不可以
工作？事件是否可以得到公正、完美的
處理⋯⋯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卻知道，有
一位掌管一切的上帝在看顧。
甚麼事在人的手中呢？連自己的生
命都不能掌控，下一分鐘要發生的事都
無法預知，人還有甚麼可以誇口的呢？
在此，真希望每個人能轉而倚靠上帝，
而不再單單倚靠自己、倚靠環境生活。
相信了耶穌，並非就不會遇見災禍，但
卻知道我們的一生，都有上帝負責，哪
怕是世人看為 不幸的禍害，信靠祂的
人，仍可有平安、喜樂伴隨的保證！
編者按：目前，孫太可用拐杖撐著
走路，每週需進行兩次物理治療，他們
一家靠著保險金暫發的生活費過活。
事件仍在進行中，孫先生因需照顧太太
而未能工作，請大家繼續為他們一家祈
禱。
孫建民

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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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
的大餐
頭小老鼠，經過一間房子；牠嗅到了牆壁的

一

另一面，傳出了陣陣香味。小老鼠走近牆角，
赫然看見一個小洞。那陣陣香氣，就是從這

洞口透出來的。小老鼠趕忙探頭進洞內窺看。嘩，妙極
了！原來房子裡滿放著乳酪，大的小的不同品種，都散
發著濃烈的香氣。那芳香叫小老鼠無從抗拒。牠立即
朝洞內去鑽，可是，洞口委實太小了；牠的個子雖然不
大，但仍然是差那麼一點點才能鑽得進去。小老鼠試圖用抓，用牙去把洞口弄
闊，然而都不得要領。面對美食，小老鼠不甘心錯過良機，於是，牠決定絕食
一日一夜；因為只要把自己餓瘦一點，那就可以鑽過小洞，吃到裡面的美味大
餐了。
這樣子一個晝夜不吃不喝之後，小老鼠瘦身成功了。牠閉著氣，縮起身體
內進。哈，這次果然得心應手，整個身體就此滑過了牆洞！太好啦，這裡面隨
處都是美味極品，牠從來未曾如此開懷大嚼過。小老鼠盡情吃、吃、吃，吃個
不亦樂乎。好，吃飽了，天下美味再也吞不下了，小老鼠要回家了。可是，這一
回，同樣的難題又來了。肚皮漲大的小老鼠，身體驟然發胖，怎樣也鑽不過那
個小洞口。牠走不出來了。怎麼辦呢？小老鼠苦思無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二
十 世 紀
的物理學
家中，德國人普朗克（Max Planck）是
重要的一員。他是量子力學的創始人，
又對相對論有重要的貢獻。除了個人在
1918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外，在他
的研究生中，更有兩位後來獲得諾貝爾
獎。

作育英才．成家立室
1879年，普朗克完成了《關於熱力
學第二定律》的博士論文；1880年又因
發表《各同向性物質在不同溫度下的平
衝狀態》，獲授大學教職。但他對熱力

