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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前航 有⼈說，休息是為了⾛更遠的路。對於基督徒來說，

「學習，是為了更好的事奉主」。本期家訊的主題定

為「學習•前航」，是希望透過《⾨徒⽣命之旅》學
員及主⽇學學員的分享，⿎勵更多的會友參與聖經學

習，裝備⾃⼰，事主更得⼒。

編者的話

「⾨徒⽣
命之旅」初體驗�

胡健⽣(Jensen)﹕多年前牧師曾⿎勵我報讀⾨訓，那時候由於⼯作繁忙，所以沒有參與。之後⼼裡不
時想著⾃⼰信主多年，⾨徒訓練課程都未曾參與過，實在有點遺憾。年頭，想報讀某機構⼀個兩年

制的聖經課程，但由於錯過報名時間⽽擱置了，及後教會辦「⾨徒⽣命之旅」課程，便決定報讀。

余毓繁(David)﹕多年沒有機會參加有系統的信徒培訓或課程，感覺屬靈⽣活有點停滯不前，需要更
認真學習聖經及操練品格，「⾨徒⽣命之旅」對我是⾮常適切的課程。

顧⽉仙(Yardley)﹕被「⾨徒⽣命之旅」的宣傳短⽚所吸引！

杜舜芝(Priscilla)﹕這或許是⼀個「回應」。在崇拜第⼀次聽到牧師的呼籲，⼼裏⾯就知道要參加這
個⽣命之旅了。當時候還未很了解這個課程，感覺就好像⽗親問⼥兒：「帶你去⽇本⼀趟旅⾏好

嗎？」我相信沒有⼀個⼥兒會說不！⾯對這趟屬靈⽣命的旅程，我好像也找不到⼀個拒絕的理由。

執筆分享的這⼀天，課程即將要開始第四課，仍然很記得牧師第⼀課的提問，「你覺得神會如何稱

呼你呢？」我的答案是：「我應該是⼀隻容易迷路的⼩⽺。」我的信仰⽣命並不平坦，但我相信只

要我們願意抓緊上帝，祂必不離棄。祂願意放下⽺群去尋找那隻迷路的⼩⽺，被尋回的⼩⽺亦願意

以愛去回應這慈愛的⽗親，讓他親⾃帶領，經歷這趟⾨徒⽣命之旅，在祂無條件的愛裡繼續成⻑。

洪靜華(Wendy)﹕作為神的兒⼥，塘宣家的⼀份⼦，神和教牧安排帶領的「⾨徒⽣命之旅」，作為⾨
徒必然要參加，可以親近神，多親近神才能明⽩神的⼼意，⼜可以和弟兄姊妹⼀⿑經歷兩年的⻑途

旅程。

馮淑薇(Flora)﹕希望有系統地讀聖經、多了解神的話、學習做⾨徒、預備⾃⼰作事奉。

蔡⽟玲(Rita)﹕回應神，與神建⽴更親密的關係；讓靈命成⻑，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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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劍旋姊妹(Suanne)

為期兩年的「⾨徒⽣命之旅」課程已於七⽉初正式啟程，40位同學在四位導師的帶領下，展開不⼀
樣的奇妙⽣命之旅。參與這個課程，為要使我們越來越像基督，在⽣命的各個層⾯展現出成熟的⾨

徒特質。

筆者既是家訊編委也是學員，所以在未來兩年，家訊將緊貼「⾨徒⽣命之旅」的學員和導師，多⻆

度報導整個旅程，學習中的艱⾟苦拚或喜樂⽢甜，都與會友⼀起分嚐，會友也可以為學員代禱加

油。今期先有同學對於「⾨徒⽣命之旅」初體驗的分享。

筆者﹕同學們，你們為何參加「⾨徒⽣命之旅」呢？



胡健⽣  (Jensen)﹕對於這個課程，我既期待，但同時也有擔⼼。我期盼這個課程是⼀個屬靈⼤
餐，等待我慢慢細嚼品嚐，使我的屬靈⽣命有成⻑，課程也能給我有系統及有壓⼒下研讀聖經和

