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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分享。行動」的迷思 (作者: 鍾栢恒弟兄 )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們有聽聞過「平等．分享．
行動」嗎?據說我們教會有些弟兄姊妹正定期出席
這個行動。這篇文章並非旨在鼓勵你成為參加者，
卻是分享我對這「行動」的迷思。坦白說，本人從
未曾參與該行動,懶惰是沒參與過的主因…但亦有部
份原因是來自我的另一種壞習慣,就是每每面對新事
物或者群體活動時，如果我沒辦法用語言解釋其概
念，心裡就會有股頑固的反抗性。當然，這些解釋
很多時侯只對我自己有說服力，旁人未必認同。這
個習慣是潭泥淖，因為解釋需要時間整理。當我還
在泥濘掙扎，常常看見朋輩們經已經往前衝。我質
問自己，這種個性到底能有什麼貢獻，還能實踐基
督教授的愛嗎？也難怪別人有時責備我是冷淡的。
幸而，深窗提供了機會，讓我將這次的掙扎簡述一
下。如果你正打算或者已恆常參加「行動」，盼望
以下的思緒分享能為你提供多點角度，令你更清楚
自己的選擇，當成在泥淖中的我能盡上的一點綿
力。如果你肯定自己的行為是合乎基督的教導，相
信效果會好，而也對你自身亦有禆益。我這次用三
個問題來分析：
首先，平等分享行動都在做什麼事？主張什麼？
二零一一年三月，一名室內設計師因為不滿政府非
理性派發六千元，發動親友一起善用這些錢，買物
資和飯盒派發給深水埗的無家者和孤獨長者。此後
每月定期行動，參與者由最初的幾個，透過了社交
網絡，到如今每次行動都吸納百多人參與，既有派
飯、派物資、又有十八區收集多餘月餅、為無家者
剪髮等等。
行動主張參加者要到指定的獨立小店購買活動物資
，謝絕大財團和連鎖店，更要求大家分散購買，不
集中在同一間店舖購物，目的是要幫助小店對抗大
財團的壟斷與壓迫。在派發物資時，行動強調要讓
受予者有選擇權和拒絕權，以表示對受予者的
尊重。

另外，行動亦很鼓勵參加者在過程中與受予的無家
者或長者聊天，聆聽他們的故事。
然後，我肯定平等分享行動的是......我覺得平等分享
行動被忽略的是......
由上述可見，平等分享行動並非旨在宣揚基督教的
信息。然而，普遍的價值觀能視行動的主張與
「愛心」之間存在著等號。在「行動」的旗幟之
下，「愛心」的實踐是關愛弱勢社群，尊重，友善
互助，分享，聆聽等等。即使行動能企及的只是一
小撮人的即時需要，更重的卻是對社會宣揚一種友
愛的精神面貌，達到傳訊效果。當然，我們確信實
踐「愛心」是基督清楚的吩咐，此之所以行動於弟
兄姊妹們自然地有相當的吸引力，我們亦可以肯定
參與行動的正當性。
與此同時，行動的另一面向是對自由資本市場的分
配制度的控訴。弟兄姊妹們，我相信這是一個比較
艱深的題目。在一部份人的是非觀念中，現存分配
制度是肯定地不完全道德的，但絕大部份人也許都
沒有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當然，我們可以似像知
道誰生病或犯錯了一般，勸慰他們正視問題，透過
吶喊吸引他們注意，但如果我們根本對答案沒有概
念，我們帶著基督徒的身份而表態提問，是為了看
見怎的結果呢？這是一個我沒能填上答案的疑問。
最後，我想說的是......？
最後，我得重申我的同意，也欣賞積極參與行動的
弟兄姊妹們。不竟，在大多的事上，豫其是實踐愛
的功課上面，我們最需要的是執行者，而不是思想
家。然而，籍此機會我還推薦思考於基督徒的特殊
意義。因為有時侯，過份依賴感覺或者習慣而決定
的行動，或許會令我們背著基督卻挺舉意義未明
的主張，而且香港長期處於不同價值觀爆發的氣候
中，我們就更需警醒以兌現天天披帶基督的立志。
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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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深語
吳啟光, 何淑霞的分享 (作者: 吳啟光, 何淑霞10-06-2016)
在22年婚姻生活裡，沒有任何驚天動地的情節, 只
有普通與平淡的生活,但在這平淡的生活中，卻讓我
們見証及經歴神豐足的恩典與祝福。
結婚初期，只需一同適應生活上協調，兩口子只偶
爾有小磨擦, 但對比往後要經歷的，這些都只不過
是一些生活上情趣與點綴。直至兒女出生後,生活上
亦開始有所變化， 身份從成為對方的丈夫或太太，
變為兒女的父母親，但唯一不變及共同堅守的目
標，就是要繼續事奉神及堅持每星期與兒女回到神
的家神的殿去敬拜祂. 由於我在工作上比較忙碌，
以致啟光亦投放了比較多時間在兒女的學習生活
上，大家亦少了溝通，後來當大家開始發現彼此有
不足的地方時，亦願意主動一起來到神面前祈禱，
讓神去帶領，修補關係。