放棄音樂．改修物理

得到很多榮譽及獎項。但第一及第二次

設：E = hV，其中E是能量，v是頻率，中

世界大戰期間，他與瑪麗所生的四個兒

間加入的h，是物理學重要的常數（後稱

女，相繼去世；兩個女兒死於產難，大兒

普朗克常數），是他在研究物體熱輻射

子死於戰場，二兒子因參予暗殺希特勒

小老鼠的故事說來有趣，當中又給我們打開了一個可以思想的空間。人

時發現的。

的行動，而被捕處決；家園也因空襲而

與小鼠有沒有分別？我們看見大千世界，處處散發著令人心猿意馬的魅力，叫

成灰燼。

人努力鑽進其中，力圖分得一杯羹。

學的研究，當時並未得科學界的重視。

基 於「能 量 只能 以能 量 元 素（量

1885年他被基爾大學禮聘，出任副教

子）的形式，向外輻射」這個假設，普

經 過 這許許 多多嚴 重打擊，普朗

授；1887年，與同學的妹妹瑪麗．梅爾

朗克圓滿地解釋了實驗的現象，得出了

克沒有怨天尤人，沒有改變對上帝的敬

克結婚。夫妻二人育有兩男兩女，一家

「黑體輻射定律」
（Law of Black-Body

虔。在晚年期間，他發表了《自然科學與

過著敬虔而幸福的日子。

R a d i a t i o n），即後稱「普朗克輻射定

宗教》演說，表明他信奉那位「超自然、

律」。這個成就，揭開了量子論與量子力

全能、全知、仁慈和聖潔」的上帝，並說

學的序幕，是他後來獲頒諾貝爾物理學

他在科學與信仰之間，看不見予盾和衝

獎的主因。

突，只看見完美與和諧。

在基爾大學任教期間，普朗克繼續
他的熱力學研究，並對原子推論深入鑽

普朗克於1858年，生於德國基爾

研。1892年，他回到柏林大學，繼承基

的書香世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神學教

爾霍夫教授的職位。1894年，奧地利的

授，父親和叔父都是法學教授。他從小

維也納大學要禮聘他為教授，但他沒有

聰明好學，16歲中學畢業後，進入慕尼

接受這份殊榮——據說是因為對祖國

克大學升學。他有音樂天份，可以作鋼

存有一份獨特的情懷——因而得到柏

的氣氛，成為當時學術界的社交中心。

琴演奏，還創作歌曲和歌劇。他曾想過

林學生格外的尊敬和愛戴。

1909年，愛妻瑪麗．梅爾克去世。後來，

以音樂為職業，但於1874年決定放棄，

輻射定律．諾貝爾獎

並以研究物理學為終生職志。他對熱力
學理論的灼見，是從熱力學奠基者的講
義自學而成的。

普朗克對輻射定律的研究，大概是

重施故技──再次絕食一日一夜，讓身體消瘦，像鑽進來時的模樣。

在德國物理學會，提出能量量子化的假

家國慘變．虔誠不改
普朗克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在柏
林 的家園，常常舉行 音樂會，那 歡 樂

普朗克於1947年在德國哥廷根逝
世，享年89歲。他對物理學的貢獻，被
人廣泛懷念；每年的12月14日，在歐洲
被稱為「量子論日」。

如此這般，一晝夜之後，小老鼠慶幸自己終於可以走出了洞口。這時，小
老鼠看看自己，肚子裡依然是空空的，跟進去之前並無兩樣。

那牆洞裡面盡是乳酪的誘惑，走
進其中，便抓抓抓，吃吃吃，這
款乳酪味美，那款乳酪味甘⋯
⋯一一都不放過。不錯，都捧著
了，到手了；都吃著了，到口了；然
而，吃得飽飽之後，那又如何？原
來，到頭來，沒有甚麼是可以帶
走的，包括肚子裡的一切。離開
這花花世界的時候，人可以帶走
甚麼？沒有，就如小老鼠一樣，
空空的來，空空的去；就是這
樣。

石溪

李鴻韜

在他迎娶了表妹瑪格麗後，就有了第三
個兒子。

在1894年開始的。1900年12月14日，他

此後，普朗克在學術界聲名顯赫，

世貿傢俬有限公司

但以理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Daniel Engineering （HK）

昇
悅 家居
Noon Sta r Desi gn

本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務：
室 內 ／室 外 設 計．建 築 ／裝 修工 程
窗簾．燈飾．梳化（承接國內工程）

禮賢會家庭服務中心
一間立志以主為首，
與人同行的專業輔導中心。
輔導內容：
情緒與壓力處理、交友戀愛、婚前輔導、
婚姻及家庭輔導、兒童遊戲輔導、
哀傷喪親、抑鬱症及焦慮症輔導等。
（絕對保密）

承接 : 教會,
學校, 寫字樓,
醫院, 餐廳傢俬
（附設：裝修及防水工程）

歡迎查詢
電話:（852）27500750
傳真:（852）27573632
E-mail : info@tradeintlf.com.hk
Web Site : www.tradeintlf.com.hk

地址：上環文咸東街79-85號文咸中心18樓02室

電話：2838 9928  傳真：2838 9087

英語拼音訓練課程（初班）

想改善英語發音，
又想建立學生的品格？

全心全意·為你服務

學拼音，傳福音?!

天后．北角 ：2578 9386
港 九 豪 宅 ：2578 3678
工、商、舖 ：2578 9281

課程內容：
透過生動活潑的方法，訓練導
師及家長運用英語拼音，提升
學生/子女學習英語的興 趣及
信心，並幫助學生建立良好品
格。（詳盡內容請參閱網頁）

歡迎教會·機構委託

不想「死記硬背」，
串、讀生字更容易？

對象：導師、家長及*教牧同工
（*教牧同工可享額外優惠）
名額：20人
上課地點：活泉全人教育中心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76號百
佳商業中心3樓301室）

日期及時間（共18小時）
2008年
下午2:00 – 6:00
6月21日（六）
及  7:00 – 9:00

「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什麼。」

2578 9228
www.blessingland.com.hk

〔本課程設校友制，可永久免費重讀〕

查詢及報名：2626 9757（張小姐或李小姐）索取表格或
於www.winphonics.com下載 （本課程由榮恩英語主辦）

以基督的心為心
承辦法律事務包括：
意外傷亡索償、民事糾紛訴訟
商業發展合同、遺囑遺產承辦
樓宇管理租售、婚姻糾紛調解

劉笑歡律師行
香港金鐘軒尼詩道8號中港大廈18樓
查詢：2810 1108 yauandlau@biznetvigator.com
Founding Member: Brotherhood-In-Christ Fellowship

