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五月
五百三十四期

牧者的話
葉亮星牧師
提摩太前書四6-10「你若把這些事提醒弟兄們，就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在信仰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正確教義上得到了栽培。要棄絕那世俗的
言語和老婦的無稽傳說。要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因操練身體有些益處；但
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現今和未來的生命應許。這話可信，值得完全
接受。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為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
人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有一位老牧師，一生忠心事奉，在他傳道五十年之後，有人問他能否留幾句話，提供
他一生的經驗，給下一代的人參考。老牧師只講了兩句話，「The greatness of my sins. The
greatness of God's grace.」他一輩子克勤克儉，忠信誠樸，可以說是留下敬虔的典範。然而，
他的敬虔，誠如老牧師自己講的，只指引出兩件事：「我們罪孽的深重，和上帝恩典的浩
瀚」。這樣的敬虔對我們有什麼好處？為什麼保羅說敬虔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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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是甚麼？
英 譯 本 翻 譯 為 Godly或Godliness。 簡 單 而 言 ， 就 是 形 容 一 個 人 活 出 像 上 帝 的 生 命 。
禮賢會九龍堂一直強調教會發展方向的主軸為「生命轉化」，表明教會在地上最重要的
事就是要幫助信徒過敬虔的生活，活出上帝已經賦予我們的新生命樣式。 （彼後一3）

「上帝的神能已把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
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上帝。」

過敬虔生活的挑戰
保羅指出（提前四7）在這個彎曲悖逆的末世，我們面對敬虔的衝擊來自許多世俗的
言語和無稽的傳說。我們要警覺起來抗衡來自不敬虔生活模式的挑戰，在此特別提及關乎
「言語上」的不敬虔，最好在日常生活上開始操練謹慎言語，留心平時在語言上有否不敬
虔的表現？這也是我個人日常屬靈操練一個指標。 （雅一19，26）「快快的聽，慢

慢的說，慢慢的動怒……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自己的舌頭，反欺騙自己
的心，這人的虔誠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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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勸勉另一位年青傳道人提多也成為我們的借鏡：（多二12）「訓練我們除去不

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過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 這裡所強調是兩種
生活模式的對比，不敬虔和敬虔生活的對立特點。不敬虔的生活許多時候可以察覺由內裡
不敬虔的心發出，產生出許多由世界影響而來的敗壞情慾行徑。此種生活上的耳濡目染會
逐漸滲透生命，污染上帝已經賦予我們聖潔的生命。所以，保羅教導我們在世要過克己、
正直、敬虔的生活抗衡來自世界敗壞的風氣。

過敬虔生活原動力
（彼後三10-13）「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一樣來到；那日，天必在轟然一聲
中消失，天體都要被烈火熔化，地和地上的萬物都要燒盡。既然這一切都
要如此消失，你們處世為人必須聖潔敬虔，等候並催促上帝的日子來到。
因為在那日，天要被火燒而消滅，天體都要被烈火熔化。但照他的應許，
我們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義常住。」
使徒彼得鼓勵當代信徒要忍耐等候主再來作為過敬虔生活的原動力，雖然世界的勢力
不斷用諸般的試探引誘基督徒過不敬虔、隨自己私慾的生活，這是容易的。但是，主再來
的日子近了，我們應當儆醒生活，免致當主再來時看到我們的生活一塌糊塗，無顏慚愧見
主面。再者，人心眷戀的世界終必消滅，意即所追求的短暫快樂，轉眼即逝；唯有操練敬
虔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現今和未來的生命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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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各位弟兄姊妹互相勉勵，縱然我們生活在世每一天都面對許多生命的掙扎，千
萬不要輕易自動投降，乃要靠主去爭戰獲得勝利。經歷過掙扎之後縱然偶然被過犯所勝，
乃屬雖敗猶榮；但要懂得回轉到主耶穌的施恩寶座前懇求祂的赦免，重新得力再去面對由
世界和自我情慾而來的挑戰。我堅信日子有功，慢慢你們體會到過敬虔的生活並非不可為
的。主的恩典夠我們使用的，靠主必得勝！在那裡跌倒，就在那裡站立起來。
最後容許我借用保羅對腓立比教會弟兄姊妹的話與大家共勉之：

（腓三12-16）「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
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
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所以，我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
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上帝也會把這些事指示你
們。然而，我們達到甚麼地步，就當照這個地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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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致力過
敬虔的生活

畢崇康牧師
敬虔生活對禮賢會來說並非新鮮事，大家可能沒有特別留意，原來在175年前，
當德國巴勉差會差派葉納清、柯士德兩位牧師到中國之時，整個德國的基督教會仍然
瀰漫在一遍濃郁的敬虔主義氣候之中

