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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聖靈於五旬節降臨，使徒

放膽講道傳揚基督，得救人數天天增

加，甚至因為打理及照顧的工作倍

增，使徒們經過禱告，為教會選立執

事，從後來的書信中，我們還見到的

職份還有長老監督等，使到教會的佈道、牧養、持守真道、管理、慈

惠等等工作有更好的分工，筆者認為這是當時初期教會第一個發展的

黃金時期，一個「當打，當作，正場」之階段，是教會發展的第一個

「夏天」。

	 從歴史的角度看，二千年來教會經歴不少的興衰得失，不過從事

奉神的角度看，這些所謂的興衰與事奉者的心路歷程不一定有直接的

關係，筆者想說的是，這個「夏天」是指事奉者的心，就如早期來華

的眾宣教士，及當時歸信基督的先賢，晚清民初的中國環境對佈道發

展不利，不過華人教會就是這樣被建立起來的，看他們的心，是「盛

夏」！

	 我們就用這樣的心看今期月報，幾位事奉的，是領袖，是牧師，

都沒關係，談的是事工，或分享的是箇中的起跌、經驗或得着，都無

問題，我們希望大家都「羨慕」這份服侍的心，「羨慕」這份服侍的

機會。正如前一期所提，絕對不是沒有難處的，也不要怕這些難處，

如盛夏中的暴風，卻是可以抓緊神的恩典，而且是渴望在走過後見到

神所賜盈盈的果子。

　　不論你是否教會中的執事、領袖、牧者，都沒關係，你擔的角色

在人來看是輕是重，也沒關係，重要的，是我們願意彼此鼓勵守望，

為大家所處的「夏」同心努力！重申，人生中「夏」，不是年齡，不

是大環境的興衰現象，也不是功過或來自別人的毀譽，而是你我在事

奉時的心態，那份因單單專注於主，致「汗流浹背」的幹勁，為主甘

心而作，甘心而受的心。

編
者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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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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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後，我出來社會

做事，經一位同事的帶領及鼓勵

之下，我在康福堂決志信主、洗

禮、聚會及事奉，轉眼已有十八

年了。康福堂是我屬靈成長的老

家，在這個家，有彼此相愛的弟

兄姊妹，也有忠心良善的牧者和

屬靈長輩，雖然我也曾經歷人生

的低谷，但神讓我在康福堂被建

立，經歷衪的信實和慈愛，神更

賜給我有喜樂的婚姻，婚後與丈

夫在繼續康福堂聚會及事奉，為

此我常常感恩。

	 過去十年，在牧者和屬靈長

輩鼓勵之下，我也有擔任執事的

職份，每三年休息一年，從未間

斷，在2011-12年，我也有幸地擔

任執事會主席。回想過去事奉的

日子，神一直向我啟示衪是我生

命的主宰，也是教會的元首，衪

是那位掌管萬有的神。當我完全

明白接納這位創造主與我/教會的

關係，我只有甘心樂意去完成神

託付我的工作，憑信心去帶領教

會行前面的路。

	 在我的生命當中，很多時

神會藉苦難向我啟示，衪是愛我

的神，讓我更謙卑順服去敬拜和

事奉衪。我的媽媽是一位患有腦

退化症的長者，已失去自我照顧

及與別人溝通的能力，我和家人

為媽媽患病曾感到很憂傷。為

此，我常常為媽媽禱告，感謝神

聽我的祈禱，賜給媽媽有一個平

安喜樂的心，從她由內心發出的

笑容之中，我知道神已動工了。

最奇妙的，我嘗試教媽媽祈禱唱

詩歌，她竟然會記得主的名：「

主耶穌！」和記得詩歌「天父看

顧你」的副歌。每個星期日我去

黃杜杏姬姊妹（播道會康福堂執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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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院探媽媽，她都會唱：「天