教導我怎樣做好主的⾨徒。另⼀⽅⾯，我也有些憂慮，因已放下書包多年，學習能⼒和專注⼒已

退步了，很多時更執筆忘字，⽩字連篇，擔⼼跟不上課程的進度。

何志斌(Philip)﹕擔⼼不夠時間靈修安靜、內化和反省所學習的⼀切；也怕靈修漸漸變了純讀經，
過於公式化。

顧⽉仙(Yardley)﹕⾝⼼靈不會承受太⼤的壓⼒，能夠堅守完成「⾨徒⽣命之旅」⼆年期的課程，
並順服跟從所有的教導。

馮淑薇(Flora)﹕沒有特別⼤的擔⼼或掙扎，信得過神的安排，會盡⼒做。

杜舜芝(Priscilla)﹕於報名之前，⼀直有不同⽚段在腦海湧現：⼯作忙碌被逼加班、因公司⼤⼤⼩
⼩的企劃要出差、下班回家疲累不堪沒有關燈就⼀直睡到天亮、清早⼜拖著極疲累的⾝軀去上

班……這就是我平⽇⼝中的「忙碌」，也是內⼼最⼤的掙扎。但作為上帝的⾨徒，我們到底為誰
⽽忙呢？想到這裡，我有信⼼，當我們定睛於神，願意過以神為中⼼的⽣活，主的恩典必定夠

⽤。

余毓繁  (David)﹕兩年時間不短，希望能夠堅持在這期間每⽇靈修，參與每週聚會，完成整個課
程。

洪靜華  (Wendy)﹕擔⼼「⾨徒⽣命之旅」兩年旅程有點⻑途，恐怕未能完成全程。不過感謝Ivan
傳道的提醒和⿎勵：⾨徒要有追求成⻑和委⾝參加的⼼更為重要！⾞牧師每星期五都會⿎勵我

們，⾮常感謝，他們的⿎勵成為我們的⼒量！所以⼀定可以完成旅程的。⼤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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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參加「⾨徒⽣命之旅」有何擔⼼或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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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 (Jensen)﹕求主引領我不單要讀完，更重
要是讀好這個課程，給我有智慧明⽩及回應神對

我的召命，在餘下的⽣命為主作⼯。

杜舜芝 (Priscilla)﹕每個⼈都有多重⾝分，當我
們決意做好當中最重要的⻆⾊——上帝的⾨徒，
其餘的⻆⾊都應該能夠妥善拿捏。期望透過「⾨

徒⽣命之旅」，與各位會友⼀起思想聖經的教

導，從⽽更加認識神，好好裝備，互相建⽴，成

為更合乎神⼼意的⾨徒。

筆者﹕對「⾨徒⽣命之旅」有何期望？

何志斌(Philip)﹕成為好的同路⼈，找到同路⼈同⾛天路，認識不同屬靈歷程的弟兄姊妹。

顧⽉仙(Yardley)﹕可以更新蛻變，勇敢回應主的呼召。

馮淑薇(Flora)﹕希望變得更好，做神喜悅的⼥兒。

余毓繁(David)﹕期望「⾨徒⽣命之旅」讓我對信徒⽣命得到新的啟發，有改變及更新，達⾄善⽤我
的⼈⽣、回應神的召命。

洪靜華(Wendy)﹕學習委⾝順服神的⼼意，謙卑作主⾨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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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決志信主不久時，未有穩定返教會，想了解聖經⼜沒有⼈教