兩年多前,啟光因病入了醫院，在病情未明朗與惶恐
心情下，卻讓我倆經歷神無比的大愛與信實，再一
次洗滌彼此關係,讓大家更堅信，去互相扶持靠著神
的愛， 一直往人生的下半場走下去.最讓我倆感動
與驚喜，沒想到兒子忙於應付公開試期間,主動去探
望爸爸，雖然沒有多談，但一切卻儘在不言中,感受
到他心中對家人的愛， 原來彼此關係從來沒變 !
感謝神， 因祂聽禱告,一路上都有慈愛與恩典臨到
我倆的家庭. 願以後的日子，仍靠著神的保守，繼
續見証主的大愛。

我倆都很重視彼此及一家人的關係,所以兒女在學習
階段，我倆都願意與他們一同去經歷.例如他們學習
羽毛球期間，我們在假日，會與他們一起玩此球類;
學習圍棋時，每晚啟光亦會與兒子一同下棋;這些親
子關係確實讓我們經歷美好時刻，從而讓一家人的
關係在神的愛中，有更好的建立。直到兒子進入青
春期，大家關係開始起了變化，我倆夫婦要重新適
應這個階段，互相適應步伐亦有快有慢,彼此開始有
埋怨，而經歷關係變化所帶來心靈上的軟弱，亦感
到疲乏。但在這段期間，神卻仍保守看顧，讓我倆
再次醒覺到問題的存在，故再次謙卑來到神面前，
將兒女的教導及夫婦關係，讓神去帶領。

深水探險記
基督少年軍—準備出發！ (記者: 陳柏熙)
特別報告！最近教會內有一隊軍隊正密鑼緊鼓地操
練！一探之下原來是基督少年軍（ＢＢ）的眾隊員
正在接受泰國短宣的訓練！聽說今年參與泰宣的五
十一名弟兄姊妹，有十一位是來自本堂的基督少年
軍！為了揭開這支大軍的神秘面紗，本報邀請了少
年軍導師李雪雯姊妹、高級組成員葉倬君姊妹和鄧
啟康弟兄來接受訪問。
記者： 聽說今年是少年軍第一次參與泰宣，可以分
享一下你們參加的原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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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雯： 其實上一年已經計劃讓少年軍參與泰宣，但
因種種原因擱置。但去年的宣雙週啟發了很多有參
與的隊員在信仰上有更大的追求，所以泰宣是個難
得的機會讓隊員一同在信仰上經歷更多，而且整隊
人一同參與能互相激勵。
啟康： 之前自己也去過麻風村探訪，這次想「去盡
啲」，希望在信仰上有更多經歷。

倬君： 在教會常常都會聽到其他弟兄姊妹在短宣當
中如何經歷上帝，但自己能參與的機會不多，所以
很想藉泰宣的機會去豐富信仰上的經歷。
記者：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要出發了，你們有甚
麼需要預備？

