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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在老人中心練習寫暉春
2. 作者在家中勤練彈琴，為作司琴服侍準備。
3. 年逾六十仍能學會彈琴，作者感恩全是上帝
大能。

1

2

3
彭貞

我 62 歲
  才學彈琴！
我 62 歲
  才學彈琴！

今年65歲的我，有四個子女及

四名孫子。當了二十多年保

姆車司機，退休後除照顧孫兒外，

我多在教會幫忙，年多前開始當司

琴。然而兩年多前，我對音樂一竅

不通。

司琴空缺

近年教會司琴流失，因教友到

外國升學，或工作原因，不參與司

琴服侍。我時刻記掛這事和祈禱，

求主開路。2019年12月，我突然

有個念頭：「我能彈琴就好了。」

很想去學，但不知門路。2020年2

月教會報告會開辦司琴培訓班，上

帝知我所想所求，為我開路。我丁

點沒考慮過自己連一個音符都不懂，

只憑信心便報名。因主已聽禱告，

並安排了裝備作司琴的途徑給我。

結果在2020年7月，我以62

歲高齡，參加司琴培訓班，「膽粗粗」

地學起彈鋼琴來。開始時，甚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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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像傻瓜一樣愚笨，連最簡單

的樂理我都不明白，看不懂五線譜

及拍子，一頭霧水。首兩課教授基

礎樂理，我已覺很艱深。學了半年，

我到達瓶頸，累積無數對樂理的不

理解，只是死記硬背樂譜，深覺痛

苦。我每天練琴二至三小時，圖將

勤補拙，慢慢有了點頭緒。

耶穌慈聲

惟我仍覺苦惱，因對樂理有很

多地方弄不通，不知怎能彈下去，

然而我堅持不放棄。突然耳邊有聲

音說：「你要禱告！」感謝上帝，

是聖靈提醒我。於是我禱告將學琴

的難處和無助的心情，盡向主傾訴。

禱告後，腦海裏浮現說話：「你就

這樣彈吧，這樣就可以了。」當時

以為是幻覺，但定一定神，覺得說

話是那麼真實有力，我醒覺是上帝

指引我，並會與我同在，加我力量。

我霍然明白，我只需按老師要

我怎樣彈便怎樣彈，不需全然明白

樂理，只要照着拍子、音符來彈，

能掌握詩歌的節奏便可以了。我立

時如釋重擔，頓然放鬆。自此我彈

琴漸有進步，不再苦苦追求通曉艱

深的樂理。老師也鼓勵我：「你可

以了。」

初試琴聲

這樣學習彈奏鋼琴16個月後，

2021年10月我終於第一次「上陣」，

當上教會崇拜的司琴。那刻在這樣

多人面前彈琴，心裏很是緊張。還

是講員厚道，在我臉上貼金：說彈

得不錯，雖有掉音，但立即修正⋯⋯

自此，我每月均當上教會司琴，這

實在是不可思議。本來年紀大手指

不靈活，但上帝賜我足夠恩典，手

指活動及左右手協調仍可應付自如。

生命動聽

我極享受彈奏詩歌，每次總覺

上帝與我同在，和我一同彈琴，很

感滿足。〈愛的真諦〉、〈感謝神〉

均是我喜愛的詩歌，因詩歌蘊藏聖

經經文。音樂豐富了我的生命，生

命因琴聲動聽。

我做得到並不因自己的才幹，

全是上帝的大能。這使我想起馬太

福音六章33節：「你們要先求祂的

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們了。」只要我們全然倚靠上帝，

我們便一無所缺。

後記：彭貞姊妹62歲才當司

琴，或許是項紀錄。她依靠上帝，

讓不可能變為可能；在人不能但在

上帝裏甚麼都能。你願意認識這位

美善又奇妙的上帝嗎？

（思懷採訪）



人為甚麼把年與福聯繫在一起，

新年之際隨時隨處都互道祝

福？原來年和福在聖經中都出自一

處，就是開篇上帝創造萬有的那一

部分。也許你從沒想過這問題，我

們不妨了解一下。

時間從哪裏來？

聖經的開篇創世記中有這樣一

句經文：「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

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

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

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

管夜，又造眾星，就把這些光擺列

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

分別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創
世記一14-18）原來年歲與太陽、
月亮和地球三者之間的運轉關係密

