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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16節勉勵提摩太，要把聖經放
在心中思考、教導他人，並在生活中實踐所學，就會有得
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是指在神面前的品格德行，而不
僅僅是地上的聰明才智。中世紀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及詩人
但丁的語錄中有這樣一句：「道德能彌補智慧的缺陷，然
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空白」[1] 。 聖經就有這樣
潔淨人心和提昇人類道德品格的奇妙能力。筆者想以尼希
米記第八章描述的一段以色列人復興的歷史來彼此互勉。

尼希米記第八章是記述以色列人在七月初一日的一次聚
會，這日是以色列人的吹角節，作者提到以色列人因聽見
神律法書上的話而有的反應——分別是哭泣與接續而來的
歡樂，這是一段以色列人復興的記載，是神的話語在神的
子民中間產生的果效。讓筆者嘗試以列表的形式，把這章
聖經作簡單的闡述然後再作分析：

聖民的心被神的話語激動，以致他們從心裡有力量遵
行神的道；
尼希米是波斯的省長，文士以斯拉是歸回故土專心服
侍的傳道者；他們二人彼此同心，引發以色列人自被
擄歸回以來一次大規模的靈性復興；
人的預備與神的恩典二者不單沒有衝突，而且是兩者
必須兼備的工作，好像是百分百人的努力，同時又是
百分百神的恩典；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筆者對這個題
目有以下的思想：

 
筆者相信神在不同的世代裡都正在做相同的工作，就是復
興聖民的心，使人重新與祂緊密的結連及尊崇祂的道，最
後甚至願意為信仰付出代價。尼希米記自八章後的復興工
作，就是記載以色列人不惜為信仰付出代價，例如遵守安
息日、與外邦人離絕、照顧利未人的生活需用等。
 
尼希米記第八章的復興記述，給予筆者很多啟發和事奉的
動力。說到底，神關心的不僅僅是事工的推展，而是聖民
的心與祂結連。神的道被宣講與聽眾明白遵行之間有著密
切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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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益的。願我們追求在心靈裡認識主，學習祂的道，並靠祂
所賜的力量，領人歸向神的聖民重建工程之中。

如同一人；

明白神話語後的情緒表達(哭、笑)；

首領第二天自發地前來聽道；

願意全國各地都同心遵守住棚節；

不能以人為計劃來準備的事情：

木檯；

講員；

律法書；

宣傳（遍地吹角）；

人可以計劃和準備的事情：

作者在這章經文記載的重點，是要闡述「人為預備」的重
要及「非人為能力預備」的部分同樣重要。這次聚會具有
重大的意義，就是聖民的心得以重新被神建立起來；其中
神的道起著非常重要的關鍵。由於祭司和利未人『清清楚
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八8），百姓的心就被神的話激動起來，從而引發被擄歸
回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大復興。



信主前我生命和生活的狀況。
 
我於2000年出生，當我入讀國際幼稚園時，已經聽過
耶穌基督的故事。由於我當時只是四、五歲的小朋
友，所以從小我就跟媽媽去教會。
 
到了五年級的時候，老師打電話給媽媽，說：「她以
前上課很乖，但現在會駁嘴」。老師也叫媽媽不要罵
我，因為我可能有疾病。後來，醫生說我的腦內有一
顆3.5厘米、像荔枝大小的腫瘤，情況比較危險，要
立刻排期做手術。到了七月，準備動手術時（那時我
頭髮很長），護士跟媽媽說：「不如你先離開一會
兒，因為我們要幫你女兒剃光頭」。之後護士把我推
到另外一個房間，開始將我一把長長的頭髮剃光，我
大哭呼喊：「媽媽！媽媽！你為什麼不救我？」。其
實我知道，當時媽媽一定躲在一角偷偷地哭。動手術
那天，爸爸、媽媽還有姨母都到現場，等候我完成這
場大手術。手術過後，我被送回病房，醫生詢問我的
情況如何。一年後，病情好轉，但是醫生說：「她有
可能需要做六次化療，三十次電療！」。當時真的很
辛苦，但是我最愛的媽媽一直陪伴著我，從不離開
我。無論是打針、做檢查、化療和電療，她都在我身
邊陪伴我。
 