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時時看

顧，衪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

你！」我每次聽媽媽唱歌和高呼

主的名的時候，心裏很激動，我

知道神對我說話，教我在絕望之

中生盼望。因此，每逢我在生活

或事奉中遇到任何困難，我都會

想神如何賜福予媽媽，讓我心裏

從新得力。

	 今年，我作為康福堂執事

會主席，神也特別恩待我，賜福

予我的工作，讓我能工餘有足夠

時間精神處理教會的事務。今年

五月，我要帶領執事會處理教會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與眾弟兄姊

妹商討康福堂長者中心和康健中

心的發展事宜。感謝主，神也為

我預備了兩星期的假期，好讓我

能夠專心與教牧同工、執事、中

心職員及眾弟兄姊妹商討有關事

情。經各方面的討論及印證，神

給我們的指示，執事會最後決定

保留兩個中心去服侍社區。在過

程之中，我見到康福堂的弟兄姊

妹熱心參與討論，也積極參與事

奉，心裏非常感恩，我深信神使

用這個機會復興教會。我亦見到

神很愛護康福堂的長者，仍然讓

康福堂保留長者中心，很多長者

為此而感恩流淚。

	 在康福堂事奉的日子，雖然

也會有遇到困難、孤單的時候，

但神的恩典夠用，我相信凡事祈

求、依靠、謝恩，只要忠心服侍

主，神必定看顧和保守。在此，

我特別很想多謝以往曾鼓勵我的

牧者和弟兄姊妹，包括黃家名牧

師和師母、胡志成牧師、陳潔麗

姑娘、劉國華伉儷、余德昌弟

兄，多謝你們與我同行。我更加

要感謝愛我的天父，我必定會進

深學習真理，為祢作見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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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四歲姨甥女，看到她的成

長，讓我回想在執委事奉的開始。她

帶着喜悅、祝福來到這個家庭，為這

個家帶來了歡樂及改變！我加入執事

的事奉團隊，開初是有些戰兢、膽怯

但又有些火熱……。不久的在各執

事、傳道人的愛護提攜下就適應過

來。在事奉的路上並不是平坦大道；

有停滯、有絆倒、有受傷過；感受也

不是單一的，正因這些軟弱經歷，豐

富了我的信仰的生命，矯正服侍的心

態，從中明白事奉的真義，能更堅定

的事奉主。

	 父母對子女的成長具矛盾的因

素：既是期望子女身體、知識不斷增

長，但又回味他們孩提時對父母的倚

賴、要照料週全。製造一個溫室培育

場，呵護備至。作為信徒，上帝的心

意很清晰，祂要我們屬靈生命不斷長

進、達至成熟，甚至要承載別人的生

命！反觀自己，曾幾何時也喜歡眷戀

被人照顧，逃避靈命成長，甘於享受

現況，不想付出、拒絕承擔。「你們

白白地得來，也應當白白地給人。」

（太十8下）這是耶穌差遣門徒把大

能的福音傳開。「白白」讓我體會耶

穌毫無條件的救恩，白白的賜予恩

典，全心全意犧牲；但我曾在事奉時

藉口推辭，選擇性付出。馬太福音十

章8節是我加入堂委會的立志金句，

下文中也分享了歷年的事奉立志經

文。

	 我感到戰兢、膽怯因為怕自己

擔當不起，背着執事的身分是有壓力

的，又介意別人的看法；能力才智不

足，不錯！當人只靠自己去完成神的

工作會是很辛苦，也是危險的，這正

落入魔鬼的網羅中，看錯神的心意，

輕視祂的能力，擺重自己。火熱的

心，原來也經不起時間的洗煉，因着

挫敗，沒有果效而氣餒，內心的熱切

逐漸冷卻；都是出於自己的私慾作

惡，弄錯事奉的對象與目的。「不要

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

何燕玲（播道會愛泉堂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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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裏遵行神的旨

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

事人。」（弗六6-7）

	 在事奉歷程中曾被罪的攪擾而想

放棄執事的崗位，覺得身心靈無力，

愧對於神；有敬虔的外表但沒有與神

有美好的關係，內心有很大的罪疚感

及掙扎，得陳姑娘的教導及鼓勵，在

神面認罪求赦免，心靈得到釋放再重

拾事奉的心志。「上帝不希望給祂的

兒女背負罪疚感的重擔」，在書中看

到這扎心的一句，給我很大的安慰。

罪在暗處不斷蠶食我的屬靈生命，只

有光能拯救並治死它。這「光」象徵

意義是神，可以是實質的─讓罪「曝

光」，要在人前坦然面對及承認自己

的過錯，從兩個層面得到真正的自

由。事奉也有疲累的時候，記得每週

完成了事奉的崗位，內心會很輕鬆，

像放下擔子似的，又像拆解了一個繩

結；但掛在面前的仍有很多結呢！試

問這樣的事奉怎會平安喜樂呢？並不

是神所喜悅的。身體的勞累可多休息

補充，靈命疲累就要用屬靈的方法，

安靜在神裏面，從祂的話語中有領受

有反思，藉着禱告祈求支取更大的力

量。「陶匠用他手中的泥所做的器皿

壞了，他就用這泥再做別的器皿；照

着自己的意思去作。」（耶十八4）

經文讓我思想神主權及能力、人心的

剛硬與本相；陶匠、泥、器皿的連鎖

密切關係。

	 主讓我看到自己的很多的欠缺，

幫助我從負面的經歷轉化正面的能

量，祂不斷修剪我的枝葉，將不健

康、枯萎的、不合神心意的取去。學

習以謙卑柔和的心與神及與人同工，

無論是否崗位性的事奉也應該全心投

入，體會生命溶合事奉使命，盼望能

盡上本分，作忠心良善的僕人。「這

寡婦是自己不足，卻把她一切所有

的，就是全部養生的都投進去了。」

（可十二44下），神對寡婦身分的肯

定、寡婦對自己的認同，學習她對主

敬虔、忠誠、完全的奉獻、信心仰望

神的帶領。

	 人生的成長總會經驗風雨，信

仰生命也亦然，只是晴空萬里也許枯

燥無味，沒有激勵；偶爾風暴刮起，

雷雨交接；不但可以沖洗心靈內的積

垢，也是給予休養反省的空間；不至

乏力迷失。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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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
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
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
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
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
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
事。』」（徒六2-3）

