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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督化家庭

二零一五年二月號崇 暉

現在社會充斥扭曲的價值觀，感謝神留下了寶貴的聖經幫助我們。「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
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申命記4:9，
經文說明要將神的教訓傳給後人，教養他們明白及認識神，維護信仰不被異教同化，建立基督化家庭。

一. 家庭 vs 基督化家庭
1.  神設立家庭 (創世記2:18; 21-24)
     經文中說明人獨居不好，所以神為我們造一個配偶 。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夫妻的愛和
     扶持，彼此認定的關係，建立以神為首的家庭。
2.  家庭定義 
     家庭是成長的基本環境，由夫妻開始，生兒育女（發展人格與自我，學習生活技能和做人處事)，給
     與愛和支持的血源關係，有著個別的目標和規條，同時接受社會的文化規範、價值觀，目標為貢獻
     社會。
3.  基督化家庭
     差異在家庭以基督為首，遵行神旨意，培育敬虔的後代，在愛和恕的環境中成長。從小引領孩子認
     識神，負起使命，一家同心事奉神，在世作鹽作光。  (創世記35:1-3; 箴言22:6; 提摩太後書1:5)
*   家人歸主: 重視家庭生活及宗教教育，引領未信主家人歸主（使徒行傳16:31）。
*   以神為首: 神的話語為最高價值，「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
     意。」腓立比書 2:13
*   家庭祭壇: 建立祭壇，家人一起敬拜，彼此經驗與回應神大愛，是信仰的共同生活，禮儀和見證，
     也是家庭的屬靈記號。
   二. 建立基督化家庭
1.  按聖經的教導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
     下，起來，都要談論。」申命記6 :6-7
2.  家庭成員的角色
     夫妻兩人從婚姻的開始，建立合一的信仰生活。父母是家庭的祭司，以神的旨意指導人生、工作、
     家庭等，為兒女作榜樣。為家人認罪、祝福、獻祭、求問神、奉獻及行神吩咐的(約伯記1:6); 父母
     更是受託的管家，兒女、金錢產業、才能及恩賜的主權在神。家庭成員無論是哪一個身份，都有責
     任將神的話語與家人分享。「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127:1

結語
從小信仰的教化，形成穩固的價值觀，經得起社會的衝擊，能抵抗洪流，是信仰生命的實踐及
承傳。信徒如何參與和實踐基督化家庭的教育，有賴家庭與教會的配合。
教會於2012年的「基督是我家之主運動」立願禮，約六十個家庭立志，願意實踐家庭崇拜，
承認基督為一家之主，接受神的差遣及祝福。隨後每年也有講壇、主日學、講座，和每月家庭
崇拜材料的配合，未來為關心家庭狀況將會增加探訪。2015年為配合推動，將於一月至六月
舉行「基督是我家之主」閱讀獎勵計劃，屆時請留意週刊及成年部網頁。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下。願意從天父賜福的婚姻開始，
建立基督化家庭，為主活出美好見証，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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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工作需要，每天我都像活在戰場中。只要一到達工作場地，就需要極度專注投入。因為工作時
間較長，而我亦需要以最快的速度pick up每一個工作，所以有時難免會感到疲累，甚至覺得自己能
力太弱不足以應付所有工作。正因如此，這一年來我學會不靠自己，而依靠上帝。感恩神在工作上
一直給予我很多機會。每當我練習劇本或工作前我也會禱告，求神開我的眼睛，給我足夠的聰明智
慧解讀劇本。我也求神祝福整天的工作流程能夠順利，亦求神幫助我能以喜樂、謙卑和感恩的心工
作。 雖然現時工作schedule排得密密麻麻，但我知道神的恩典往往是超乎我的所想所求。