基督肢體互助團契

電話：2838 4848 傳真：2838 3835
灣 仔 摩 利 臣 山 道 8 號 地 下A - B 舖

預約及查詢：2439 9897
荃灣沙咀道284號周氏商業中心11樓C室
http://fsc.wd.rhenish.org

聖地資源中心聖地團
唯一以牧師創辦管理、專以牧養信徒注重
聖經教導、復興靈性、建立教會為目標；能
確保行程成為靈命豐收之旅。

網址：www.holyland.com.hk
出發日期：包括（1 / 3 / 5國）08）27 / 5 , 7 /
6 , 14 /6 , 30 / 6 , 16 / 7, 11 / 8 , 6 / 9 , 13 /
9 , 27 / 9 , 4 / 10 , 19 / 11 , 22 / 12 , （09）
24 / 1

（包括教材費 $250）

2008年
6月22、29日（日）

地址：北角電氣道153號地舖  牌照號碼：C-023513

工程熱線：2838 0388

收費：$50-200

費用
每位 $1,380

二人同行價或於
下午2:30 – 7:00 5月31日前報名
（每位 $1,280）
2008年6月28日（六） 下午2:00 – 5:00 截止日期: 6月16日

（約翰福音3章27節）

電郵：noonstardesign@gmail.c om
網站：w w w.n o o n s t a r.b i z.c o m.h k

歡迎教會
機構組團，
特價優惠。
專線：277081828   聖地旅遊 351677

月報

兩位名妓
兩種結局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及《賣油郎獨
佔花魁女》兩個故事，同載於《今古奇
觀》
，同被改編成風靡梨園的戲劇。杜
十娘（杜媺）和王美娘（莘瑤琴）
，同
樣是花容月貌，能歌善舞，才藝出眾，
紅極一時的花國狀元；但一位千古遺
憾，另一位卻獲得美滿婚姻。

身懷百寶空遺恨

以

上說及的兩個故事，膾炙人口，不必
詳細敘述。杜十娘是明朝萬歷年間的
京師名妓，自淪落風塵便傾倒了無數
王孫公子。在芸芸眾生中，十娘愛上了官宦公
子李甲；他是個紈姱子弟，從家鄉到京師，原
為求取功名，但一見十娘，即撒盡千金，沉迷煙
花之地。可惜二人的情緣終以悲劇收場。

賣油郎君結良緣
另一個故事，發生於宋朝二帝蒙塵、高宗
南渡的時代。良家少女莘瑤琴，兵慌馬亂中與
父母失散，被賣入娼家，易名王美娘；因她貌
美多才，成了杭州城的花魁。秦重是位忠誠老
實的賣油郎，對美娘一見鍾情，痴心地存足纏
頭費，去與美娘相聚。
當夜，美娘飲宴回來，醉醺醺地吐在秦重
身上，他不但不生氣，還悉心照料，令她十分
感動。她看透了王孫公子朝秦暮楚，決定自己
贖身，去嫁給安份守己、知心知意的賣油郎。
婚後，她克盡婦道、相夫教子，結果婚姻美
滿、子孫興旺！

猜疑試探釀悲劇
杜十娘與王美娘，雖同樣不幸墜入火坑，
卻沒有自暴自棄，她們都希望脫離苦海，得著
美滿良緣。「一男一女」的正常婚姻，是每個
人都渴慕的，縱使是風塵女子，也並不例外。
但杜十娘與王美娘的婚姻，為何竟有天淵之
別？

上

再說 普羅旺斯

期在本欄的〈法國之行——我的山居歲月〉一文中與讀者分享
普羅旺斯，意猶未盡，決定再寫多一些。

暫別煩囂的都市生活，老遠跑到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期
待的就是那份恬靜與休閒。在這裡，腳步放慢了，連帶思緒也開始躲懶；
甚麼都不想，甚麼都不做，就喜歡在那裡發呆，聆聽四周的聲音。

仲夏蟬鳴
都市的生活，夏季的午後，躲在辦公室裡，沒有機會聽到蟬鳴；沒有
蟬聲的夏天，好像缺少了一點甚麼！普羅旺斯的假期，同樣是夏季的午
後，或許因為天氣悶熱，大家都去午睡了，人們的活動暫停，輪到蟬兒上
場：「知了，知了，知了⋯⋯」這時我喜歡輕閉雙眼，享受大自然奏出的樂
章，輕風陣陣。這樣的夏天，我覺得好滿足，甚麼也不缺了⋯⋯
聽說蟬鳴是雄性蟬為了吸引雌性蟬而唱出的情歌；但對我而言，更
像一首童謠。每次聽到蟬鳴，便讓我想起兒時在暑假的午後，小睡起

直到意志薄弱的李甲，對她說出心中的憂
慮，考慮把她讓給孫富，以紓緩他與父親的張
力，她還是不說真話，用違心的言語，把李甲
向錯誤的陷阱再推一把；最終釀成「怒沉百寶
箱」的悲劇。

真誠相對轉乾坤

無怪乎眾鄉親鄰里，都稱她為賢德的婦
人！
畢珠

重讀《家》有新感受

最

近，重 讀了巴金的成名長 篇小說
《家》。廿多年前讀《家》時，我還
不到20歲，且是個剛從文革禁錮
中開始走出來的青年。一方面，就像書中的
主角覺慧一樣，對書中描寫的舊社會制度、
舊封建禮教充滿憤恨，充滿要跟它堅決鬥爭
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深切同情書中的不幸
女性，特別是鳴鳳。我想我如果是覺慧，我
會比他更勇敢地、帶著鳴鳳逃離那黑暗的家
庭！（當然，我完全沒想過，今天我生活的社
會，和書中所描寫的時代，相差了近一個世
紀。）