(註)

。因此當禮賢會在中國生根之際，敬虔生活

就已經是信仰生活、教會生活的一個元素。不過經過近二百年社會、政治、經濟因
素的轉變，加上基督教圈子近幾十年的多向度多元發展，教會生活的方式、形態、
焦點亦相應有所改變，今天教會很多時會強調佈道、培訓、團契生活，較少重提敬
虔生活這一方面，所以致力過敬虔生活這件事對大家來說，又可能是較為陌生的。
敬虔主義萌芽於十七世紀末歐洲天主教與更正教國家三十年大戰之後，當時有路
德教會的史賓納牧師（Philipp Jacob Spener）覺得教會經歷過改教運動及社會動盪，焦
點偏重於神學探討及信仰綱要之制訂，而忽略了信仰對信徒屬靈生命的實用性，故此
他嘗試在自己牧養的教會中開展了稱為敬虔學院（collegia pietatis）的信徒小組，帶領
組員認真研讀聖經（稱為教會中的小教會），強調實踐道德與紀律生活，以叫人靈命成
長的信息取替悅耳的講道。(註) 此心靈深化的意念一直延展開去，並間接推動了十九世
紀的普世宣教運動。
我剛才說致力去過敬虔生活對大家有可能是陌生的，因為雖然禮賢會傳承著德國
敬虔生活的背景，但在這課題上我們大概沒有一個有規模的整體教導。敬虔是甚麼，
我們可能讀過某些經文，聽過某某牧長講過，在各人心中都應有點印象，但卻又未必
有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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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牧者最近曾發出下面的心聲，值得我們認真想想：「現時整個教會文化，無
論西方或華人，追求成功卓越，卻欠缺神學或教義，也失掉敬虔生活，結果就是醜
聞不絕」 (註)。如何致力去過敬虔生活，在今天實在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探究的事情。
我嘗試在網上搜尋一下［敬虔］這個詞的釋義，原來只有提［虔敬］，絕少有［敬
虔］的講法。而其中一處有這詞的解釋，我覺得似乎不錯，就是［吾人對某人或某物深
深地崇敬，並對所崇敬的對象，產生自覺的義務，並且熱誠地實踐之］(註)。套入基督教
會的眼界，敬虔就是我們對上帝深深的崇敬，且對這份崇敬產生一份要熱誠地去實踐的
自覺。這是一份內心態度的自知，也會配合外在可見的行為兩個層次。
在過去的牧養經驗中，我見過不少信徒生活走在［敬虔］的兩極。有認為要追求敬
虔，當實踐克己自律的行為，不覺為自己及其他信徒制造了不可甚麼、不許這些的生活
規範和壓力，把一個應該自然流露的信仰質素變成了被牽制的規條式宗教生活。另外一
些則認為信徒有心中的敬虔，不必太執著，大可按自由享受上帝賜與的生活質素，卻忽
略了信徒應有的外顯見證。讓我用返教會崇拜衣飾打個簡單例子，幫大家容易點掌握。
有信徒會十分緊張穿著皮鞋西裝打呔、套裝及膝裙長褲，會看染髮不合體統；又會有信
徒求舒適穿波鞋短褲背心短裙，按喜好染髮剪髮。究竟過敬虔的生活應該樣劃界呢？
看看保羅怎樣教導提多，提多書2章11-12節：「因為，上帝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
出來，訓練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過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
保羅指出敬虔並不是要刻意營造甚麼形象，而是有上帝在心中，因耶穌基督救恩的
感召與能力，培育信徒離不義而向善，這生命的改變就自自然會流露出敬虔的生活態度。
同樣彼得也將信徒生活的精要在彼得後書1章3-11節向眾教會指明：「上帝的神能已
把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上帝。
因此，他已把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使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
分享上帝的本性。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
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
心。你們有了這幾樣，再繼續增長，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懶
散和不結果子了。沒有這幾樣的人就是瞎眼，是短視，忘了他過去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所以，弟兄們，要更加努力，使你們的蒙召和被選堅定不移。你們實行這幾樣，就永不
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度。」
彼得在這裡又為敬虔生活提出了另一個視野，敬虔並非信徒生活要達到的唯一目標，
而是在一個專注於主基督救恩的生命長進過程中，其中一項要素。彼得勉勵我們，有關生
命和敬虔的事，早已賜給我們，是我們已有又可明白的。因此要在信心、德行、知識、
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心和愛眾人的心這些心態上認真，並且要繼續增長，如此
就不致行差踏錯。否則就是忘記了、疏遠了信主的真義。
在此鼓勵大家回到信仰的初心，再注目於主基督救恩，分外努力放主在心中，以致
可以分享上帝的本性。
註：沒作深入資料整理及來源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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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EXAMINATION
TO LIVE A GODLY LIVE
Jimmy Yung
WHAT IS GODLINESS?
The attempt to live a life of godliness must start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godliness.
As godliness is to be in consistency with God, aligned with God’s purposes, and in consistency with
God’s teachings. I believe that desiring to live the life God wants us to live, and following up the
desire with action, is a simple and soun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HOW DO WE KNOW WHAT GODLY LIFE IS ?
God selected us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Ephesians 1:4 to 14), initiated His work out of His
own will initiated His work on us out of His own will, and will complete the work He planned for us
to do in this life (Ephesians 2:10; Philippians 1:6). We are God’s handiwork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to
do good works which He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us.
Do we know how to live in godliness in this life? We certainly do as evidenced by the Apostle Peter’s
message in 2 Peter 1:3, where he proclaims that God’s divine power has given us everything we need
for a Godly life through our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His glory and goodness.