林希靈姊妹個人小檔案:    
希靈是林源發長老的千金，林希維執事的妹妹。希靈是青成部和撒那小組的組員。
她在2013年加入無線電視藝員部，參與的節目包括早前播放的「猩猩同學會」，
「娛樂新聞主播 」、「新派煮意」-飲食節目 、「Think Big」 -兒童/青少年節目 
(1月中翡翠台播映）。
希靈也會出席「藝人之家」，笑言自己是全場最年輕的一個。
願主祝福她的工作。 

林希靈姊妹專訪 

歡迎分享見證，介紹小組近況。
投稿請電郵至www.skwttc.tsungfai@gmail.com

如果您有興趣參與崇暉的事奉 (撰文、採訪及排版設計)，
歡迎您聯絡羅釨旗傳道或黃美蘭姊妹。

大募集!!

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出版   
督印人　：朱永生牧師    
編輯委員：黃美蘭　張詩敏　梁淑嫻　吳奇恩　趙善富 
排版設計：吳美華　周鳳梅　楊詩詠　朱銘恩　許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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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錦誠伉儷

家庭分享

一. 結婚年份：1993

二. 蒙恩及祝福的分享：
     1. 我倆從初中認識，一同從聖經學習中成長，打好基礎；
     2. 隨後拍拖達7年，增進了解才計劃結婚；
     3. 工作平穩，誕下兩位可愛的女兒，在一切安定的情況下全心投入服侍，互補所需；
     4. 從吵罵中更深入瞭解對方，學習和而不同，以主的教導為依歸。

三. 總括而言：
     1. 受寵若驚地成為別人眼中的恩愛夫妻；
     2. 婚「姻」能蒙福因為有上帝恩典的DNA， 而後天有着神的話語，當然要加上禱告這
         種有機「防腐劑」。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1：19

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倆在教會認識，事奉，拍拖，成長直到在1987年2月14日結合成
為夫婦。日子雖如飛而逝，但每天都充滿感恩。神又賜給我們三名子女，樣我們一家充
滿溫馨，喜樂和彼此相愛，願上帝繼續保守和看顧及帶領我們走在恩典之路上。

馬貴平伉儷



今年九月，我展開了在靈實醫院的探訪工
作，第一次跟著院牧到療養病房做臨床關
顧的服侍。住在療養病房的病人，多數是
不能走動，也不能自我進食的。有一部份
病人插了鼻胃喉，喉嚨開了氣道，有些除
了呼吸和睜大眼睛，也沒什麽反應。在這
個病房中，沒有那一個病人是期待出院的，
說白一點，他們都是在「等死」。老實說，
要我待在那病房一星期也真受不了，莫說
他們已經待了數月，甚至數年！幸運一點
的病人，每天也有家人來探訪。可惜，有
不少家人也受不了那種日復日，年復年探
病生活的煎熬，慢慢地，探訪的次數越來越少，甚至不見了踪影。留下孤獨的病人白天等待日落，
晚上等待黎明，沒有盼望，沒有生活。

我跟著院牧探訪了數位病人，有的很感謝我們的關心，但更多的向我們說一大堆怨言，有針對醫護
人員的，有說只想早點離開人世。

後來，我們探訪了一位中文老師，他姓陳，年青時便得了重病，待在這病房已數年了。我見他的時
候，他的眼睛可以看見，耳朵也聽得明白，可點頭示意，右手也可微微揮動。他插著鼻胃喉，喉嚨
也開了氣道，不能說話，偶然咳了，痰是在氣管卡著，整個人也抽搐起來，面也通紅。我們跟他說
話，他的反應顯示他的頭腦非常清晰。原來他也是基督徒，教會定期有弟兄來探望他。
院牧向陳老師介紹我的時候，她見我的中文名字很特別，便著我把名字寫給老師看，我便順帶說說
我媽媽給我改這個名字的意思：「我叫駿靈，因為我是馬年出生的，所以我媽媽希望我像一匹精靈
活潑的駿馬。」「呼呼呼…」引來的是這位老師的笑聲，我看見他裂開嘴巴大笑起來。
我立時呆了一呆，真不懂形容我當時的心情。從我第一眼看見他，並從院牧口中知道他過去的經歷，
我腦海中就只有痛苦，辛酸等詞語。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像他有過去所經歷的，並現在所承受的
人，似乎在沒有轉機，沒有盼望的境況下，竟然還可以開懷大笑？我反問自己，我擁有健康的身體，
有自主的生活，卻很少這樣開懷大笑。感謝主，他的笑聲感染得我和院牧也大笑起來，而且我還可
以為他作一個感恩祈禱，感謝主賜給他一個喜樂的心，一個不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不受過去痛苦
經歷綑綁的喜樂的心。