定格廣告優惠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此 定格廣告
（費用包括一次簡單設計）
3

查詢請電

3106-8047
hkad@cchc.org

此 定格廣告
1

（2”W x 2 /2”H）

原價每期$600

特價

3個月計
每期$420
6個月計
每期$360

教堂鐘聲
「哦，已經9時了！」
晚上，坐在家庭式經營的餐廳裡，不用看手錶，也能判斷時間
又已過去了一小時。我沒有特殊能力，靠的是不遠處傳來的鐘聲。
每到「整」點（每小時開始的時候），教堂總會敲出陣陣鐘聲，擔當
小鎮最忠實的報時器。我想小鎮的居民或許是不需要時鐘的，聽
鐘聲，再看看太陽的位置，就可依此生活了。
聽說歐洲的小鎮建築風格，都是民宅圍著教堂建築，教堂便
是小鎮的中心點，普羅旺斯也是如此。無論走到哪一角，都能聽到
教堂敲出的鐘聲。有時候，我乾脆坐在那裡，享受那清脆、好比天
籟的聲音，而樂此不疲。
阿Sa

誠
熱
的
青
年

杜十娘雖然愛李甲，但潛意識中卻不信
任他，她明知自己有能力贖身，卻要試探他是
否真誠，要他想辦法籌款，令他受盡白眼、四
處碰壁。即使已成為他的妻子，仍不對丈夫
坦白；雖然身懷鉅富，並已想出解決困難的辦
法，卻不肯告訴丈夫。

另一方面，名妓王美娘，沒有選擇背景複
雜的「衣冠中人」，而選擇了思想單純的賣油
郎；她對秦重的愛情，毫無保留地全情投入。
婚後，她把積存的財富，全部交給丈夫，並協
助他發展事業，與他共享成果。

來，懶洋洋地和朋友一起在家裡的陽台，砌模型或玩「家家酒」。

重讀《家》給我

這兩位名妓所挑選的對象，都是忠實志
誠、性格溫和的男士。但一個是養尊處優的富
貴公子；一個是勤奮向上的勞動人民。公子哥
兒缺乏自立能力，當李甲千金耗盡，不敢回家
見老父時，他只知逃避現實，不知道怎樣面對
困難。

夫妻間彼此信任、赤誠相對十分重要；人
都是軟弱的，我們不應互相試探，而應該彼此
扶持。試想，杜十娘若能在重要關頭，用愛心
說誠實話，拉她丈夫一把，整個故事可能會以
喜劇收場。

香港版 二○○八年五月

1

（2 /4”W x 3 /3”H）

原價每期$1100

特價

3個月計
每期
6個月計
每期

$770
$720

今 天，書 中 描 寫 的 封
建儒家禮教、封建家長制
度、包辦婚姻制度、奴婢
制度、女子裹小腳、男女
不能同校、女子不能剪
短髮等現象，都已經成
為過去。今天的譆者，
在體驗書中所反映的
時代，若加上對作者
巴金高風亮節的懷
想，像他那樣做一
個有良知的人，就將更有所得
著。無論如何，在重讀《家》時，我卻從內
容和個人的投入與解讀中，對作品、對人生、對
世界有了許多新的感受。

對國家應有責任感
封建制度的殘留勢力在中國的20年代，雖
是日落西山，但仍帶給人民巨大苦難和制捁，加
之列強對中國的虎視眈眈，這種制度已到了非得
推翻不可的地步。有良知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
人，像小說中的覺慧一樣，感到「生在現代的中
國青年⋯⋯不是來享樂，是來受苦的。他們生活
在這樣黑暗的社會裡面，他們的責任重大，他們
應該把全社會問題放在自己的肩頭。」我感到：
無論我們的背景如何，我們對社會和國家都應
有深沉的責任感。宗教改革時期，德國的馬丁．
路德對其同胞極表同情，瑞士的慈運理極有愛

國熱忱，反對同胞充當外國的僱傭兵。同時，我
們也要反對不合理的制度，馬丁．路德．金就在上
世紀60年代領導民權運動，推倒了美國的種族
隔離制度。

不能革出內心邪惡
在關注制度的同時，覺慧也偶有對人性和
自我的反思。他曾發誓要娶鳴鳳，但當他知道17
歲的鳴鳳，要嫁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時，他
「經過了一夜的思索之後，他準備把那個少女放
棄了。這個決定當然使他非常痛苦，不過他覺得
能夠忍受，而且也有理由忍受。有兩樣東西在背
後支持他的這個決定：有進步思想的年輕人之
獻身熱誠，和小資產階級的自尊心。」我認為，這
裡不僅是將人本性中的自私、膽怯、狡辯等表現
出來，而且還提醒我們制度的改革，未必能即時
有效地洗滌人內心的邪惡，而人心的邪惡是最難
清除的。
今天我們所處身的後現代社會，更是一個
人心失落和敗壞的時代。我們面對強大的「敵
人」——心靈的空虛和肉體的放縱。我們沒有希
望了嗎？不！當我讀到覺慧「他最後一次把眼睛
掉向後面看，他輕輕地說了一聲『再見』，仍舊回
過頭去看，那永遠向前流去、沒有一刻停留的綠
水」時，我的眼睛濕潤了，我心裡充滿著青年人
的希望和熱誠。