	 從新約聖經的教導，教會
已有執事的設立，主要是在信徒
中選出來，被委託與教牧同工一
同事奉神。大家都是向神委身，
對教會盡上信徒領袖的本份。記
得初信主的時候，已很羨慕服事
神的弟兄姊妹，覺得他們很有恩
賜。那時的傳道人教導我們在
屬靈生命上有成長，有事奉的心
志，神就會使用。但近年願意
承擔執事事奉的信徒日漸減少，
原因可能很多，例如工作、進修
很忙，沒有感動，或有事工要負
責，或不願對教會有較大的承擔
等。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
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伯

二十三10）

	 我是1996年開始，被神使用
在執事會裏事奉。轉眼間十多年
的時間，當中祗停任過一年。先
後擔任過事務部、成宗部、經濟
部、司庫、副主席、主席，有一
段時間兼任代堂主任等。

	 我從初期對執事事奉所知有
限，到現今熟悉執事在教會的角
色，整個執事會的運作。這段日
子感覺自己被神磨練、造就，信
徒生命成長了，對教會事工有更
深的認識，更愛教會。我曾經為
教會的事工發展而歡喜快樂，亦
曾為教會事工面對不明朗的前路
而流淚。如果不是神親自揀選、
使用，恐怕不可能事奉祂這麼多
年，是神使用我，不是我去事奉
神。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
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
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腓
二2）

主

題

文

章 潘偉民（播道會顯恩堂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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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郭碧貞（播道會恩福堂東九分堂）

	 多年執事的事奉，我的家
庭都在背後支持，多謝內子及子
女的體諒及明白。很多假日的時
間或一些重要的日子，都放在教
會的會議上。有時我們在會議中
有一些決策，而我又不方便說出
原因，雖然他們不明白，仍然支
持我們。所以我的事奉並不是一
個人的事奉，而是整個家庭的事
奉。

	 執事會的運作，教會事工固
然重要，但執事之間的溝通，彼
此關懷和信任亦是重要的元素。
我們不能各自為政，不能各自發
揮。所以我們在執事會開始時，
先有祈禱分享會，互相溝通，互
相支持，才開始我們的會議。

	 2007-2008年當我擔任執事
會主席期間，父母患重病並相繼
離世，對我的心情及在事奉上有
很大的影響。但有其他執事的主
動關心，甚至分擔我在執事會內
的事工，當時實在得到很大的支
持。

	 「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裏，
來到凱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
腓利家裏，和他同住。他是那七
個執事裏的一個。」(徒二十一8)

	 執事是傳道人的同工、也
是助手，由使徒行傳來看，七位
執事除了管理飯食，也參與傳福
音事工。為基督的緣故，甚至把
生命傾倒出來。司提反行神蹟奇
事，與會堂的領袖辯道，成為第
一批「殉道者」。腓利巡迴佈
道，行神蹟、趕鬼，帶領埃提阿
伯太監信主並施浸，腳踪遍及撒
馬利亞、迦薩、亞鎖都和凱撒利
亞，聖經稱他為「傳福音者」，
並且能夠為主得人，拓展神的國
度。

	 在我多年事奉的經驗中，執
事與傳道同工的關係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彼此在事工發展、方向
上未能一致，對教會發展有很大
的障礙。彼此同心的時候，是教
會很大的祝福。正如蘇穎智牧師
曾說：「當長執認定與牧者是一
個隊工的時候，教會就會起飛，
就如恩福能夠起飛一樣。」

	 甚願神繼續祝福播道會各堂
會聖工的發展，各傳道同工的牧
養，各執事的事奉，阿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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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0年7月，當尖福堂獲
悉業主不再續約，需要在短短半
年內遷離所租用聚會之處。在人
看來，要在短時間內尋覓租金相
宜而地點合適的地點，實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但在耶和華的眼
中，真的沒有難成之事，祂是耶
和華以勒。神預備了尖東「帝國
中心」的地庫，使我們再次植根
於尖沙咀區，在這地方作主的燈
台，尖福堂可以名符其實地再次
座落在尖沙咀區。不過，我們要
成為真正的「尖福」，就必須要
作「無牆的教會」(church	 without	
walls)，我們不是在教會四道牆內
過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看見自
己的需要	 (inward	 looking)	 ，乃是
看見外面的需要	 (outward	 looking)
；我們不能只在教會四道牆內享
受聚會和團契的生活，乃要願意
成為流通的管道，將神的祝福帶
到外面的社區，叫未信主的人得
着福音的好處，享受神的祝福。