後記：以後我每次探訪陳老師，他都會笑。除了一次，他專心地練習右手的力量，我發現他右手的
活動能力竟然進步了。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17:22）似乎陳老師不單只
是這療養病房中唯一的喜樂，也是唯一的盼望。

療養病房中唯一的喜樂 劉駿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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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

基督教的宗教教育應由何時開始? 從小培育孩子當然重要，從戀愛到婚姻也不容忽視，所以在每個階段的
教育都是重要的。每年成年部都會於圖書館添置書藉，配合小組成長及基督化家庭的使用。以下是部分新書
的介紹:

戀愛十誡(走上健康的愛情路)
作者 : 賓楊，撒母耳‧亞當斯　出版社：浸信會出版社
作者從信仰、戀愛和多年來服事單身人士的經驗，寫了這本為青少年、大學生和單
身人士而設的書。可能你經歷過戀愛的混亂和傷害，可能失戀多次而疲累，可能不
懂如何戀愛，書中有十個經時間考驗的定律，免信徒誤墮戀愛的陷阱和試探。每個
誡命都會說明後果、益處和忠告，讓讀者明白利害作合宜的選擇。
文中澄清不少戀愛的謬誤，例如 [第二誡，用腦想想]：浪漫的愛不是真愛，當中的
意義，而推動浪漫愛情的有情緒、荷爾蒙及屬靈啟示，需要平衡不受一種動力擺
佈，建立合乎神心意的關係。文中也提醒讀者導致失戀的原因，勉勵學習健康的戀
人關係、在真愛中發出吸引力和確認彼此的愛。願讀者找到能鼓勵、肯定、啟發和
挑戰你成長的那位愛侶。

當我(們)繼續走下去(喪偶或離婚後重新擁抱生命)
作者：蘇珊‧索納貝爾提  羅伯特‧德弗里斯　譯者：郭靈飛  出版社：基道
喪偶或離婚後再婚是信徒真實要面對的問題，作者從心理和靈性兩方面關心個人
如何重新認定自己，活出豐盛人生。內容有不少爭議性的問題 : 怎去決定再約會
他人？保持單身再可取！背叛和自責的心情…，作者不但從過來人的身份，更將
十多年服事喪偶及離婚人士的經驗，藉本書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不但處理實際的
生活問題 (喪偶家屬或孩子的接納…)，更盼望單身人士處理失去的哀痛，重整理
身分角色，懷著信望愛再次進入上帝賜與整全的生命。
 

愛能長久(重建婚姻關係) 
作者：司韞道   譯者：曾淑儀  出版社：基道
不論是蜜月期或空巢期；面對養育或理財的問題，夫妻總會有艱難、爭拗和
感情受損的時候。本書從聖經建立美好婚姻的原則，幫助夫妻作合適的選擇。
內容生活化，對應結婚多年的夫妻需要；例如「侵蝕忠誠的白蟻」，「空巢
朔怎辦」… 共13章，每章皆附小組討論指引，列明課題目的，查經指引，
討論問題及實踐。
現今結婚多年，夫妻除了孩子沒甚麼話題？倆似熟悉又陌生，相敬如賓？繼
續機械式走下去或是靠著主的愛重新開始？適合婚齡7年以上的小組或夫妻
使用，求主幫助重燃婚姻中的愛火。