此 定格廣告
1

（4 /2”W x 5”H）

原價每期$2400

特價

3個月計
每期
6個月計
每期

$1600
$1400

權陳

月報

真証傳播

網上影院最新製作
http://WEBTV.GNCI.ORG.HK

恩雨之聲
5月3日 第31集 千古奇謎III——
血證士保羅卷三（重播：5月8日）
有一種使命，傳承超過兩千年，祝福了今日的你和我。
「恩雨之聲」與你一起回到第一世紀血證士保羅面對生死抉
擇的現場。

5月10日 第32集 回頭看——
張朱瑞梅（重播：5月15日）
6年前【恩雨之聲】曾拍攝患有罕見「脊椎神經細胞死亡
症」的張立欣，她的肌肉萎縮，按病例估計不能活過3歲。今
天，12歲的張立欣仍能擁抱每一天。活著，不是生命的倒數，
乃是恩典的加添！

《懷抱世界》系列
第二集 荒漠春風（下集）
【現已啟播】
馮敬道牧師和太太陳文琬放下北美的
安定生活，遠隔重洋，踏上非洲宣教道路。
2007年，他們前赴肯雅北部沙漠區，跟隨美
國宣教士從事跨文化宣教工作，與當地遊牧
民族建立互信關係，展開漫長的宣教工作， 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地方生活，一切必須重新適應，更要在曠野中親自
並且為當地人籌建夢寐以求的第一間中學， 建築家園。在未能即時看見宣教的果效的日子裡，他們如何持守信仰和
提高下一代接受教育的機會。然而，兩人在 使命，繼續向當地人民傳揚福音？在過程中，他們遇到甚麼困難？

周嫣紅隻身離鄉別井，以學生身份踏足紐西蘭；路費不
多，需半工讀。後來她與當地人John邂逅並結婚，誕下了1名
女兒。誰料，丈夫突然患上癌症⋯⋯

5月24日 第34集 舊好重修——
劉運興（重播：5月29日）

他的故事·你的故事
30分鐘觸動 新頻道
有線電視第一台 （大廈公眾頻道）
《恩雨精裝》
逢星期六 上午11時
（逢星期四 下午2時 重播）
[粵語播放]
居住在馬六
甲的劉運興，一
向憧憬著一段
美好的婚姻，可
惜丈夫後來只
顧工作應酬，令
夫妻終日吵鬧不
停，甚至大打出
手。但這段面臨破裂的關係，最後竟能舊好重修！

5月31日 第35集 明天我要再嫁給你——
葉華（重播：6月5日）
的士司機葉華沉迷於炒股票及各種賭博活動，以致
妻子要以借貸及典當替他償還巨債。葉太在輔導專家建
議下，只好無奈地離婚。直至發生了某些事情後，她竟然
再次嫁給葉華。
*節目或有調動，請瀏覽www.sobem.org.hk。

2008年5月至6月影視節目時間表

創世電視
（有線電視15台，now寬頻電視545台，
香港寬頻bbTV 719台）

地球深度行V之大地的寶藏──
貴州之旅
第十一集 5月17日（六） 晚上9時正
神州大地蘊藏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而從考古文物及
各種風俗中，可見昔日歷史的端倪。在本集中，攝製隊深
入中國最大的苗寨——貴州西江千戶苗寨，訪問苗族古歌
王，從中發現古歌《洪水滔天》的奧秘。攝製隊又會到短
裙苗第一 ，追尋苗族長者，尋找洪水遺留下來的證據。

5月17日 第33集 踏上單親路——
周嫣紅（重播：5月22日）

香港版 二○○八年五月

第十二集 5月24日（六） 晚上9時正
在本集中，攝製隊到達貴州凱里的侗族自治區，追查大
海與該民族千絲萬縷的關係。風雨橋，一道曾經被洪水沖
毀、石沉大海的橋樑，後來得到村民合力修補後，得以重見天
日。主持人深入鄉村家庭，除了與當地居
民敬酒共舞、學習民間紡織工藝外，更
發現了一個流傳已久的洪水傳說。