切。這三個星體都是按着規律一刻

不停地運轉，極其和諧有序。地球

圍着太陽轉的同時也在自轉，一會

是東邊朝着太陽，一會又輪到西邊

朝着太陽；地球在自轉和公轉中，

又被月球圍着轉。

1. 關於年月日的由來
如果以太陽演算，地球繞太陽

一圈就是一年，華人稱之為「西方

年」或「陽年」，新年第一天就叫

年
與
福
錢
志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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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但華人傳統上是以月亮演

算，月亮繞地球12圈就是一年，華

人稱之為「陰年」或「春節」，新年

第一天叫「大年初一」。中國人為甚

麼以月亮繞行地球12圈為一年？這

出於傳統的農耕生活，莊稼的春種

夏耕秋收冬藏的一個迴圈，也是花

草果木的春華秋實、葉綠葉落的一

個迴圈，如此就分出節令、記號。

另外，月亮每繞地球一圈就是

一個月；地球自轉一圈就是一天。

「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

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創世記一5）如此我們的生活就分
出晝夜、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地球、月亮和太陽之間如此複

雜的相互運轉關係，就使我們生活

在宇宙的空間和一定的時間裏。

2. 關於週的由來
除了年月日，上帝在創造時間

時，也形成了一週的概念，更好地

說明在生活中作記號。祂在創造天

地萬有時，不斷出現「有晚上，有

早晨」，直「到第七日，上帝造物

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祂

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賜福給

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

上帝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就安

息了。」（創世記二2-3）第七日，
在西方以星空命名的日曆中稱為

Saturday，中國稱為週六。人類犯

罪後，上帝為了拯救人類，差派祂

兒子主耶穌降世為人，上十字架替

人贖罪，死後第三天（即西方日曆

的第一天、中國日曆的第七天）復

活。為紀念復活的日子，就將這一

天定為星期天，教會稱之為主日，

中國人或稱禮拜天。

3. 關於西元前後的由來
人類誕生後，一年又一年，地

球繞了太陽一圈又一圈，如何計算

年份，各個民族各有各的記法；但

是上帝的兒子主耶穌降世、受死並

復活升天後，人們就開始以祂降生

作為歷史的轉捩點，分為西元前和

西元後。耶穌誕生之前，稱為主前

Before Christ（B.C.），耶穌誕生

之後的日期，稱為主的年份（拉丁

語 Anno Domini，簡稱 A.D.）。

西方宣教士很早就把西曆曆法

傳入我國，但沒被採用。德國宣教

士湯若望在中國生活了47年，歷

經明、清兩朝，貢獻之一就是幫中

國編出了農曆書。1912年孫中山

從美國回中國，革命成功後，當

時的臨時政府就採用了西曆曆法。

1949年新中國成立，決定使用世

界上通用的西曆，於是中國人比其

他許多國家的人多過一個年，現在



過兩個年。

以上可見，我們通用的時間單

位，原來都與上帝的創造與救贖相

關。很多我們司空見慣的事，我們

並沒有去深究，其實都有上帝的美

意在其中，只不過我們只知其然，

而無法知道所以然，所以就以「自

然」二字籠統概括掉了。上帝很奇

妙，祂做任何事都不是沒有目的的，

而且這個目的總是又美又善。造出

年歲、節令好作記號，所以大樹的

成長就有年輪的記號，春夏秋冬和

春種夏耕秋收冬藏都是記號。人的

歲數也是記號，好讓我們數算自己

的日子。所以，詩人讚歎上帝：「祢

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

滴下脂油」（詩篇六十五11）。年
份，是上帝賜福的記號。

福分從哪裏來？

真正的福分說到底都是從上帝

來的。全本中文聖經有592處提到

上帝賜福人，其實上帝對人的賜福

遠不止這些數字所能概括的，數算

不完。歸根到底，上帝的福分對人

來說有三大類：

第一類是生存的福分
上帝賜給人的很多福氣我們到

底得了多少？每天我們有一口氣息

都是上帝所賜，哪天氣一收走，就

不存在過年了；有了氣息還不夠，

我們少不了陽光雨水空氣，特別是

氧氣，缺一會兒就不行了；出門看