雪雯： 聽聞泰宣常常會有很多突發情況，但自己也
不習慣有很多變數，最希望在當中可以擺上更多的
信心去經歷上帝的恩典和安排。另外需要大家為我
們默劇排練禱告，這次被安排做督導也有些壓力。
以往在一些活動中少年軍也會有爭執，求主使我們
的團隊合一，排練中能培養默契。

倬君： 每一個泰宣的隊員都要學習泰文，我們剛完
成四星期的初階課程，主要學習發音和簡單對答。
感覺很多泰文的發音都很接近，很容易混淆。接下
來的會學習一些泰文詩歌，和用泰文簡單講自己信
主的見証。

倬君： 跟雪雯一樣，我也很想在泰宣當中見証和經
歷神！這次也是ＢＢ第一次十多人一起參與短宣，
希望和隊員們有更深入的分享和深刻的共同回憶。
自己也會擔心當地天氣、行程、水土等問題，希望
自己能對神更有信心，將一切交託給祂。

啟康： 呢個年紀學一種新既語言好難喇！（笑）可
能主要因為初學新語言都要「死記硬背」，所以較
吃力吧（認真）。
雪雯： 泰文的發音真的很難呢！除了學習泰文，少
年軍也正在籌備排練福音默劇，希望透過默劇去讓
當地人明白福音。
記者： 還有一個多月就出發了，你們最期待的是甚
麼？又有甚麼事情擔心或者需要代禱？
啟康： 我最期待與同當地朋友交流，想必當地的教
會和生活文化都會有很大不同！但是聽聞泰國那邊
常有示威，也請為我們團隊安全禱告吧！希望將整
個歷程都交給上帝！

啟康		

雪雯		

倬君

深度彈性
給以團的信：生命中的6個團契教曉我的事 (作者: 吳玉階)
夏天應該早就完結了吧，但頭上的太陽還是相當賣
力以賽亞團契的團友啊，當你們開始踏入職場的時
候，令我想起我那陣子的團契生活是怎樣的。我好
奇為什麼返工這麼辛苦，週五放工我不去玩。到了
今天的我，又因什麼緣故仍返團契？為要解答這個
問題，我回顧了曾經返過6個團契的經歷。
記憶中有3個團契，我好像不太投入。起初是1997
年，媽媽叫我返從小就返的教會的中學生團契。那
時我信仰未開竅，不明白為何要返團契。我堅持每
禮拜去團契，只為要做個乖仔。其實團契的人最少
比我大兩年，所以覺得孤單。一到了中五，我便順
理成章以會考為藉口暫停返團契。之後2002年，

我去美國讀書頭兩年的教會團契是個重要的社交群
體，因為每週可以在異鄉與香港人相處，而且是跟
我差不多一樣大，特別投契和過癮。當時我很享受
導師主理的團契，但沒有太追求成長。後來2007
年歸回香港後的第一間教會，歷史重演：沒有同輩
的人，我感覺沒對象可分享剛剛出來工作的大小事
和辛酸，很孤單。
另外有3個團契時期是我覺得最享受的。2004年是
我在美國的第三年，因為轉校而去了另一間華人教
會。我看見這邊的弟兄姊妹跟我都是同輩，他們很
認真地追求信仰，令我也覺得要加把勁，因為我怕
這裡的姊妹會看不起信仰幼稚的我。這個不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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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點卻催迫我去了解一下自己是信什麼，令我好
像「開了竅」。我們團友一齊在團契事奉和追求成
長，還有一起生活：去吃港式東西、行街、買餸、
去大家的屋企hea、等等。另外就是加入宣深家的
團契，首先是2008年尾到了保羅團。頭幾年工作很
辛苦，那時候天天也OT，從屯門放工累透。最記得
有次來到教會已過8時，有位導師對我說，「你OT
也返來團契，真好！」。我暗自沾，但那導師其實
不知道，當時我看重與團友吃飯的時間，正因為大
家都是剛出來的打工仔，在餐桌上都什麼都談，不
論是打工仔的辛酸，或是拍拖、未來的事，大家都
很明白大家。一起吃飯是一週裡最開心的時候。
2009年保羅團一起升到彼得團。由那時起，看著
大家一齊變肥、經歷人生大事，很多美好的回憶。
團友在事業上大概也逐漸穩定了。大家的人生也
有不同的階段，有些結婚、有些單身、有些有下一
代。大家分享的話題比以前廣闊，而且團友的人生
開始浮現其他更複雜的經歷，例如生病要動手術、
家人離開，這些都是需要同理心和更多的時間去理