從掙扎到成長(雅各書)
作者：蘇穎睿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書中探討14個信徒成長的課題， 適合於小組使用。每課有經文分析、主旨、
破冰、討論和應用，內容針對生活常遇到的難題，例如 : 信心與行為；試鍊？
試探？社會公義等。 讓信徒更深入辨明真理。期望小組能提供組員同行的機
會，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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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分享

何漢賢、許戈恩典同路二十載

那些年，相識在理工，共赴培靈會譜戀曲；
蒙主恩典，九四元旦主內成夫婦、建家園。
九六迎穎彧、九七迎穎忻，二人之家增成員；
主恩滿屋，福滿溢，孩子至今己成青年人。

深知人生路上會無常，但仰天父就得勝。
盼望一家在主內靈命齊成長，期待人人得蒙神賜恩惠走天路。

婚「恩」之路：
回想二十年前的九月的某一天，我站在教會壇前等待她踏上紅地毡，心中感恩從此在信仰路上，
讓我倆一同靠著主恩走下去。

猶記起當初兩小無猜新生活開始時，
以為會花頗多時間去適應彼此的生活
方式，例如「吱牙膏」的開始位置，
反而很快學懂了互相為對方放下自我，
讓我們自身的生活習慣漸漸融入在
「二人成為一體」裡。這樣的契合更
讓我們在家庭與事奉裏，同有相同的
心志，一起堅心倚靠上帝的恩典同走
下去。

張啟安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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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部

「你要休息」

黃婉芬 (女兒吳麗珍代筆)

能夠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我的福氣！昔日忙碌的我，忘記自己的年紀與能力。每天忙碌過活：跳讚
美操，天國耆兵，練詩、送飯、探訪、參加安息禮拜獻詩，並與主內姊妹朋友們飲茶，吃飯，看
大戲。很忙！不過好開心！

在2014年8月14日早上7:00，我已到達鰂魚涌公園準備跳讚美操，跳完再參加天國耆兵，晚
上參加安息禮拜獻詩，明天與伙伴們往鼎泰豐吃小籠包…

芬姐，你怎麼樣呀！……有沒有跌傷？……今天因多人跳讚美操，我們轉移位置，在較陰涼的地
方跳，怎知在最後一隻舞「主賜平安」時，我按着音樂，移動步伐，在不熟悉的環境下，失足跌
下花叢。好痛呀！……不能站起來…我的上帝啊！…為何會這樣？…

感謝上帝，在跌倒時，我心裡有平安，教會主內弟兄姊妹禱告，愛心的服侍，使我深深體嚐上帝　
的憐憫。

第一次覆診，醫生說可能要做手術，因為傷處不但沒有進展，反而「差咗」，我頓時身體感覺冰
凍，不知如何是好。

第一次覆診後，我切切地祈求上帝醫治我。「主啊！祢曾醫好患十二年血漏病的婦人，請祢也醫
治我，我從心底發出的呼求。」

不知在哪一個晚上，在睡夢中，有人把我雙腳抬直，我頓時頭部仰起，但身子沒有被拉下去，這
人是在我背部作治療。主啊！是不是祢？

我真的不敢相信，短短一個月後我作第二次覆診，成績非常好，只需物理治療，無需動手術，還可
以三個月後覆診。

「上帝啊！我要讚美祢！上帝是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篇46:1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46:10

這兩節經文是張文彪長老在年長主日學合班聚會給我們的教導，也是我心中的回應。患難難測，不
知何時來何時去，我們雖然滿有計劃，也不能敵擋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
都會遇上困難，很多時不在我們計劃中。不過，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我
衹要抓着祂，順服在祂旨意之下。

我以前太忙碌，沒有好好安靜下來，這次意外，使我學習「休息」安靜在主的腳前，留心祂的帶領，
不是愈忙愈好，也要安靜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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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校合作