歡迎教會、機構、團體提供免費活動資訊。請於每

日期：11/5（星期日）

月10日前，致電本報2148-3301索取表格填寫，並

時間：9:00

於同月15日前，電郵至hongkong@cchc.org或傳真

地點：元福靈糧堂
（元朗擊壤路3-7號鴻福樓2樓）

至2148-3302。唯版面有限，本報保留刊登及刪改

主題：紅虹福音粵曲佈道會

權。

嘉賓：紅虹女士
活動性質：佈道會
主辦單位：元福靈糧堂、真証傳播

日期

時間

1/5（星期四）啟播

節目

播放頻道

製作單位

全日播放 《懷抱世界》系列
第二集  荒漠春風（下集）

http://webtv.gnci.org.hk

真証傳播

3/5（星期六）

11:00

千古奇謎 III——血證士保羅卷三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8/5（星期四）

14:00

千古奇謎 III——血證士保羅卷三
（重播）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10/5（星期六）

11:00

回頭看——張朱瑞梅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15/5（星期四）

14:00

回頭看——張朱瑞梅（重播）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17/5（星期六）

11:00

踏上單親路——周嫣紅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21:00

地球深度行 V 之大地的寶藏——
貴州之旅（第十一集）

創世電視（有線電視 15 台、
香港寬頻數碼電視 719 台、
now 寬頻電視 545 台）

影音使團

22/5（星期四）

14:00

踏上單親路——周嫣紅（重播）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24/5（星期六）

11:00

舊好重修——劉運興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21:00

地球深度行 V 之大地的寶藏——
貴州之旅（第十二集）

創世電視（有線電視 15 台、
香港寬頻數碼電視 719 台、
now 寬頻電視 545 台）

影音使團

29/5（星期四）

14:00

舊好重修——劉運興（重播）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31/5（星期六）

11:00

明天我要再嫁給你——葉華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5/6（星期四）

14:00

明天我要再嫁給你——葉華（重播） 有線電視第一台

恩雨之聲

日期：12/5（星期一）
時間：14:00
地點：沙田浸信會（沙田瀝源街1號）
主題：紅虹福音粵曲佈道會
嘉賓：紅虹女士
活動性質：佈道會
主辦單位：沙田浸信會、真証傳播
查詢：2632-8945

查詢：2479-7688

日期：20/5（星期二）
時間：19:30-21:30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樓1號室）
主題：絕對空虛〈生命的意義〉
講員：梁家麟博士
活動性質：福音講座
主辦單位：星期二晚查經班
查詢：8114-2241 www.tnbsc.org

日期：12/5（星期一）
日期：5/5-2/6 （逢星期一） / 6/5-3/6 （逢星期二）
時間：7:45-9:15
地點：公義樹
（荔枝角區：長沙灣道750號廣大工業中心一樓） /
公義樹
（觀塘區：觀塘成業街19-21號成業工業大廈2樓12室）
主題：第十五期公義樹早餐祈禱會——《箴言》
講員：靈命成熟的資深管理人
活動性質：早餐祈禱會
主辦單位：公義樹
查詢：8200-6009
info@theoaksnet.org
www.theoaksnet.org

時間：14:15-17:30
日期：11/5（星期日）/ 17/5（星期六）

地點：油尖旺區不同教會舉行

日期：21/5（星期三）

時間：11:00 / 18:00

主題：整全心靈醫治前會《溶化心靈冰室》之下午工作坊

時間：10:00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

講員：霍玉蓮女士、王秀容女士、麥燕霞博士、

地點：香港閩南堂長者樂園

（九龍城太子道西379號家歡樓地庫啟德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金鐘夏愨道16號

陳榆先生、陳張慧嫈師母、葛琳卡博士、
區祥江博士、陳歐陽桂芬女士
活動性質：工作坊

嘉賓：紅虹女士

主題：袁幼軒「從毒梟到教授」訪港佈道會

主辦單位：拉法基金會

活動性質：佈道會

講員：袁幼軒先生

查詢及報名：2881-8860、3520-4747

主辦單位：香港閩南堂長者樂園、真証傳播

遠東金融中心1樓1號室）

www.raphahk.org

活動性質：佈道會 / 福音聚會
主辦單位：真証傳播

時間：19:30-21:00
地點：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上環德輔道中317號啟德商業大廈三樓308室）
主題：職場講座──職場人士的家庭
講員：李耀全博士
活動性質：講座
主辦單位：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查詢：3188-4009

查詢：8222-6601 林小姐
www.goodnewscom.org
備註：英語主講·粵語傳譯

日期：14/5（星期三）

日期：24/5（星期六）/ 25/5（星期日）

時間：19:00

時間：16:00（青少年）及 19:30（任何人士）/

（九龍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六樓惠卿劇院）
主題：袁幼軒「從毒梟到教授」訪港佈道會