導下，最簡單直接的⽅法，就是⾃⼰看新約四福⾳書。那時，

聖經對我來說是⼀本不可能看完的極⻑篇巨著，很多篇章都是

深奧難明。

神知道我的需要，很快有⼀位舊同事弟兄把我帶返塘宣，隨即

我就上「信仰探討班」。我每周⽇返到宣⼩課室，和主⽇學導

師探討信仰問題，我追求主的⼼越發興旺。之後，我接著上

「慕道班」，在塘宣受了洗，成為會友。主⽇學部每⼀季都推

出不同的課程，有精讀某經卷，⼜有遍讀聖經的循環班，適合

我靈命成⻑的不同需要。雖然，在某些⼈⽣階段，我曾懶惰停

頓過，但在⼤部份的主⽇學班，我都持續學習。及⾄新冠疫情

⼤流⾏，主⽇學⼀度被迫停辦。感謝神，⽢樹堅牧師⽤ Zoom會
議和  YouTube⽚混合模式開辦網上經卷班，使我在全社會抗疫
措施下仍可繼續得著餵養。願神興旺每顆信徒的⼼，努⼒學習

祂的話語，靈命成⻑，阿們！

做個亦步亦趨的主日學學員  唐芝倫弟兄(Alan)

「聖經都是 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

歸正、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

很多⼈曾⼒薦我參加『聖經循環班』，但我⼀直

估計此循環班和⼩組查經差不多，沒當⼀回事。

去年9⽉第⼀次去上堂，⽴即後悔了。後悔為何
不早點參加。

如鹿渴慕溪水  朱建文弟兄(Raymond)

筆者在主⽇崇拜作⾳響事奉

筆者(右1)與家⼈

從前讀聖經，只流於表⾯，甚或間帶不敬之⼼，對當中認為不太合理的內容段落訴諸挑戰。皆因我只專

注枝節，卻忽略 神話語全⾯的真正意義。

但「聖經循環班」開了我眼界，導師們並⾮逐字逐句解釋，⽽是把每卷書的重點和精粹點題出來，使從

前⾒樹不⾒林的我對聖經有了新的了解。對 神的教訓，對基督徒應有的謙卑之⼼有了更深的體會。

停不了，好多次周六晚因事半夜才睡，第⼆天仍可有充沛動⼒早起床，皆因期待參加主⽇學。

由實體課堂到因疫情⽽改在網上的「聖經循環班」，效果皆同。每⼀課我都有所得著。對我的教訓、於

我的督責、使我歸正、教我學義等，都是有益的。

求 神繼續使⽤導師們，繼續帶領各⼈藉著聖經學習祂的話語。



第⼆次﹕7⽉31⽇，在九⿓塘基址，
由⾞耀宏牧師為2位新葡進⾏滴禮。

恭賀25位新葡接受滴禮歸⼊基督名下，願主帶領他們，在主內更得豐盛⽣命！

第1⾏(左⾄右)：
陳廣煒、⿈鴻發、王芳芳、⿈駿業、溫潔儀、葉瑞群、⽅嘉櫻、楊業華

第2⾏(左⾄右)：
陳嘉慧、梁詠恩、鄺世傑、⿈啟漢

第3⾏(左⾄右)：
蔡熾洪、⾺韻琦、楊燕林、鄧穎詩、何家豪

第4⾏(左⾄右)：
陳正豐、伍敏儀、李淇君、蘇佩瑤、陳少敏

第三次﹕8⽇7⽇，在蝴蝶⾕基址，
由陳嘉榆牧師為新葡進⾏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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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盛夏滴禮  陳麗芳姊妹

塘宣⼀年舉⾏兩次洗禮，傳統上會安排於復活節主⽇及聖誕節當⽇舉⾏。受著新冠疫情影響，

本年度復活節洗禮延期⾄夏季舉⾏，並以滴禮進⾏，且因疫情影響，分開三次才能完成25位肢
體的滴禮。

第⼀次﹕6⽉26⽇，共有22位新葡受洗，在九⿓塘基址進⾏，主禮的是吳⽟樹牧師及葉俊輝牧師。

新葡夫婦林澤⺠弟兄和陳雲⽟姊妹(持花者)⼤合照 新葡張美儀姊妹(持花者)⼤合照



當⽇，主賜下美意，天氣，交通安排、膳⻝、遊戲過程……全都是美好的，更要感謝陳牧為
令會主題﹕同⾏天國路，預備了⼀個有啟發意義⼜深刻的「屬靈友伴」聖經研讀，喚起團友