山看水和花開花落的美景都是上帝

所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規律以

及土壤裏的肥料、陽光、水分都是

上帝所賜。這些人生存的必需品，

上帝賜給所有人，有錢無錢都能得

到，包括街頭的流浪漢，然而很多

人一生只得了這個福分。

第二類是生命的福分
人都要死，錢再多、權再大、

名再響、兒孫再多，自己都有離世

的一天，靈魂離開身體去了哪裏？

只有兩個地方：天堂和地獄。天堂

是上帝的家，罪人不能進去，只剩

一個地方地獄了。但人怎麼才能不

死，怎麼才能進上帝的家—天堂

呢？上帝為我們預備了一條路。祂

差自己的兒子來到世上，代贖了人

的罪，然後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復

活。所以祂向世人宣告：「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

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

永遠不死。」（約翰福音十一25-
26）宣告後，祂還特別問了一句：
「你信這話嗎？」遺憾的是很多人

不信。上帝送來天堂的門票，託人

敲你的心門，你卻不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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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是生活的福分
除了貧富等差別，認識上帝和

不認識上帝的人，人生的活法是不

同的。不是物質生活上的區別，是

靈裏的活法不一樣。信上帝的人有

愈來愈好的心態，好心態，說到底

就是對生活的好態度。基督徒會有

聖靈的幫助，在學習聖經中愈來愈

有愛心、誠實、謙虛、忍耐、饒恕

等，在困難甚至苦難中都有心裏的

平安和盼望。

新年一到，網上網下拜年，說

許多祝福的話。祝福的話，對你說

了一大堆，但都是嘴巴讓耳朵舒服，

誰也不能保證你有福。倒是有一類

人—基督徒，天天都願送人祝福，

卻是有意義的事，因為這種祝福是

向上帝求助，祂是福分的源頭。要

得福，首先要找福的源頭。聖經中

有一句人生勸勉：「你要認識上帝，

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約
伯記二十二21）新年來，願「從歲
首到年終，耶和華你上帝的眼目時

常看顧那地。」（申命記十一12）

（本文轉載自美國《中信》月刊2023年1月號

第729期）

葡萄籽

生命 樂譜

偶然抬頭，看到停靠在電線上

的小鳥，像極了五線譜上的

音符。和朋友分享，有人告訴我這

個是 F調，也有人說，再多幾隻

小鳥就更精采了。飛翔中或會遇到

逆風，或有感到疲乏想停下來的時

刻；就只是這樣的停靠，原來也能

呈現出看得見的樂譜。

不管身在何方，但願正在休息

中的每一位，都能在仰望和信靠中

找到着力點，並相信祂能為你、為

我，譜寫出生命中美妙的樂章。

#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詩篇四十六10）

#	工作有時

#	休息有時

#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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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海華 
畫／何小貞

追風
  — 給蒲公英

我正觀賞一場超自然的邂逅

它們出自塵泥遍野蔓生

如一片霧靄

一陣風造訪

一個邀請一個呼喚

它們輕盈起舞

山區頓時成為舞台

風兒力度加大

它們猛然飛躍彈跳

空中充斥叮呤細語

「咱們一塊越過這個山頭」

「好啊好啊」

「訪另一個山谷去」

啊空中響起音符

此唱彼和

那可是遮天蔽日的飛翔

風兒攜帶它們穿越關山

開始一趟奇幻的旅程

我由俯視轉而仰望

由靜觀轉而歡呼

啊它們既屬地又屬天

我們是超自然的觀看者

奧祕的聆聽者

神聖的品嘗者

聖山的觸摸者（註）

阿們，大地應和。

註：句式錄自莫非新著《如何捕捉文字的蝴蝶》自序

（作者是阡陌文學工作室總監，資深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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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體會到信靠上帝的人必得平安和永恆的福