由於我需要做手術，令我不能應考兩次升中試，所以
後來我被派到一所較差的中學。我原以為自己會在那
裡開心快樂，結果並不是這樣。中二到中四期間，我
很不開心，受到別人欺淩。例如：同學會將我書包裏
的東西倒出來踩踏；同學會抽起我的校服裙；上藝術
課時，也有人把洗過畫筆的污水弄污我潔淨的校服
裙！我立即躲在課室外面哭泣、禱告。我告訴上帝我
根本沒有做錯，為什麼會這樣！到中四的時候，有次
上中文課時，我需要吃藥，我就先舉手問老師，老師
回應說：「咩話食屎？」我就大哭起來，便丟我的藥
包出來！這也算了，到中四最後一次家長會，老師跟
媽媽說：「她中一時，有天去了迪士尼玩，但那日要
上學。」媽媽回答說：「你見到她為什麼不打電話給
我？她身上哪有錢，能出去玩？」老師說：「遠距離
見到那個人很像她。」所以我完成中四後，就轉去展
亮技能發展中心讀飲食業。

這段日子正正是我康復期間，由於家中只有我和媽媽
相信主，但我爸爸什麼都不信，而且沉迷賭博。這段
日子剛好我的大伯父、大伯娘來香港探望我們。但那
時我剛在醫院做完電療，在坐車回家的路途中，我問
媽媽：「我的十字架頸鏈和耳環呢？」媽媽說：「回
家先！」正當我們回到家，大伯父和大伯娘已經到
了。他們說：「幫你求了個大佛，保你平安。」當時
那個大佛鏈已經掛在我的脖子上，媽媽馬上說我們信
奉基督教，不信那些。第二天，我們坐巴士途中，媽
媽見到我好像癲癇的樣子，加上不是第一次。令媽媽
擔心，所以她去問醫生：「是不是藥物的問題才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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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醫生說不會。後來，媽媽想起前幾天伯父和伯
娘給了我一條大佛鏈，於是媽媽把它丟掉了。之後，
我的情況有所好轉，媽媽也可以休息一下。
 
很感謝神，因為祂醫治我。
 
感謝神，因為祂陪我度過一切難關！我也要感謝神，
賜給我一個很愛我的媽媽和姨媽。
 
神真是一位奇妙的主，祂叫我跟媽媽到加恩樓聚會，
令我認識Teen崇，慢慢開始深入去了解上帝和上帝的
話語，慢慢開始去認識如何帶領事奉、收奉獻等等的
事情。後來，又認識了很多導師、朋友，令我可以釋
放自己，大家可以一齊在教會裏面成長。
 
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著主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的
罪，透過祂的十字架才可與天父關係復和，方可得永
恆生命。
 
既然神這麼愛我，我要怎麼做呢？
 
我立志一生跟隨祂，背著主的十字架，學習主的榜樣
愛人，愛人如己，懂得愛我的鄰舍，彼此服侍，在世
上作鹽作光，調解世界和社會上的紛爭，學習謙卑去
見證主。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叫更多的人可
以聽聞福音，打開心門，迎接主進入他們的心，從而
主耶穌就成為他們的救主，這是我的期盼，和需要學
習的事情，求天父親自引領。阿門！



疫情使香港人減少社交見面，不少香港教會為了牧養的需要，
把聚會轉移到網上，直播崇拜以及視像會議團契等已變成了一
種新常態，更發現原來網上是一個廣大禾場。
網上事工要如何發展？網上聚會到底有沒有神學理據？信徒有
何問題要面對？
教會《堅不離地God Online》為大家精心挑選了一些神學問
題，一連4集邀請了不同嘉賓與大家一起探討。

第1及第2集日前已播放，
大家可到教會YouTube Channel重溫：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
list=PLvGIH7K3PLF2zx-dyf4uQ-SBVJ23oOy2P