主題：2008唐崇榮博士佈道大會──耶穌是誰？

時間：17:30 / 19:30

講員：袁幼軒先生

講員：唐崇榮博士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

活動性質：佈道會

活動性質：佈道會

主辦單位：真証傳播

主辦單位：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查詢及報名：2409-1233 林小姐

查詢：2357-0472 www.stemi.org.hk

（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
主題：袁幼軒「從毒梟到教授」訪港佈道會

（若遇天雨，所有節目將移師亞皆老街206號
九龍城浸信會）
主題：城浸社區同樂日
活動性質：同樂日
主辦單位：九龍城浸信會
查詢：2767-4218 鄭嬋芳傳道

www.goodnewscom.org

講員：袁幼軒先生
活動性質：晚堂佈道會 / 青年佈道大會

備註：英語主講·粵語傳譯·需預先報名

主辦單位：真証傳播
查詢：8222-6601 林小姐
備註：英語主講·粵語傳譯

日期：24/5（星期六）
日期：18/5（星期日）

時間：19:00

時間：16:30

地點：青山浸信會恆青福音堂

地點：基督教會以琳堂
（紅磡寶其利街44號金華商場一樓1-4, 7-12室）

時間：14:00-17:30
地點：亞皆老街遊樂場

15:00（兒童）及 19:30（任何人士）
地點：紅磡香港體育館

日期：11/5（星期日）/ 16/5（星期五）

www.goodnewscom.org
日期：10/5（星期六）

查詢：2563-3302

備註：必須於5月6日前，致電或於網上登記報名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日期：6/5（星期二）

（北角渣華道128號渣華商業中心4字樓）
主題：紅虹福音粵曲佈道會

（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22樓1-6室）
主題：《愛·回家》佈道會

主題：《愛·回家》佈道會

活動性質：佈道會

日期：12/5（星期一）

活動性質：佈道會

主辦單位：青山浸信會恆青福音堂、真証傳播

時間：9:00-12:45 / 19:00-21:30

主辦單位：基督教會以琳堂、真証傳播

查詢：2146-9836

地點：尖沙咀浸信會

查詢：2713-7170

（尖沙咀金馬倫道31號）
主題：整全心靈醫治前會《溶化心靈冰室》之「饒恕難
在⋯⋯」研討會 / 「基督帶來的饒恕」講座
講員：蘇劉君玉博士、魏健智教援、
呂宗榮博士 / 孫國鈞牧師
活動性質：研討會 / 講座
主辦單位：拉法基金會
查詢：2881-8860、3520-4747
www.raphahk.org
備註：憑票免費入座，先到先得

日期：19/5（星期一）
時間： 10:00 - 17:00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
主題： 「關懷、實踐、盼望—— 如何牧養傷殘人士」
講員：龔立人博士、趙崇明博士、陸輝博士
活動性質：研討會 / 講座
主辦單位：回聲谷
查詢：2783-0630 www.echovalley.org.hk

日期：3/6（星期二）
時間：19:30-21:30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樓1號室）
主題：百事可樂〈苦難中的喜樂〉
講員：黎錫華牧師
活動性質：福音講座
主辦單位：星期二晚查經班
查詢：8114-2241 www.tnbsc.org

月報

g
n
u
Yo an
M
的
框
框
破
突

騎哈利為圓夢
刀直入詢問這位以「Young Man」為英文名字
的陳恩明牧師，到底有多young（年青）？他笑
答：「其實並不年青，今年已經57歲了！」

單

但他那蓄鬚、「剷青」的外形，卻相當「I n」（時
髦）。不少人都見過這位牧師穿著皮褸和長靴，手拿
頭盔，騎著一輛哈利老爺電單車，在路上風馳電掣的
「帥」樣。他解釋：「這也許是中年男士重拾年青時
未完的夢的一股傻勁。19歲那年，我曾學習駕駛電
單車，但不成功。直至44歲，我重新騎上電單車，因
為我愛聽那『engine』（引擎）的聲音，也愛駕車時
那份無拘無束的自由。」今天依然精神充沛、活力十
足的Young Man認為，年青與否，在乎心境，而非年
歲。

耳朵特別靈敏
原籍潮陽、出生於汕頭的陳恩明，由於在辦領出
生證書時，父親以潮州口音說出「陳恩明」3個字，那
位幽默的官員竟將之譯成「Young Man」。後來，他
也認為這個名字既特別，且容易記憶，所以乾脆「據
為己有」，這也成了「恩明」的最佳譯名。
同樣地，6、7歲時隨母親來港定居的「Yo u n g
Boy」，也曾因言語不通而在課堂上鬧出笑話來：「那
時候，只會說潮州話的我，根本聽不懂老師在說甚
麼。有一次，我說出了一句潮式廣東話，嚇得老師以
為我在講『粗口』，結果害她直追我到家門。」當年
家住荔枝園（即現今樂富）的恩明，就是在附近上
學。他坦言：「我並非一個乖乖的、專心聽書的、勤
力的好學生，成績一般，數學科（的成績）更是奇差，
不過，我的耳朵特別靈敏，所以英文默書的分數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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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感興趣，而且模仿力強，我甚至發過明星夢呢！」
怪不得人人都稱讚他，在翻譯時，講員的語氣、手勢乃
至神韻，都被他透徹地翻了出來。他承認，自己是在翻
譯群體裡成長的，訓練有素，因而對傳譯技巧比較容
易掌握。