氣。圖為他與太太及兩名女兒合照。

上帝一再
    伸出援手

趙偉文

上帝一再
    伸出援手

回看昔日的自己，性格較自我，

總認為自己的事自己解決，

不希望別人插手或同情，是個典型

愛面子的大男人。後來才發現，原

來人很渺小，無法掌控一切。

上帝伸手拯救

年少時，姊姊帶我到香港大球

場參加葛培理佈道大會。在葛牧師

和見證者的分享中，我第一次認識

到主耶穌的大能，被祂對世人的愛

感動，心裏接受祂作我的救主；但

沒上教會，即使後來入讀天主教中

學，我亦沒認真追求信仰。

19歲那年，我參加小學同學



的聚會後，一位舊同學駕車送我回

家。途中車輛突然失控，撞向對面

路旁的鐵線網，四輪朝天並迴旋反

彈；在那電光火石間，我過去十多

年的人生片段，竟在腦海中火速播

放，彷彿上天要我在臨終前回顧一

生，預備接受審判。我才猛然醒覺，

若當刻離開人世，我會後悔嗎？當

然後悔！我尚有很多事情未做，如

到大學念書、工作、建立家庭⋯⋯

就在生死一線間，我懇求那似曾相

識的主耶穌，給我一次活過來的機

會，求祂使我可以平安渡過這次急

難，以後我定會好好生活。

非常奇妙和感恩，最後我們三

人竟都沒大礙，只是皮外傷。數日

後，一次偶然機會，我回校探望中

學老師，或許是上帝安排，英文老

師竟說要帶我上教會。從來沒去過

教會的我，便開始了約一年的教會

生活，那時為了更深認識上帝，我

報讀慕道班，並恆常參加崇拜。不

過上大學後，因生活的改變和忙碌，

我便離開教會了。

上帝再施援手

大學畢業後進入職場、結婚、

生兒育女，一切似都在我的掌握中。

可是2015年太太遇上一件不公義

的事，令家庭承受極沉重的壓力；

一向自信的我才發現人的渺小，不

能解決所有事情。當時我家附近有

一所教會，讓我憶起那無所不能、

充滿慈愛的主耶穌，於是我和太太

嘗試參加聚會，希望在主裏得着慰

藉和面對壓力的能量。

上帝在我無助時再次出手相

助，為我太太主持公道，還她清白。

過程中教會牧者和弟兄姊妹的禱告

和熱誠幫助，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在

主裏的溫暖，以及有同行者的可貴。

經此一役，我確信上帝是我們隨時

的幫助，祂從沒撇下我們。只要我

們願意尋求祂，祂就回應：「你們

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

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

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福音
七7-8）
這次與上帝重逢，我不再猶豫，

決定重投祂的懷抱，確信主耶穌的

寶血能潔淨我的罪，使我重生，得

着祂所賜永生的盼望，遂於2016

年受浸加入教會。從此我和太太都

恆常參加聚會，一起禱告，學習把

事情交託上帝。我不再靠自己，並

謹記上帝是我生命的主，我要更多

認識祂，按祂的心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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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人生