近期動態 ACTION UPDATE

堅不離地GOD ONLINE

＊圖片為第2集的介紹

這是一個感動的故事：[1]一個人急忙來找耶穌，耶
穌：「你所愛的人拉撒路病了！」噢！這真是一個壞消
息。

耶穌卻不急不忙回答說：「這病不致於死，卻是顯出神
的榮耀。」唉唷！耶穌聽了這不好的消息，卻仍在比利
亞逗留了兩天，才出發去拉撒路所住的地方伯大尼，兩
地相距約兩天的路程。

耶穌來到伯大尼，馬大立刻出村口迎接他，說：「主
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當時拉撒路已經
在墳墓裏四天了，這是第二次的壞消息，當時的情景十
分哀傷，很多親人也來了，為拉撒路的死哀傷。

耶穌也是不急不忙地回應拉撒路死亡的壞消息：「你兄
弟必然復活。」耶穌接著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在失去了家庭
唯一的男子這哀傷的情景，耶穌以突破性的回應帶來了
復活的好消息。

群眾帶耶穌來到拉撒路的墳墓，祂對著墳墓大聲呼叫
說：「拉撒路出來！」就在這時，眾人看見在墳墓裏已
經死了四日的拉撒路，手腳仍裹住布，臉上包著毛巾，
蹣跚地從墳墓裏走出來，所有在場的人在哀傷中一同經
驗出乎意料的好消息。

壞消息與好消息 林佩心姑娘

耶穌沒有延誤醫治的機會，在祂聽到拉撒路病了這壞
消息，祂已經開始工作：「這病是不至於死，卻是要
顯出神的榮耀。」

從年初到現在這段抗疫的日子，我們每天也接收了新
的消息，只是沒有期望中的好消息！當疫情已是零感
染，我們期望抗疫成功的好消息即將來臨之際，卻是
第三波爆發的壞消息，無耐和失落的情緒籠罩著我們
的城市。

昔日馬大和馬利亞兩姊妹失去心愛的兄弟拉撒路，期
望耶穌必快來醫治的好消息，卻迎來事與願違的壞消
息。轉捩點是故事的發展沒有停留在拉撒路進入了墳
墓這事上，當所有人哀傷痛哭地看著拉撒路的墳墓，
耶穌卻叫他從墳墓中出來，活生生地把他交給他的姊
妹和親人，這是一個超乎人經驗和理性的大好消息。

耶穌從來沒有延誤，祂沒有停止作工。來吧！讓我們
以信心等候那從耶穌基督而來；超乎我們的經驗、知
識和能力的大好消息。

[1] 拉撒路復活的事記載在《新約聖經》約翰福音十一章1-4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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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逢星期三晚
時間：晚上8:00
簡介：

守望祈禱會（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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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錦宣家全人參加，每星期三晚上8點「守望祈禱
會 (YouTube 直 播 ） 彼 此 守 望 ， 以 真 誠 的 心 彼 此 相
愛。可透過以下連結去到教會的YouTube頻道一同參
與，為教會，為疫情，為香港守望祈禱。

大家星期三晚8點可到
教會YouTube Channel參與：
https://www.youtube.com/c/fairviewchurch

日期：逢星期五晚
時間：晚上7:30
簡介：

聖經人物研讀（網上教學）

去年11月開始的深度研經課程〈聖經人物研讀〉，現在
仍於每星期五晚上進行。在疫情開始後，課堂從教會禮
拜堂延伸為Zoom網上課程，十分欣賞弟兄姐妹熱切學
習神話語的心，並無因疫情而間斷，感謝主。參加方法
可到教會網頁、Facebook及App按下Zoom的連結。

大家可在教會YouTube重溫以往課堂：
https://www.youtube.com/
playlist?list=PLvGI
H7K3PLF1DUAY4113qLaXTP28MY0ZZ

簡介：

聖詩漫談（新一季預告）
《聖詩漫談》第一季已完滿結束，大家可以先於教會的
youtube頻道重溫第一季的精彩內容，而新一季的《聖
詩漫談》亦已經在籌備當中，敬請留意！

大家可到教會YouTube Channel
收看第一季：
https://www.youtube.com/
playlist?list=PLvGIH7K3PLF07b
jLYpr0AU9T5pKC067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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