我們要在這社區中傳揚神的愛，
將祝福帶到尖沙咀、帶到香港和
更遠的地方。我們蒙福，不是單
為自己的享受；我們蒙福，是要
作別人的祝福；我們得拯救，是
為了服侍	 (we	 are	 blessed	 to	 bless,	
we	are	saved	to	serve)，這樣我們才
能真正成為神心意中的尖福。當
我們清楚看見神的恩手帶領我們
回到尖沙咀區，便知道這必定有
神的心意和託付，在尖東約有二
萬名白領，在禱告中，我們領受
的異象是要服侍這一帶的上班一
族。傳道部的執事和同工一方面
拜訪在舉辦福音午餐的教會，向
他們請教，另一方開始聯絡商區
福音使團，磋商舉辦福音午餐的
可行性。商區福音使團的同工參

主

題

文

章 傅華耀（播道會尖福堂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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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過本堂的場地後，認為地方不
太合適。正當我們為福音午餐的
合適場地籌算之際，神就預備了
在帝國中心的一間酒樓，以非常
合理的價錢將偏廳給我們用作福
音午餐的場地，我們再次經歷到
神真的是耶和華以勒。展開工作
時，我們仍戰戰兢兢，不知道反
應會如何，但感謝神！在2011年
10月舉行第一次福音午餐，已有
逾百人參加，這完全是神的帶領
和作為。在這過程中，我們看見
神的信實和恩典，只要我們跟隨
主的帶領和引導，耶和華以勒必
定為我們預備。在籌備和舉行福
音午餐中，有許多弟兄姊妹一同
參與，或有到尖東街頭和各商廈
的出入口派發傳單，或有做義工
在福音午餐上接待出席的來賓，
讓他們在合宜的環境聆聽講員的
見證分享。感謝神挑旺了我們傳
福音的熱忱和對靈魂的負擔，我
們計劃每一年舉行三期，每一期
八次的福音午餐，亦祈盼藉此機
會多接觸在尖東上班的人士，將
福音帶給他們，並鼓勵在此區工
作的基督徒同來為主作見證。此
外，我們更開設福音性研經班，

讓有興趣想進一步認識福音的朋
友參加。
	 教會的三個職青團契同時
也看見這異象，有負擔在社區服
侍，宣揚主的愛，他們籌辦在尖
東百週年紀念公園的一個戶外佈
道會。在籌辦的過程中，同樣地
經歷神是耶和華以勒，租用場地
時遇到阻滯，我們的場地申請遲
遲未獲政府康文署批准，只好憑
信心繼續籌備各方面的工作，終
於在舉行佈道會的兩星期前獲知
申請得到接納。到了戶外佈道會
的前兩日，天氣突然變壞，下着
傾盆大雨，而天氣預測當天會下
雨，三個職青團契立即發起48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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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連續鎖鏈式的禱告，弟兄姊妹
踴躍參加，很快地所有禱告的時
段都已填滿。神垂聽禱告，為我
們行了大事，當日戶外佈道會剛
開始時，仍下着絲絲微雨，但後
來雨停了，以致佈道會能順利
進行，透過詩歌敬拜、見證和話
劇，將主耶穌平安的信息帶給尖
東。
	 尖福堂要蒙福，要成為真正 播

的「尖福」，就必須要作「無牆
的教會」，走進社區服侍，並活
出基督徒不一樣的生命。我們知
道前面還要走漫長的路，才能完
成神的託付、滿足主的心意，但
我們認定這是恩典之路，只要我
們願意順服和忠心跟隨主，恩慈
信實的神必會一步一步帶領我們
走上這恩典之路。願榮耀頌讚歸
與我們的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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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

	 泉福堂自從二零一零五月
一日搬到佐敦薈這個地方聚會以
來，神一直恩待我們，特別在人
數上，真是天天都加給我們。由
我們從尖福植堂開始時不超過一
百人，到現在已過超過五百人。
	 二零一一年年初，我們星期
六晚上五時三十分的崇拜已經有
「人滿之患」。AWANA的情況
更加嚴重，因為沒有足夠空間上
課，很多兒童在等候名單，等候
多時也不能加入。
	 教牧同工和執事會經多方面
的考慮，決定向租務處要求多些
地方，但答覆是暫時沒有。我們
在教會附近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地
方可以租，結果都是不適合。我
們研究可否在星期六下午三時至
五時多開一堂崇拜，不過人手吃
緊，這不是最好的辦法。
	 在我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
神原來早已為我們安排了一個最
好的方案。
	 首先，租務處來電約我和容
牧師見面，告訴我們803室對806
室的租客，因為地方不足準備搬
出，業主要求我們以803室和他
的對換，那多了四百多尺，租金
尺價則和現時的一樣。租務處計