在思考人生的過程中，我愈發

體會到人的有限、力量微小。比如

那件不公義的事對我太太的情緒影

響甚大，然而身為丈夫的我，除了

陪伴她，甚麼都幫不了。感恩的是，

上帝讓我們重新踏上信仰之路，並

學習放手，把不能承擔的重擔交給

祂，由祂帶領我們走出黑暗，有力

地生活。上帝滿有大能，且永遠不

變；在這多變的世道中，我倆更堅

定地抓緊上帝，倚靠祂面對人生。

現在基督信仰對我們非常重

要，盼望兩名兒女都得着救恩，在

基督的愛中成長。我發現，當人太

順利便容易遠離上帝，因為覺得不

需靠任何人，也不需靠上帝，以為

自己所擁有的（如金錢、事業、地

位等），能幫自己搞定一切。其實

恰恰相反，因那些都是短暫的，且

蒙蔽人的眼睛，叫人只看到今生，

看不見永恆，使人愈行愈遠，偏離

上帝的軌跡。如果我們能謙卑仰望

上帝，尋問祂的心意，就不會迷失，

因上帝必指引我們當行的路，信靠

祂的人必得平安和永恆的福氣。

（何在凡採訪）

巫美芳

恩 典 處 處

如果問︰生命是否有主宰？現

年61歲、性格膽小怕事又悲

觀的我想說︰回望過去，上帝在我

的人生路上，賜下豐足的預備和恩

典，雖是我不能全然猜透，實太奧

妙了！

上帝一直同行

記得兒時知道有聖誕節，平安

夜會有人唱着聖誕歌報佳音，知道

主耶穌降生在馬槽⋯⋯也記得曾

跟爸爸往教會，知道教會派奶粉、

衣服及糧食給有需要的人，那是我

人生最早認識耶穌的愛，從大人口

中知道教會很好、有愛心，會幫助

貧窮人。



恩 典 處 處

在我八歲時，父親離世！母親

獨自一人養育七個孩子，從此再沒

接觸福音和耶穌，直到認識基督徒

的丈夫，才再次重遇祂！但那時我

並不太認識耶穌基督，也沒尋求

祂！感恩上帝原來一直與我同在，

同行⋯⋯

主賜愛和忍耐

記得2006年在醫院的急症室

等候求診時，無意中看到香港中信

的福音小冊子，我一頁一頁的讀，

其中一篇見證文章講述一位婦人

的婚姻如何惡劣，惟信了耶穌後，

竟改變了整個家庭，變得和諧、喜

樂、溫馨⋯⋯那一刻我告訴自己，

我也要信耶穌！我想改變我的婚姻

和家庭，於是主動跟丈夫返教會尋

求上帝，一年後我接受洗禮成為基 

督徒。

信主後，並不保證天色常藍，

惟總有主的恩典。已在懸崖邊上的

婚姻，雖沒即時改善，亦明白無法

改變丈夫的性格，但感謝主在風雨

飄搖的婚姻中，聖靈在我裏面帶領

我，以忍耐和愛來面對，如聖經

羅馬書五章3至5節說：「患難生

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

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

裏。」因為愛，上帝每次都保守着

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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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蒙主賜福

回望過去，天父一直看顧着我

的需要，連我兒時的心思意念，沒

曾向人說過的，祂也知曉，並且豐

富的供應給我。我有兩個孩子，在

他們成長歷程中，同樣常蒙主的帶

領及賜福。大兒子在升讀大學時，

家庭經濟出現問題，上帝卻為他開

路，豐豐足足的為他預備最好的時

間完成大學課程，今天他已事業有

成，實感安慰！而小兒子就讀中學

時，正值其運動員的黃金時間，卻

患上了抑鬱和焦慮情緒病，需停學

及中止訓練。期間對他的照顧，令

我筋疲力盡，壓力很大，流了很多

淚水。感恩得上帝帶領，是祂給我

愛和力量幫助孩子走過，沒有祂，

實不知道我會如何？經歷了四年，

在主的醫治和保守下，孩子痊癒了，

今天他已成為一位體操教練。

2021年是我信主後最豐盛的

一年，因經歷到耶穌的慈愛、憐憫

和醫治大能的拯救！那時我情緒出

現問題，承受不了壓力，身體不適，

心頭像被大石壓得透不過氣來，在

工作和家庭中均受影響。我不斷禱

告，又找姊妹為我代禱。一天早上

正流淚禱告時，身體突然有種奇妙

感覺：是耶穌臨在施行醫治，又向

我說會醫治我。實在太奇妙了！數

分鐘後身體湧現一股暖流，心頭重

壓消失了，整個人輕省下來。我真

實經歷到那憐憫人的主耶穌，是祂

親自領我從痛苦深淵中走出來！

得着平安喜樂

經歷了耶穌真實的同在，讓我

更緊緊追隨祂，並深知自己仍常有

心靈軟弱的時刻，因而每天上班前

我都返教會晨禱，禱告中把生活上

的一切重擔交給祂，耶穌說：「凡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
十一28）當一天一天的親近主，憑
信心依靠祂，心靈的軟弱漸漸改變，