筲箕灣崇真幼兒學校
校訓 : 愛行善、望成才、信基督

學校簡史及現況 :
幼兒學校創立於1984年，現時教職員合共17人。由N1-N4共有4班。
現任校監為何錦誠先生，校長為李劍儀女士，李校長在2006年9月入職成為幼兒學校的校長，她
是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的會友。
幼兒學校為學生提供價質的幼兒教育。學校重點推廣閱讀，包括朗讀計劃及不同的閱讀計劃。語文
教育方面與香港大學合作推行「愉快聽故事學語文」、高效識字等等。另一方面，學校亦重視藝和
環保教育。現正開闢教會大門旁邊的地方建成花圃，推廣種植活動。

堂校連繫 :   
幼兒學校與教會有緊密的聯繫，朱雪貞師母曾擔任幼兒學校的宗教主任，一直與校內同工致力推動
校內福音工作。現時福音幹事何潔廉姊妹統籌校內福音工作。
過去幼兒學校曾經舉辦「優質家長課程」，學校亦會向家長宣傳教會的啟發課程，參與及推動每星
期的家長園地等。

預告：
2015年4月舉行30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歡迎弟兄姊妹來臨觀禮，見證神恩！

李劍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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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校合作

感謝上帝的恩典和帶領！讓我有機會在崇真幼兒學校擔任
福音幹事的工作，我很高興可以藉着崇暉與你們分享。

幼兒學校除了是學習知識的地方之外，更重要是讓幼兒從
小認識聖經、明白真理、信靠耶穌、學習祈禱和背誦金句，
因此在課程的編排上會加強靈育的培養和教導。學校每日
都會有「智慧百寶箱」(即聖經堂)、每月一次「小小崇拜」、
全年背誦金句的獎勵計劃、暑期聖經綜合課程及上、下學
期各有一次的「品德教育大聚集」。

對外，學校會帶領幼兒參加「聖經朗誦比賽」、聖誕節探
訪和報佳音，讓幼兒能夠主動和熱誠地向別人傳播主愛。

另一方面，因為福音的緣故，我們希望家長能夠認識信仰和
相信上帝，所以教會和學校會有緊密的合作。

教會是學校最強的支持和幫助，除了在家長資源中心有機會
接觸家長之外，還可以藉着教會舉辦之「幼兒主日學」和
「家長園地」來認識家長、彼此建立關係並且鼓勵他們參加主日崇拜和啟發課程。每年聖誕節學
校都會舉辦「聖誕遊藝會」並邀請學校家長和親友來參加，讓他們欣賞幼兒表演及聽取福音的信
息。我們感謝教會義工在聖誕遊藝會裡參與和幫助，全心全力的付出。由此看來，教會和幼兒學
校真是息息相關，盼望我們共同努力，一起拓展福音工作，傳揚主愛！
  

何潔廉福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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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Ho 守歲祈禱會分享

大家好！我是Kenneth！今年很特別，因為我帶了一
位新朋友(HC)回教會。
回想讀中一的時候，我是一個很怕醜的人，不太敢向
人傳福音。升上中二後，雖然一直想和朋友分享信仰，
但仍然不敢直接講，只是在Facebook上寫著「All of 
the things 倚靠God」，沒想到之後卻得到很大回響。
我的朋友HC，曾經是一個對基督教反感的人，那時一
聽到耶穌便不肯繼續聽下去，更會作出反駁。
我沒有因此而放棄向人分享信仰，但我仍然很怕醜！
當你發現你想為上帝做事時，機會總會在眼前。意思
即是，上帝會為你預備合適的時間向朋友分享，內心
會有衝動，如果不講不安樂似的。為甚麼？很簡單，
因為我想在死後，可以和我的朋友在天堂裡再見。之
後有兩個朋友跟我返教會，但HC仍然對信仰有些反感。
到最近幾個月, HC因為一些人際關係問題和其他困難，
令他感到痛苦，而他竟然主動問我關於基督教和教會的
事，於是我便順理成章的邀請他返教會，希望他可以了
解更多。
從這件事我學到，每一件為主做的事，都是播種，只不
過我們不一定知道收割的時候，只要等待及堅持為主作
工就可以了。