鍾景燊（播道會泉福堂執事）

劃將自己的地產部搬來八樓，並
年底前收回802室（約1000尺）及
805室（約1600尺），以便將802
、803及805室連在一起作寫字樓
自用。
	 多了四百尺地方總比沒有
好，我們很快決定接納。當我們
裝修806室時，租務處又來電相約
見面。原來租務處在別的地方找
寫字樓用，802、803及805室都租
給我們。地方多了四千多尺，是
原來的十倍！我們求之不得。
	 神對我們的恩典真是大到無
以復加！我們努力禱告，結果802
及805室只加一元一尺租金，803
室更照原價租給我們。802及806
室我們早在2011年7月使用，805
在 1 2 月 1 日 也正式移交給我
們，2011年底已正式使用。
	 我們現在禱告，希望801及
807室（餘下在八樓的兩個單位）
，他們的生意愈做愈好，好到不
夠地方用而要搬走。到時，我們
可以租用整層八樓，八樓及九樓
相連兩層，整體性更強。如果這
真的是神的旨意，祂一定會成全
的。
（本文輯錄自泉福堂出版《泉福之聲》第
四期）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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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泉堂
誠聘：傳道
要求：神學畢業，有工作經驗(牧會經驗更佳)，主動開朗及具團隊精神。
職責：主力關顧及牧養年輕初職群體
誠聘：助理幹事
要求：中五畢業或同等學歷，一年行政工作經驗(熟悉會計、中英文電腦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具事奉心志、有責任心及團隊精神，需週六、日工
作。
職責：處理所指派之辦公室事務工作，協助主日聚會的統籌，協助籌備活動等。
有興趣者請繕履歷郵寄或遞交至︰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3樓301室康泉
堂堂主任收。或致電︰2539	6969與姜姊妹查詢。

播道會天泉堂誠聘堂主任牧師
本堂誠聘堂主任牧師，須富帶領教會之屬靈領導能力，善於教導及牧養，樂意關心
及服事會友，擁有道學學士或以上之學歷，擁有5年或以上牧養及管理教會或相關
之經驗為佳。有意者請電郵至mail@tinchuenchurch.org，或致函旺角洗衣街227號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索取申請表格。

播道會天泉堂誠聘行政秘書 (全職)
誠聘行政秘書，為清楚得救之基督徒，大專或以上學歷，中、英文書寫流暢，熟識
辦工室電腦軟件操作，懂簿記，能獨立處事，有相關工作經驗為佳。五天半工作，
需週六日上班。
有意者請電郵至mail@tinchuenchurch.org或郵寄旺角洗衣街227號二樓，中國基督
教播道會天泉堂索取申請表格。