靠着主耶穌我心有着平安和喜樂了。

人生在世，必有苦難，信主後

曾遇上種種困難，亦有軟弱時候，

惟上帝一直帶領我們一家，學習祂

的功課，如愛、忍耐、包容等。走

過的路，每一滴眼淚，每一聲歡笑，

都留下主的恩典記號；祂賜予的恩

典，實在遠超我所想所求！



（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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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父上帝，我從心裏

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

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耶穌

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

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救

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

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

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

天父那裏，認識真理，得着

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

識祢是真神，我的人生方向

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

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

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

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祢

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

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希望你填寄「讀者回應」（本頁右表）

與我們聯絡。

讀者回應頁

I. 個人資料（請參閱下方「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姓名（英文） 

地址（英文） 

 

 

聯絡電話  

電郵  

我是新讀者 □ 是 □ 否（讀者編號：  

II. 本期讀後感
 

 

□ 我要訂閱貴刊繁體版。
□ 我尚未相信，盼能進一步認識耶穌。
□ 我願意相信耶穌（這是我第一次表示信主的）。
□ 請寄有關信仰材料
□ 請為我介紹教會

III. 我願意支持貴刊
□ 我是基督徒，願每月把《中信》月刊，送給遠近親
友閱讀。

□ 我願分擔《中信》月刊印刷費   元。
 （請填寫上方個人資料，並參看後頁奉獻方法。）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會不能收集第三者的個人資料。
如要介紹親友成為讀者，可把《中信》月刊送給親友，或鼓勵他們

親自填妥上表及簽署後寄回本會。

※ 訂閱資料如有更改、增刪，請與本會聯絡；或參閱本刊郵寄信封
背頁詳情。

 電郵：lit@ccmhk.org.hk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中國信徒佈道會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2. 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會
可能無法有效處理你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會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
號碼、電郵地址、所屬教會 /機構名稱），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寄發
刊物、發出收據、義工招募、籌款、收集意見、推廣活動、作課程邀

請及與中國信徒佈道會相關之項目等用途。

4. 閣下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上述用途之外，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
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
任何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

直接推廣的用途。任何有關查詢請聯絡：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9樓；或
電話：（852）2810-9933　傳真：（852）2868-3212
電郵：admin@ccmhk.org.hk

簽署同意聲明： 

日期： 
（轉後頁）

姓                                        名

郵編



孫基立

慕尼克是德國的歷史名城，觀

光旅遊點很多：聖彼得大教

堂，瑪麗亞廣場，著名的啤酒節等。

惟慕尼克在我心中，除了這些，也

是自己一段珍貴友誼的見證。

我第一次去這城市，是應一個

基督徒朋友邀約，去那裏住一星期。

她那時有不少問題需解決，面對許

多懸而未決又需馬上作決定的事，

壓力很大，若有朋友能聽她傾訴，

並一同祈禱，會有助減輕一些壓力。

聆聽是最有效支持

那星期我就住在她的學生宿

舍。我很佩服她在面對許多挑戰時，

依然生活得井井有條，安排好每天

應完成的每一項工作，同時留出時

間和我一同讀聖經、祈禱。我則充

當傾聽者，一邊和她一同做點家務，

一邊和她聊天。其實我沒發表甚麼

意見，因我並不了解全部細節，而

傾聽就是最有效的幫助和支持。她

慕尼克： 友誼的回憶

澳門讀者請存入

銀行戶口：中國銀行 02-11-20-061980（港幣）
 02-01-20-091560（澳門幣）
支票抬頭請寫「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地址：澳門東望洋斜巷2D志安大廈地下
電話：（853）2835-3306
電郵：ccmmacau@macau.ctm.net

（轉後頁）

IV. 請為我以下的事代禱

 

 

 

 

 

 

如讀者有感動，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本刊，請把奉獻：

‧ 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滙豐銀行001-327600-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280（人民幣） 
恒生銀行286-374434-203（美元）

‧ 支票：抬頭請寫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並寄回本會收。

‧ 繳費靈 PPS：中信商戶編號為6127
 首次使用 PPS請致電18013或登入www.ppshk.com，
 登記後請致電18033奉獻。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賬戶號碼：  讀者編號： 