信主的初⼼、學習昔⽇使徒的美好特質，激發屬靈友誼和建⽴屬靈友伴。下午分組玩合作性

遊戲時，⼤家都⼗分投⼊，同⼼合⼒研究致勝的策略，當中發放不少笑彈。感謝主讓我們渡

過美好難忘的時光，求主繼續保守帶領保羅團團友，可以成為主合⽤的器⽫，阿們！

筆者(後排左6)與令會參加者⼤合照

分組討論

敬拜隊

突破令會 

遊戲
時間

通常令會都想向外邀請有新鮮感的講員，但由於⽇⼦⼀改再改，太多的不確定性，我們只好

求諸內，感激陳露娥牧師拔⼑相助，擔當令會講員！地點、⽇期、主題、講員、遊戲活動安

排，能順利的通過這五關，除有賴五個籌委﹕陳牧、潘健明、⿈榮焯、鄭輝進(Bill)、⼩僕之
外，還需其他猛將相助，例如負責帶領⼩組討論的組⻑們和敬拜隊。

可能疫情的關係，報名反應不算熱烈，雖⼀再宣傳，但參加⼈數⽐預期的少，令到籌委的⼼

七上⼋落，我們把⼀切都交託給神，只管憑信⼼放⼿去做，最終有⼆⼗⼋位團友參加。

五關六將

七上⼋落

九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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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生弟兄
保羅團搞令會的歷史和經驗，我想

應超過三⼗年。⾃從團友的孩⼦都

⻑⼤後，合家歡的夏令會傳統就改

為⽗⺟的退修冬令會。2019年開始
構思的令會，因疫情暫擱置。到

2022年年頭，憑信⼼預訂了突破⻘
年村的⽇營，冬去春來，第五波的

疫情，令我們⼀波三折，冬令會變

春令會，⽇期⼀改再改！感謝主，

令會終於鐵定在6⽉3⽇端午假期舉
⾏！

⼀波三折

午飯交誼



陳牧師主講的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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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天國路」的令會學習 
司徒錦源弟兄

⾃2019年年尾開始，為了防疫，教會活動少了，團契活動少了，⼤家最
多也只可以在網上⾒⾒⾯，弟兄姊妹間的接觸交通也減少了，雖然可以利

⽤⼀些電⼦媒體互相問候，但始終沒有⾯對⾯的交流來得直接親密。

保羅團在今年6⽉3⽇，疫情較為舒緩期間，舉辦了⼀次夏令會。⼤家也滿
⼼歡喜出席這次令會。雖然⼈數不算多，但難得在疫情下有⼀個難忘的聚

會。

今次令會主題是「同⾏天國路」，有詩歌，有經⽂學習，也有活動遊戲時

間。其中經⽂學習，帶出了使徒保羅在天國路上同⾏的其中三個較為親密

的戰友：巴拿巴、路加和西拉。在經⽂中，我們認識到他們各⼈的性格特

質，與保羅的關係，和在保羅的事⼯上如何加以協助。從中，更令我們認

識到，⾛這天國的窄路，我們需要有⼀班戰友⼀起同⾏，互相扶持。感恩

在保羅團契內，我們有⼀班同⾏天國路的弟兄姊妹。

差傳祈禱會於2022年6⽉29⽇（三）晚上以網上形式Zoom舉⾏，當晚有39位弟兄姊妹出席。祈禱
會邀請了「新⼿」宣教⼠楊萃婷姑娘（Nic）分享她在⽇本⽣活的⼩確幸、語⾔學習過程、當地的
教會⽣活情況等。另外，祈禱會亦為遠在柬埔寨、塞內加爾、剛果、創啟地區的宣教⼠，及其他宣