守歲活動

平安夜默想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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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
教會大旅行

10月2日教會有接近三百個弟兄姊妹一起到西貢康樂戶外中心旅行。
感恩當天陽光普照，大家扶老攜幼，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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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崇拜及聚餐

崇拜後我們在操場連開54席盆菜，歡聚佳節。

12月25日羅祖澄總牧為我們在聖誕崇拜中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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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報佳音

醫院報佳音

街頭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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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

差傳嘉年華

2015 天國國耆兵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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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組

青成部

以撒組簡介
約在2001年成立，當時由導師張詠賢弟兄及葉劍英傳道帶領，李瑞芬姊妹、曹啟源弟兄及鍾惠蘭
姊妹曾作以撒組導師，現任導師是蔡文中執事。

組員分享：
馬旻  
說到以撒組，組員們的面孔就會在我腦海中浮現，我們經歷了讀書時期的年少氣盛，投入與衝動；
現在經歷著工作時期的起起落落，支持與代禱；有的成家立室，有的等候帶領；大家對小組有著一
份不放棄的執著，我相信神讓我們成為彼此的激勵與祝福。

David  
以撒，從他的出生、被獻上、娶妻，都反映出只要信賴神，神就會安排一切。回顧以撒組，雖然有
很多不濟的時間，但當每次組員的心不放棄，再次信賴神，神就安排一切，讓它如鷹，展翅上騰。

Jess  
轉眼間參與小組已超過十年，小組陪伴我走過成長歲月。我相信是神的愛讓我們聚在一起，一切非
偶然。願小組組員能夠繼續的互相了解和勉勵，一同愛主更多更深。

Eric  
加入以撒組一段時間，與大家相處融洽，努力在靈命上成長。人數雖少，但我相信每一員都是小組
的支柱，縱然處於低谷，大家亦會攜手並肩地走過。願神繼續在我們當中，帶領我們茁壯成長，教
導我們貢獻。努力吧！
  

Winnie

Eric

Jess

David
馬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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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部

Omega Six

2012年10月舉行的第19 屆啟發課程，正是主帶領着我和太太，以及我的好拍檔 Antonio (何漢賢)
和許大哥 (許戈) 開辦新組的起點。

經過三個月的旅程，除了建構了骨幹的成員外，我們還邀請了同屆不同組的學員加入，令 Omega 6 
那十多人成為2013年成年部的新組。

一如以往，離開上一組 (Omega 4) 時，正是該組達到成熟及自立的情況，讓其可慢慢發展下去。至
於 Omega 6 就是新葡萄，從新生走向成長。大家在第一年踏實地完成成年部訂下的初階課程︰成
長八課、耶穌生平及基督徒的信仰觀；大家都樂於學習、愛於分享。

這一年來了一對「外星人」― Jackson 及 Linda，他倆不是 omega 系列中曾參與啟發課程的成員或
服侍人員，而是先入組，後上課程的「逆轉品種」，為原本的「巴打」及「絲打」帶來新思維。

走過2013這個年頭，接著第二年的4組內容是配合崇拜的講道內容分享。由於有了一年的相處及了
解，大家都能在更自在的空間探究和表達，而這時又來了一雙舊友 Petti 及她的丈夫 Ronald，充實
組內的屬靈氣氛。

來到這一刻，又是要離開這組的時候了，執筆之際，正是第23屆啟發課程的尾聲，亦結集了不少初
信及有心進求的人士，相信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的應該是 Omega 7。

願聖靈繼續帶領這個運動，使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處。 
 

何錦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