播道會活基堂
聘傳道人，30人基層教會。神學畢業，主動，開朗，主力負責牧養會眾及建立青少
年工作。請繕履歷長沙灣元州街298號海旭閣一樓黃牧師收	(招聘用)。

聘請行政助理
播道會迦南道真堂誠聘行政助理乙名，需星期天工作，有興趣者，請將履歷寄九龍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5樓(資料只供招聘用，並請於信封面註明應徵行政
助理)，詳情請電27715325向蕭旭欣牧師查詢。
應徵者需具以下要求：
大專或以上學歷、行政管理文憑、行政工作經驗，負責處理行政事務，接待及一
般文書工作，處理教會會計帳目，人事及行政報告，熟悉中英文電腦操作	 (MS、	
Word、	Excel、Powerpoint、倉頡)，具二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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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播道會總會教育部青年組主辦及播道會
活泉堂協辦的「尋常．尋夢想」共三課的講座，
已分別於5月2日、9日及16日，假活泉堂順利舉
行。講座對象為青少年導師及青少年，共有101
位來自播道堂會及友會的參加者，每堂出席人數
平均也有90多人，當中有家長及導師，也有十多
位少年人出席。每堂均設有書攤，讓會眾購買有
關題目的書籍。
	 講員陳志耀先生為學習與個人成長課程設計者及啟導師，對鼓勵
及幫助青年人實踐夢想，具許多這方面的經驗，在課程中提供許多實
戰例子，三課內容分別為：幫助參加者尋找夢想、訂立生命態度、將
夢想付諸實行。
	 陳志耀先生不是遠遠地站在講台
上，而是站在會眾前面分享，與會眾
近距離接觸，以理論與實例道出尋夢
想的信念和技巧、從而分享如何訂立
正確的生命態度，最後一堂分享如何
夢想成真，以個人追尋夢想的例子，
分享在追尋當中可能經歷的情況及困
難，鼓勵會眾為追尋夢想，勇敢踏出第一步，並學習自我鼓勵。去找
尋、認定及實踐夢想，雖然要付出代價，或過程中遇到挫折失敗，但
一切都是值得的，有夢想的人生，就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尋常．尋夢想」講座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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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單身子女面對婚姻無望之時，擬
跨越家庭的界線，投身家庭以外的世
界，例如過獨立的生活、發展工作和
友誼的網絡，與家人的衝突便隨之而
來。
2.	婚姻的意義	(Meaning	of	marriage)
	 	 婚姻被視為人生必經之路(rite	 of	
passage)，婚姻與家庭乃社會的主流
模式。雖然社會未婚人數日增，然而
大多數人仍渴望婚姻，已婚人士贊同
婚姻帶來生活的滿足感，比未婚的人
士更大。	
	 	 調查報告顯示，在三十位受訪者
中有十四位認為單身的壓力是來自父
母。他們的父母認為，孩子的婚姻標
示著父母成功撫養兒女成為「成熟的
人」，子女遲遲未婚會招來同輩的嘲
笑，因此以「婚姻為唯一出路」的觀
念傳授給子女；向兒女催婚，也是出
於他們擔心子女孤獨終老，而且認為
結婚是有年齡限制的。3
3.	邁向成年之路	(Pathway	to	adulthood)
	 	 婚姻在踏上成人的階段所扮演的
角色，與前兩者的文化主題相關聯。
當社會公認婚姻乃成人角色被確立的
里程碑，為子女費煞周章，安排一成
功的婚姻，便成為父母責任的高峯。
一旦子女圓夢成婚，接著生兒育女，
那麽，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便由作好
的父母進化為作好的祖父母。
	 	 換言之，遲遲未婚或不婚的子
女，他/她們因此而與父母的關係僵

吳聯梅（總會教育部總主任）                                                                                                  

文化與家庭如何影響未婚者與家人的
關係
	 	 文化與家庭系統是探討未婚者與
家人關係的兩個重要的元素，彼此交
織相連，形成一互動的系統：文化塑
造家庭，而家庭經驗則塑造其配合文
化；如此，在持續的過程中，文化與
家庭共同制定家庭規則和關係的模
式。1本期筆者首先探討，文化如何影
響未婚者與家人的關係出現張力的成
因。

一．文化張力
	 	 就文化張力的因素，狄瑪利
（Demaris	 Jacob）等提出有關文化
主題（Cultural	 themes）的四方面，
作為探討的進路。2	

1.	家庭定義（Definition	of	family）
	 	 家庭如何定義，則影響婚姻在整
體家庭生活中的角色。還看亞洲人的
文化，他們視家庭的需要凌駕於個人
的需要之上，它是代際間的傳承，因
此，婚姻不是創建一新的家庭，而
是多代單元的延續（an	 extension	 of	
the	multigenerational	unit）。婚姻象
徵穩定、延續和社會性身分（social	
identity），反之，不婚則被視為反生
產或出賣家庭的延續性。
	 	 當家庭被視為首要，與家庭以外
的世界便設定了嚴密的界線。單身人
士雖然與已婚的兄弟姊妹的地位不
同，他們在家中仍有其角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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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帶來雙方消極的情緒反應，一
方面，父母會感挫敗、羞慚；另一方
面，父母殷切期望子女成家立室，成
為子女心靈沉重的負擔和壓力，促成
彼此關係的張力。
4.	與主流文化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dominant	culture)
	 	 當社會傳統的價值觀，是以婚姻
為文化的主流，那麽單身人士便被邊
緣化。單身的男性與女性有著不同的
待遇，後者在社會受歧視。4	
	 	 還看中國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
仍一直影響着現代香港的女性觀和
婚姻觀。在封建社會裡，女性自出娘
胎，就不如男性天生被認定為完全人
（a	 total	person），她們必須依賴男
性；不結婚、不生子，就不是真正、
完全的女人。再者，在中國傳統父權
社會，女性處於從屬地位，她們擔負
著工具性及支援性的角色，處理家務
和照顧男性繼承人的起居。在社教化
的過程中成長，女性「三從四德」的
柔順性格便自小養成；而中國婦女最
終的歸宿是出嫁，她們必須擔當生兒
育女，相夫教子的基本角色。在社交
和經濟上，女性完全是以家庭及依靠
男性為主導。5

	 	 當父母受這根深蒂固的思想所影
響，適婚未婚的子女卻企圖超越這
文化的框架，尋求另一個非正規化
（legitimate）的角色和生活模式，選
擇過自主、自強的單身生活，便形成
子女與父母情緒掙扎、角力的過程。
	 	 若然從更廣的文化層面（wider	
culture）來看，種族、信仰的因素，
也會令單身者與家人在擇偶的觀念上
形成張力。