教機構獻上代禱。願我們的宣教⼠都⾝⼼靈健康，繼續擴展神國！

 Nic分享她的語⽂學習過程

在⽇本接待Nic的「巴拿巴」夫婦

心連心差傳祈禱會 

6⽉29⽇晚的差傅祈禱會，歡迎弟兄姊妹下次參與。

司徒愷儒姊妹 



「倒空」及「填滿」

的

青少營會 
Isis

今年的⻘少營會在7⽉29⾄31⽇舉⾏，地點在西貢北潭涌，主題是「⽔壺傳」，並沒有寫
錯字！⼈就像⽔壺般有着不同形狀和容量，被倒進「各⾊各樣」的飲料。然⽽，信仰及

群體⽣活⼜佔我們⽣命中多少空間呢？夏令營主要環繞「倒空」及「填滿」這兩個命

題。就如同聖經所記主耶穌基督：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與神同等；反倒虛

⼰，取了奴僕的形象，既有⼈的樣⼦，就謙卑⾃⼰，存⼼順服，以⾄於死，且死在⼗字

架上。耶穌作榜樣為別⼈捨⼰，我們⼜如何學習祂服侍別⼈來榮耀神？

第⼀晚為傾倒之夜，如字⾯意思，每⼈在回顧⾃⼰⽣命後，以⼀對⼀的形式分享⽣命故

事，並藉此倒空對⾃⼰甚⾄信仰做成負⾯影響的因素。

第⼆⽇透過有趣的定點遊戲，增強了各⼩組間的互動，並有⻑達三⼩時的⼤晚會，⼀個

向全體營友分享的平台、也是⼀個讓別⼈⾛進⾃⼰⽣命的機會，看看⼤家分享⾃⼰⽣命

故事時感觸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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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空後，我們也需把新的事物流⼊，讓神的活⽔及其他⼈流⼊⽣命中。在營會體驗過

後，學習將聖靈的活⽔流到別的肢體，傳揚主的福⾳。

短短的三⽇兩夜中，我們嘗試學習把⾃⼰倒空，建⽴⼀個更易親近、更願意服侍別⼈的

群體，因我們不應只顧⾃⼰的事，也要顧別⼈的事。並學習多親近主，讓祂進⼊及填滿

我們的⽣命；經歷神活⽔、⽣命豐盛的供應，並成為神的⾒證。



BV�動
向

家⻑班重開後，舉辦了以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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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家長班重開
6⽉9⽇及6⽉13⽇，舉⾏了親⼦桌上遊戲⼯作坊。
兩天出席⼈數平均為4⼈，導師為何志斌弟兄及關劍
旋姊妹，舉辦地點為杜淑貞姊妹提供的⼯作室，鄰近

學校，且環境舒適。⼯作坊主要分享與兒童遊玩桌上

遊戲的技巧，參加者都⼗分投⼊，並能學以致⽤，當

中有參加者更向⾃⼰教會牧者提議在兒童事⼯中引⼊

桌上遊戲元素。

6⽉23⽇舉⾏⾹薰治療⼯作坊，出席⼈數為8⼈，當中
不乏⾸次參與家⻑班的參加者。導師為BV會友的朋
友，舉辦地點為導師提供的⼯作坊，位於荔枝⻆站附

近。⼯作坊內容有詩歌分享，並介紹⾹薰的由來、使

⽤⽅法，最後有親⼿製作蚊怕⽔的環節。參加者都享

受其中，並表⽰期盼⽇後能繼續參與家⻑班。

父親節外展親子活動
6⽉19⽇⽗親節親⼦活動，有63⼈出席親⼦活動，
成功接觸7個新家庭，其中有6個家庭沒有提供所屬
教會資料。在是次聚會中，教會與機構有美好的配

搭，教會亦能藉此機會向家⻑介紹兒童事⼯及導師

團隊。當天參加者反應⼗分好，氣氛愉快。

Phase II Prayer Walk

牧者分享遷移異象

在不同地點同⼼祈禱

實地考察路線和各事⼯隊的設置

各隊分組討論遷移的準備

蝴蝶⾕基址將於9⽉11⽇遷移到⼆期⼤樓(Phase II)
聚會，7⽉31⽇崇拜後，牧師聯同所有BV事奉隊隊
員、細胞⼩組組⻑及副組⻑，⼀起到Phase II 祈
禱，同⼼為教會在第⼆期的服侍作準備。