解的。大家都好像肩負著更多的重擔，所以偶爾也
無法出席團契，是什麼維繫我繼續返團契呢？記得
上年經歷過很傷心的時候，團友未必親身體驗或完
全明白我的難處，但他們的同行實在太重要了：
當我心靈的憂傷不是吃喝玩樂能解決的時候，原來
我最需要的是代禱和安慰，才知道團友和導師都是
人生的重要同行者。
回顧自己返團契的歷史，我更相信團友都是上帝給
予的寶貴禮物；能有相同人生階段的同伴，更加
不是偶然。究竟他們和未信的朋友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只要合拍便會陪你盡歡；當你失意時，會安慰
你向好的方向想。他們大概不會陪你尋索事情的發
生，在神許可的計劃下的意義是什麼。他們不會
用上帝的話語安慰你，把你帶回上帝身邊去聽祂說
話。正因你是走天路的基督徒，當你走到無力和迷
失的時候，只有團友能與你一起禱告、陪你走到天
路盡頭。在你進入另一個人身階段前，希望你認定
你的團友為重要的同行者；並尋找返團契的意義和
動力。

給 以團的一封信 (作者: 黃思華)
猶豫了很久，該如何去開始這封信。就像給一個很
熟悉的人去寫一封信，卻又因為太熟悉而不知道該
從何説起一樣。的確，以賽亞團契是一個我生活了
很久很久丶很久很久的一個大家庭。從懵懂的初中
年代到現在已逐漸投身社會大學，同時也見證著彼
此的信仰歷程一步一步地成長，學作主的門徒。為
仍能在每次團契時間裡看到的大家而感恩。那全是
神的恩典，並非必然。
回顧在以團的日子，腦海中浮起很多的臉孔。有些
曾經每個星期都會見面的，現在只能在Facebook上
看到他們的近況，更甚的只能想起名字卻記不清對
方的樣子(或相反)。我為著自己曾認為: 今天在團契
的大家，5年後丶10年後應該也會在一起吧 這種想
法而感到有趣。不想用可笑這一詞，因為我深深認
為這種想法沒什麼不好。本來，就是希望身邊的團
友正是跟你走一輩子天路的同行者。但無可否認，
年月吿訴我們，團契好像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開始去接受，有人離開團契彷彿是一件
無奈卻又必須接受的事。不知由何時開始，面對團
友的離開，我們會以嘆氣及一句「無辦法啦」去作
結。過去一年，經歷了團友「暫別」團契的痛，感
謝神讓我明白到我們做得不夠多。當然，我們經常
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面對想要離開的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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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怕表達得太多，對方會反感或更逃避。然而，
我們真的夠愛對方，以至他離開時，我們夠痛嗎？
就如情侶分手一樣，夠愛的話，你又怎會捨得他離
開？「不愛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愛看不見的神。
愛神的，也應當愛弟兄，這就是我們從神領受的命
令。」(約壹4:20-21) 我們經歷了神的愛，從何開
始實踐呢？我們若表示愛神，卻不愛身邊的弟兄
姊妹，這樣的信仰是離地的。或許，今天我們長大
了，有很多事情讓我們有藉口去將關心和愛的表現
放在一邊。軟弱的話，求神讓我們更有力去愛。深
願我們的信仰不只停留在知識的層面，因著我們所
體驗到神美好的愛，我們更能流露出神所賜的情。
還記得上年年初我們一同參與突破的歷奇訓練嗎？
同心地完成一項挑戰，那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我們
的感動源自發現。發現當我們要翻過高牆時，背後
有著一班團友作自己最強的後盾。當中沒有埋怨，
更多的是鼓勵及支持。因為我們都知道眼前的挑戰
不容易，卻只有彼此的激勵及幫助能成為對方跨過
挑戰的動力。深願我們於面對人生中的風浪丶作主
門徒的挑戰，因有著彼此的同行，仰望神多而又多
的恩典，我們可以得勝有餘!