 奉獻金額：  奉獻日期： 

 PPS付款編號：  聯絡電話：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網上捐款記錄／繳費靈付款

編號，連同前頁個人資料交回本會，以便發回收據。

傳真：2868-3212；電郵：account@ccmhk.org.hk
郵寄地址，請參前頁。

下載奉獻表格



和我交談時，也在整理自己的思路，

無法找到答案時，兩個人就一同祈

禱、讀聖經，讓上帝賜下亮光，讓

我們看清自己前面應怎麼走。

她也在繁忙中抽空帶我去參觀

了慕尼克的各個景點，因邊走邊談，

我對所看的景點印象並不深，因我

的注意力都在聽她講述。只有一個

地點我到現在仍記憶猶新，就是市

政廳前面的大鐘：時間一到，各種

身穿彩色古裝的人物就從鐘裏冒出，

載歌載舞，轉一圈又回到鐘裏。那

鐘就像我們一生時光的象徵，每到

一個節點，就會出現一些奇異事物，

遇到一些新奇的人物和景象，但生

活依然會繼續前行，而上帝創造的

時光也在不緊不慢地向前移動。我

們既不用着急緊張，也不需以不適

合我們的節奏往前奔。

信仰光照前進方向

歲月流逝，回憶起那星期，讓

我對慕尼克有特別的親切感，我們

那時候都是即將走向社會和職業生

涯的年輕學子，在面對生活的改變

和選擇的重要時刻，我們一同依靠

上帝，通過祈禱、讀聖經、和朋友

交談、信仰上彼此支持，平安地渡

過了這個挑戰和機遇並行的時刻。

她通過不同選擇之間的比較，也理

解了自己生活的重心，信仰在這樣

的時刻光照了她前進的方向。

我們以後一直都是知心朋友。

幾年後，我身為伴娘陪伴她穿着白

紗，手捧一束潔白的雛菊，走上紅

毯，建立了一個快樂家庭，我們都

不約而同地提起在慕尼克共同度過

的那一個星期。

慕尼克成為一個溫暖的回憶：

在信仰中建立的友誼是我們行走在

世間的甘泉，我們可坐在泉邊休憩、

傾訴，上帝就在我們中間安慰，提

點，祝福我們。

慕尼克： 友誼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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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剛黃剛春 節 回 家春 節 回 家

家福已離鄉在城裏打了兩年工，為了儲錢，去年春節他不回家。苦

苦又等了一年。春節近了，他眼下有疊疊鈔票，是奮鬥的成果，

心思又飛到五百公里外的家鄉，遊蕩於那老宅破屋；又逐一數點家人

朋友，籌辦給他們的禮物。

家福原是一個偏僻貧困鄉村裏的一介農民，在鄉下渾噩了幾十年，

也娶了妻，生了三個兒女，家卻一天窮似一天。偶然聽聞城裏招聘工人，

月薪已抵他半年收入，就下定決心到城裏闖闖。

家福勤儉，不到一年已儲得一筆小錢。於是他開始計劃給貧陋的

家購置物資。籌劃之間，不知從哪裏神來一棒，打通心竅，心中若有聲：

何不小錢變大錢；破屋變新屋？一下子家福有了清晰的目標：要賺錢

蓋新房子。

他腦筋一轉，就把那筆錢低價購進大量生活必需品，在工餘擺攤

售貨。這一招果然管用，很快給他賺來第二筆小錢。第一年的春節，

他忍住不回家，購進年貨，在市內擺檔賣年貨，這一回賺得更多。以

後的一年，家福的買賣小生意愈做愈好，其中得利比打工好很多倍。

今年的春節家福終於可以回家，他慶幸可以衣錦還鄉，能夠蓋新

房子，給家庭帶來富裕。

「家」總是離家者的目標和歸宿，距離愈遠彷彿目標愈清楚；回家

的路途愈艱辛，反而帶來愈大的祝福。

有另一個民族希伯來人，他們曠年飄散在世界各地，受盡磨難，

但是心中遙想回到家鄉耶路撒冷，登上帝的殿。這目標一直支撐着民

族的發展和壯大。聖經所說的：「靠祢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

這人便為有福！」（詩篇八十四5）此話一點不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