當天程序：



早前疫情不穩，暑假延遲了，同時⼜要配合學校假期，因此暑期聖經班籌備起來也不容易。感恩BV的
兒童暑期聖經班(VBS)能於8⽉13⾄14⽇ (六、⽇) 順利舉⾏，主題為Summer Makeover。雖然收⽣不似
預期，只有13位同學參與，但亦無阻導師的⽤⼼。

同學們⾃⾏設計的約瑟彩⾐

投⼊遊戲中的同學們 VBS及BV Kids同學於成⼈崇拜中的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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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ation Bible School﹕
Summer Makeover

難得的是同學們專⼼聽信息，⼜投⼊遊戲當中，製作

的⼿⼯充滿創意。星期⽇更連同另外11位BV Kids⼀同
於成⼈崇拜中獻唱VBS的主題曲﹕Little by little (Jesus
He's changing me)，  向⽗⺟展⽰「雖然我們年少，但
我們藉耶穌基督，也有成⻑！」疫情下，計劃往往趕

不上變化，但感恩短短兩⽇的VBS 有12位同⼯、兒童
導師及家⻑參與侍奉，互相配合，以致同學們都能帶

著滿滿的愛和喜樂回家！

邀請國際堂(Alliance International Church)於本年尾在第⼆期舉⾏崇拜
聚會，屆時第⼆期校舍在主⽇能提供粵語及英語崇拜。

兩堂會在第⼆期聚會，以便節省能源和減少影響教學的場地及運作

增進兩間堂會的事⼯協作和資源共享

展⽰合⼀的⾒證──突破堂會界限，連於元⾸基督

蝴蝶谷基址遷移國際學校第二期異象 
「雙語⾒證合⼀」

款待：本著基督的愛與使命，歡迎、接待與服侍

未信主和未有恆常教會⽣活的⼈。

能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去接觸未信者

使教會成為實踐款待使命的地⽅

「款待實踐使命」



筆者夫婦(左1、2)及James夫婦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BV 代禱事項
9⽉11⽇開始在第⼆期宣道會禮堂
(Alliance Hall)舉⾏崇拜，請紀念蝴
蝶⾕基址的領袖和會眾，願共同擁

抱異象，讓神的家承載更多福⾳的

果⼦。

請記念所有的事奉⼈員，願神的愛

充滿他們，叫他們將從主⽽來的喜

樂和恩典傾流出去，榮耀主名。

我們最近探訪  James和他的太太  Pauline，從他們⼝中感受到
神的恩惠常常伴隨他們⼀家，經歷好幾⼗年的時間終決志歸信

耶穌。早年因兒⼥轉往加拿⼤升讀中學，Pauline為著照顧兒
⼥⽽離開James，與兒⼥在加拿⼤⽣活，⽽James就留在⾹港
繼續⼯作。由於⼆⼥兒和丈夫⼀家都是篤信基督，她先後向姊

姊及媽媽 Pauline傳福⾳，就在當地信主受洗。⼗多年前
Pauline由加拿⼤重回⾹港跟  James⼀起⽣活，之後神引領⼆
⼥兒放假回港帶⽗⺟到九⿓塘宣道會崇拜。

Clifton和 Sophia也為著家⼈的⽣活和事業的發展，⼀家三⼝毅
然由內地返港，他們的⼥兒在宣道國際學校就讀，James夫婦
便跟隨兒⼦在蝴蝶⾕基址崇拜。James在教會兩年⽣活中，深
深感受到弟兄姊妹的關愛；隨後由陳嘉榆牧師帶領三⼈決志信

主並報讀初信⾨訓，並於2022年6⽉受洗歸⼊基督。

蝴蝶⾕基址今年舉辦第六屆「初信⾨訓」，我和太太有機會參與做組⻑，和組員⼀起渡過四個⽉的

美好時光，讓我們看到他們熱⼼追求認識神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位組員，他們來⾃同⼀個