結論：
	 	 近期報章刊載了一輯新聞：「浙
江一名35歲女子屢遭家人逼婚，她為
求耳根清靜租屋獨居，但家人窮追不
捨，她的弟弟陪母親上門游說時，情
急之下揮拳把她痛打一頓，導致三根
肋骨骨折。家人的做法令她對親情失
望，堅持要追究弟弟的刑事責任。」
《明報》6。從案主的遭遇可見，導致
衝突的成因，正蘊含著與上述有關文
化的張力；父母、家人對未婚成員的
逼切關愛，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又
怎能不令人反思：「單身」令未婚者
與家庭成員關係交惡，這樣值得嗎？
透過教育，可怎樣改變人一些對單身
的根深蒂固觀念？
	 	 下期繼續就文化與家庭如何影響
未婚者與家人的關係，探討家庭系統
如何影響未婚者與家人的關係。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註：
1	 Natalie	 Schwartzberg,	 Berliner	 Kathy	 and	
Demaris	 Jacob,	 Single	 in	 a	Married	World：A	 Life	
Cycle	Framework	for	the	Working	with	the	Unmarried	
Adul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5,	30-31.
2	 Natalie	 Schwartzberg,	 Berliner	 Kathy	 and	
Demaris	 Jacob,	 Singlein	 a	 Married	 World：A	 Life	
Cycle	Framework	for	the	Working	with	the	Unmarried	
Adult,	39-48.
3	 甄鳳玲：《未嫁女——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香港單
身女性》（香港：美傳意有限公司，2004），頁																
21-22。
4	 《單身男女》「非常平等任務」第三集（香港電
台電視部製作，2005年5月4日）。
5	 甄鳳玲：《未嫁女——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香港單
身女性》，頁55-60。
6	 「剩女不思嫁，弟打斷3肋骨逼婚」，《明報》
，2012年4月16日，A21版。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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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助養人活動
「iStage」—兒家 in concert 2012

2012年5月5日下午在播道兒童之家（ECH）舉行了「iStage」兒家	in	concert	
2012。為甚麼叫「iStage」？因為我們很想給孩子一個屬於自己的舞台。今
次的音樂會有一個特色，表演嘉賓不只是ECH的孩子，我們邀請家舍家長及
導師一齊表演，因為我們很想讓孩子知道哥哥、姐姐不是單單在生活上管教他
們，而可以與大家一齊夾band、一齊做friend，與孩子一齊成長。

基路伯舞蹈組跳jazz                 家長哥哥與孩子夾band               女家舍的結他手亦一展身手

助 養 人 的 掌 聲站上舞台，要有
無比的勇氣。欣
賞你們能克服重
重困難，作出精
彩的表演。希望
孩子們繼續努力
學習，將來可以
回饋社會。
－杜韋儀女士

很開心參加了	 iStage	 音樂
會，個多小時的演出中，不單
看到兒童之家的孩子在台上投
入的表演，更加看到的是他們
背後所付出的努力和學習的成
果。深深感受到只要給予他們
學習機會，每個孩子都可能發
揮到無限的潛能。作為助養者
能親眼看見孩子們成長、進
步、建立自信，我為此而感
恩。－梁郭麗萍女士

時光匆匆，闊別了ECH一段日
子，昔日的孩子，很多已是年青
人了。在iStage的舞台上表演，
看出他們下了不少苦功，縱然當
中偶有失手，但仍嘗試盡力去完
成，這份意志和決心，更值得嘉
許。我們成年人，以往也曾年輕
過，亦都從不斷的錯誤、挫折中
重新學習，我看到ECH願意給予
孩子機會及鼓勵，感謝主！孩子
們、年青人們，努力啊！未來是
等着你們來開創的。－澍哥哥

助養人分享感受，
鼓勵孩子繼續努力！

羅美珍院長聯同
路得家天使詩班，
一同獻唱「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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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行事為人，未必一定會作周
詳的考慮，甚至糊里糊塗，便作出行
動。就以生兒育女為例，絕大多數的
父母很少認真想過為甚麼要有孩子，
除了一些標準答案如傳宗接代、很喜
歡孩子、意外懷孕等原因外，似乎很
少再聽到一些具體的說法。以前也聽
過「養兒防老」，然而，時至今日，
再沒有聽到有人這樣說了。
 有些父母，到了孩子出生以後，
才「驚覺」照顧孩子不是想像中那麼
容易，有些更選擇「一走了之」，把
孩子留給其他人─另外一半、親朋好
友、菲傭或印傭姐姐，用種種方法來
逃避自己的責任。
 有些父母愛比較，時刻希望自己
的孩子聰明、才能、身材、樣貌過
人，自己的孩子表現過人，便歡歡喜
喜；要是自己的孩子「比下去」，便
接受不來，連自尊感也受到打擊，埋
怨自己，遷怒孩子和別人。
 有一些父母對孩子的照顧十分周
到，在起居飲食方面，完全替孩子代
勞。孩子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習慣
被照顧的生活模式，似乎已成為許多
新一代孩子的「本分」了。近年來，
家長照顧孩子的層面擴大了，就連孩
子的社交生活，父母也兼顧到。有些
父母，每當兒女與朋友出現問題時，
父母們好像自己與別的孩子直接發生
了甚麼問題似的，親自出馬，與別的
孩子甚至其父母當面交涉，為了保護
自己的孩子，不分情由，抱着「只有
你錯，我的孩子不會錯」的態度來對