作翻譯是神恩
一般人認為，作為一位英中翻譯高手，理應受過
很扎實的語文訓練，甚或在外國鑽研翻譯學；但恩明
牧師卻說，自己甚至沒有上過大學。他謙稱：「能夠當
上翻譯，全是上帝的恩典。說實話，我對中文古書的認
識不多，四書五經也不曾唸過，不過，在二年級時因接
受過一年多普通話的語文訓練，致令我悟出一個寫作
的道理來——原來只要用普通話的表達方式去思想，
寫出來的文字便是暢順可讀的白話文了。」自此，他便
找到中文的表達竅門。
談及其英文的根基，恩明牧師坦言那亦是上帝的
恩典，因為他碰到的啟蒙老師們，都是優秀的老師：
「從蘇屋村小學、初中時的天主教中學，以至銀禧中學
的英文老師，都是一流的好老師。他們發音準確，教導
方法獨特，而且非常疼愛我。為此，我學習英文時特別
用心。所以，當時讀默經常拿到滿分，真多謝他們為我
的英語打好根基！」
他承認，雖然自己沒有任何專業的翻譯知識，但
在那年代，由於愛聽Bob Dylan、John Lennon、Joan
Baez等歌手所唱的反戰歌曲及思想民歌，實行「聽歌
學英文」，果見成效。

最優秀傳譯員

漫無目的生活

恩明深知聽覺靈敏是天賦、是上帝所賜的，加上
後天的「練習」──在學校聽老師講課、在教會聽牧
師講道、在家聽音樂，所以對於聲音、語言的接收很
是敏銳，這也成了他日後為上帝作佈道傳譯的裝備。
果然，在往後的日子，恩明牧師就成了好些國際著名
佈道家之大型佈道會的即時傳譯員，包括：葛培理、
包樂、唐崇榮、斯托得及葛福臨等。

然而，恩明牧師再三強調：「如果沒有上帝看顧
我，憐憫我，我甚麼都沒有，因為我曾經是個浪子，在
外遊蕩，遠離上帝。」原來在他唸中七那年，體內的反
叛細胞突然活躍起來，內心充滿掙扎：「我成長於一個
基督化的家庭，家中四代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而我自少
亦在教會中成長；但不知為甚麼，忽然覺得自己總無法
達到《聖經》要求的標準，既然裡外不一，就寧可選擇
做『一面人』。」於是他決意離家出走，跑到朋友的家
暫住，天天打麻將度日，過著一些漫無目的的生活。

這位聲如洪鐘、傳譯時表情生動、用詞準確及
地道的牧師，一直被譽為基督教圈子中「最優秀的傳
譯員」。「不瞞你，年青時我對音樂、唱歌、話劇等都

當年21歲的恩明，自覺已經很蒼老，由於在小學轉

讀中學期間曾經留級，所以比別人多
花好幾年才完成中學。他承認：「當
年考不上大學的我，居然選擇跑去當
苦力，覺得這樣做很好玩，而且很逍
遙自在。我自以為有清高的理想，有
超乎一般庸俗人對銅臭的追求，更
瞧不起所有的人、事、物。總之，在墮
落、混亂了一年多後，我才因著上帝聽了
母親的禱告而被挽回過來。」

誠心徹底悔改
初期，看見母親流著淚為自己祈禱，恩明不
但沒有心動，反而煩厭。但在他22歲的某天，
他終於在上帝面前跪下來：「我向天父說『對不
起』，我承認自己的罪，包括：偷竊、打人、做了
一些不該做的事⋯⋯我確實傷了父母的心，更傷
了上帝的心。我求上帝赦免，願意回轉。」恩明誠心及
徹底地悔改，不但為他帶來平安和喜樂，更於3日後找得
一份文字翻譯的工作。
「三年多以來，我每天都在亞洲歸主協會進行翻譯《聖
經》的工作，切實地與文字翻譯打交道，更得到上司的指點；
我翻譯的基礎便漸漸地被打造出來了。」1976年，在母親的鼓
勵下，恩明進入了播道神學院修讀神學，為要報答上帝給他的恩
典。他經常喜歡引用《聖經》中這節經文：「祂（上帝）從灰塵中
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來描述自己得到上帝拯救的
經歷。由於他親嚐過福音對他生命的莫大影響，所以願意把餘生
獻給上帝，由祂使用。

四處傳揚福音
1980年，恩明牧師結婚，並在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當傳道
人。兩年後往外植堂，建立了基督教觀塘潮人生命堂（即後來的基
督教豐盛生命堂）。1985年，他更趁著安息年休假前往加拿大維
真神學院進修。曾帶領該間教會二十多年的他，1997年更鼓起勇
氣買下一所戲院的舊址，改建成現在的教會，會友人數不斷增
加。一年多前，他從主任牧師的職位上退下來，轉任教會的榮譽
會牧，這並非意味著他有退休的計劃，而是想展開另一段為上
帝工作的新里程。恩明牧師說：「我希望能當個四處講道、傳
福音及服侍別人的牧師。」
夏蓮娜
（相片由「恩雨之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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