家庭﹕⽗親⿈鴻發先⽣（James），兒⼦⿈駿業先⽣（Clifton），媳婦王芳芳⼥⼠（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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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超洪弟兄(Sidney)

我們從James⼀家的經歷，看到神的愛在他們家中彰顯，他們互相愛護對⽅，⽢⼼為著家⼈的好處⽽
不辭勞苦去照顧和⼯作。James⼀家感謝神滿滿的恩典！神是信實的，因⼀⼈信主，將得救的福⾳傳
給家⼈，⽽最後全家信主，這印證了經上的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徒16﹕31)
願將⼀切榮耀、頌讚都歸在寶座上的主。



肢體動向 新同工介紹

我們就以信⼼等候神的時間。「耶和華啊！求祢恩待我，使我康復起來，好報復他們。因此我就知道

你喜愛我，因為我的仇敵不能向我歡呼誇勝。」(詩41：10〜11•新譯本)時間⼀到，公義就會降臨，讓
⼈知道祢的奇妙作為，讓好⼈們明⽩到好⼈們無⼒撐，都有耶和華的⼿在暗中的撐。

「耶和華以⾊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永遠直到永遠。阿們，阿們」(詩41:13•新譯本)

病毒肆虐困擾；惡勢⼒橫⾏無道、顛倒⿊⽩；善良無辜的⼈被殘害；世界被⿊暗籠罩……公義在這幾
年好像消失了，似看不⾒未來的曙光。

坦⽩說，我的良善在這段⽇⼦漸漸褪⾊，變得灰暗，看不⾒出路，我對每天聽到的新聞由哀慟慢慢變

得⿇⽊，內⼼也灰了。⿇⽊不是因我的良善變質，⽽是因為公義得不到彰顯。

「關懷窮乏⼈的有福了；在遭難的⽇⼦，耶和華必救他。」(詩41：1•新譯本)我左思右想這經⽂，神
令我明⽩經⽂的關鍵！關鍵不是神幾時救良善的⼈，神⾃有祂的時間表，這是我們不會知道的；關鍵

是我們要保持良善的⼼，不要被⿊暗戰勝，因為美善能戰勝⿊暗。保存⾃⼰良善的⼼，神就不會掉下

我們，祂必會扶持我們。

婚訊 林紀均姑娘(Ruby)

「他患病在床，耶和華必扶持他；在病榻中祢使他恢復健康。」(詩41：3•
新譯本) 很有趣的經⽂，在和合本是這樣寫的﹕「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
病中，祢必給他鋪牀。」感謝神的供應，回想這段⽇⼦，我的⾐⻝住⾏都

是充⾜的，⼯作還算穩定，每晚都睡在神為我鋪設的床褥裡，且睡得⾹

甜，這就是神保守良善⼈的證明。懷著對神的信⼼，保持⾃⼰良善的⼼，

等候神的公義降臨。「⾄於我，祢因為我正直，就扶持我；祢使我永遠站

在祢⾯前。」(詩41：12•新譯本)

會友梅希樂姊妹 (Zeta)及魏卓賢弟兄
(Chris)在2022年7⽉16⽇假座⾹港九⿓塘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舉⾏婚禮，祝願⼀對新

⼈在主裡永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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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善的心就得著盼望 梁國健弟兄

⼤家好！我是蝴蝶⾕基址新上任的傳道林紀均，

⼤家可以稱呼我做Ruby！我蒙召前是⼀位放射治
療師，今年在中國神學研究院畢業。我讀神學期

間曾在蝴蝶⾕基址實習了兩年，當中有很多學習

機會和經歷主恩的美好時光。我跟丈夫育有⼀名

⼥兒，今年三歲。盼望在未來⽇⼦，繼續跟⼤家

同⾏成⻑，為神擺上更多，經歷更⼤的恩典，讓

更多⼈認識神的愛！

靈修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