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待別人。沒錯，父母這樣做，孩子或
多或少會以為父母很疼愛他們，然
而，孩子慢慢會被培養成為一個「我
不會錯，就算有錯，都是你的錯」的
孩子，孩子亦會日漸失去自己解決困
難的能力，經不起考驗，不會獨立，
終日依賴別人。父母的「偉大」，造
就了孩子的「卑微」。
 清心的人，不求諸自己的益處和
榮耀，他們會把焦點放在上帝。上帝
是孩子的創造者，祂把孩子託付我
們，是要我們向祂忠心，愛護孩子，
並教養他們，使他們走當行的道，就
是到老，他們也不偏離。孩子的性格
各有不同，有些孩子比較柔順、易
教，有些則比較反叛、有主見，然
而，無論孩子的氣質怎樣、表現如
何，上帝對我們的要求都是一樣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按上帝的心意來
愛護孩子，管教他們。我們只是管
家，雖擁有孩子的撫養權，但沒有操
控孩子生命的主權，主權全屬上帝，
因此，在教養兒女時，不要隨自己的
喜好來行事，而須求問上帝。
 在教養兒女的問題上，遇到棘手
的時候，何不試試這樣禱告：「親愛
的天父，我的兒女是屬於祢的，我只
是管家，我盡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
仍應付不來，可否指教我，或親自幫
幫忙，為我開一條出路，讓我看見祢
的作為，同時又看見孩子的成長。」
讓我們成為清心的父母，讓我們在養
兒育女的路上得見上帝！

播 道 書 院

「清心的人有福了！」

寫給父母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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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同工知多少

	 感謝神的恩典在神學院畢
業後，就一直在播道會的教會事
奉。首先是在金鐘的港福堂，
主要牧養青少年，約有四年時
間；2008年接着就在沙田沙角邨
的康福堂，擔任堂主任的崗位直
到如今。上帝讓我在這兩個在模
式、會友組合等都非常不同的教
會中事奉，有着祂奇妙的帶領，
同時豐富了我對人情、世事與神
的國度的看法。康福堂是一間以
社區服侍為基礎的教會，長者中
心、愛心糧倉等服侍，使我們能
接觸許多不同有需要的人群，
同時我們也有幸成為他們的同行
者。
	 感謝神讓我在康福堂事奉的
歲月裡，長執和弟兄姊妹給予我
們很大的自由度和信任，同時神
又賜下兩位在康福堂事奉近20年
的幹事和教牧同工，她們對教會
和會友十分熟悉，給予我極大的
支援。此外，主又讓另一位滿有
理想抱負、專注認真的同工加入
我們的團隊，讓我可以用不同的
角度思考問題。
	 我非常感恩自己能在少年時
候就信主返教會，有一群團友一
起自剛出來工作就組成查經班，
並看着彼此從第一份工到結婚、

李應新牧師
(播道會康福堂主任)

在播道會事的日子：八年
（港福堂、康福堂）

生孩子，如今部份組員的兒子都
上高中了，我們仍然維持穏定的
查經小組時間，他們也是我十分
重要的支持系統。
	 這些年間神又讓我在總會的
傳道部裏參與事奉，給我認識許
多總會和不同堂會的同工，他們
各自都有不同的恩賜和負擔，使
我獲益良多。例如有一次負責一
個大型的佈道聚會，由於出席人
數超出預期，因此人群的情緒開
始高漲，但在各同工高智商的處
理下，總算不致失控，同時也讓
我看到同工都是應變的高手！
	 從第一個事奉崗位，我就開
始自我期許，要做上帝的僕人，
所以作為一個僕人是沒有「揀
客」的餘地，因此我不用為自己
作太多的計劃，引用一首我喜愛
的詩歌：「主領我何往必去」以
作互勉。

主領我何往必去
背起十架來跟從我，我聽見主慈聲；
我捨生命贖你罪過，當將你所有獻呈。
副歌：
主領我何往必去，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這樣愛我，我必跟從，
主領我何往必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