霍耀宗的見證分享 (2010 至 2016)
2010年10月11日
敏萍的天生弱視, 我們不斷的禱告，上帝藉一位視光
師弟兄感動我們給了醫院管理局眼科醫院一封信，
內容如下：
醫院管理局 / 眾位眼科醫生:
你們好！我是你們的病人李敏萍的丈夫霍耀宗，多
謝你們多年來對李敏萍的跟進及治療，以至她的眼
疾平穩，可以過正常的生活，有照顧家庭，教育四
歲的兒子及十歲的女兒的機會，而且更可以在教會
中當教會幹事的工作有19年之久；李敏萍天生弱
視，一直以來只靠僅有的一成多視力便足夠維持她
過正常的生活，但近日她眼睛視力日漸地轉差，在
不久的將來她要離開當了19年的工作，也不能照顧
子女；所以懇請醫生幫忙想想辦法，是否可以做手
術呢？我們是願意接受高風險的手術及其他治療的。
如果能夠將視力平穩維持五至六年，另子女能夠到達自我照顧的階段，
我們已十分感恩了！多謝你們的幫忙！願上帝賜福予您們！
霍耀宗, 李敏萍
2013年12月13日
敏萍在眼科醫院例行覆診中，醫院回覆她排期很久
換角膜手術已排到了，隨時今天打電話通知，明天
便會進行手術，很大恩典，哈利路亞。等待了三年
多的角膜，終於出現了，感謝主。教會弟兄姊妹與
我們不斷的禱告，敏萍於2013年12月10日順利與
平安下完成手術，現正在康復之中。哈利路亞、感
謝主。
2015年1月2日
2014年聖誕節我們一家在泰國華欣渡過, 有一個陽
光沙灘的聖誕，感謝主! 更感恩的是在旅途中我經
常提醒敏萍上落樓梯要小心，而敏萍經常大聲回
覆的是我看到，我看到，我相信她眼睛明顯的進
步了。感謝主! 感謝主!  
2015年10月16日
敏萍在換角膜手術後回應手術後視力相差不多，
沒有多大改善，但在我的觀察上，她在乘巴士搭錯
車情況減少，以往晚上不願意出街，現在有人陪同
下會晚上外出，並且在晚上沒有人陪同下也曾自行
回家，最重要的是敏萍視力有好轉，日漸的轉差減

慢，以至她可以繼續正常的生活，能夠自己照顧自
己，有一個正常活動、工作、作好母親與妻子的責
任，另家庭更健康，子女成長得到更多母親的愛、
家庭的愛，這並非我們所想所求，而是我們不認識
去求之先，上帝已賞賜給我們。哈利路亞、感謝
主！
哈利路亞、感謝主！上帝醫治了第三對眼睛。不單
我們所想所求的。
2016年02月24日
上帝醫治了第三對眼睛；不單我們所想所求
的；2016年1月29日下午敏萍到眼科醫院覆診，主
診醫生休假，由另一位丘醫生覆診，丘醫生曾幫助
敏萍做兩隻眼的白內障手術，感覺上他是十分積極
進取的醫生，在言談間我們提議可以為敏萍開始排
期換另一隻的角膜，丘醫生同意了，並且立即開始
排期。
哈利路亞、感謝主！上帝醫治了第三對眼睛。不單
我們所想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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