HOW ARE WE ABLE TO LIVE A LIFE OF GODLINESS?
It i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God gave us at the time we accepted Jesus as our Savior (Romans 10:9).
As followers of Jesus, we also know this experientially as God’s love has been poured out into our
heart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who has been given to us (Romans 5:5).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PUT IT INTO ACTION?
Now, since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Holy Spirit in us, it is helpful, spiritually productive, and
fruitful to:
1. study the Bible daily with prayer and to start by asking the Holy Spirit to guide us, provide us
understanding, and give us illumination;
2. pray often, with confessions, praising, thanksgiving and petitions relying o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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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end good quality personal quite time to think about all that is happening around us, listen to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living in us, and think about what is God telling and teaching us.
The above spiritual disciplines are helpful as means in bringing us closer to God.

SELF EXAMINATION
A critical element in the pursuit of living a life of godliness is constant SELF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consider whether we are acting according to God’s will. In this regard:
1. Examine the bible teachings to see whether we are being obedient to it;
2. Do not give ourselves excuses to avoid following the Bile teachings;
3. Ask for strength from God;
4. When we fail listen to the conviction by the Holy Spirit who lives in us, confess our sins, and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and
5. Ask God to give us strength to repent and lead us out of temptation. God is faithful and He will
help us.

DAILY MEDITATION AND ACTION FOR A LIFE OF GODLINESS
When we spend time with God, be sensitive to the messages from the Holy Spirit. These messages
may be given to us through sudden ideas arising in our minds,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iend, and by
many other means. However, when it happens, you will know!
Wisdom is from God. Use the revelations from the Holy Spirit to develop good ideas on how to
best serve God and to solve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we are lifting up to God in our prayers.
Test these ideas to ensure they are from God. The Holy Spirit gives us revelation consistent and
aligned with the teaching of Jesus as contained in the Bible. God does not contradict Himself. Ideas
contrary to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may be from evil sources.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Satan may attack us when we are serving God. However, we can use the
Word of God to overcome Satan’s attack. (Ephesiana 6:10-17)
Act on these instructions from the Holy Spirit quickly, consistently, and perseveringly and we will
have great joy as a reward from God in this life.

SELF REFLECTION QUESTIONS
How do I score in my attempt to live a life of godliness? Where and how can I do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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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母是我家四位老人家中最後一位離世的，她雖已離世多年，但她的
音容卻仍活在我的心中。
當年岳父離世後，近七十歲的岳母才受浸信主，她非常渴慕與主親近，她
除了主日返自己受洗的禮拜堂外，還到其他的教會參加查經班和培靈課程，她
特別喜歡閱讀舊約的箴言。她常常參與教會事奉，因此每周都有三、四天在教
會出現。儘管她只有初小程度，識字不多，但仍然每天勤讀聖經，有不明的地
方，她都會回教會詢問牧者，在她的喪禮中，主禮的牧者也表揚她在屬靈方面
十分努力追求。
我和太太去探望她時，總是見她一邊聽著發聲的聖經，一邊用手指指著
聖經的句子一字一字地埋頭閱讀，待見到我們時，總會叫我們回答她的疑問。
有一次，太太詢問年邁的岳母為什麼會閱讀《標竿人生》這本書，岳母
說：「我想知道人生有什麼意義？我究竟為何而活？」
致力過敬虔生活的她，十分熱心事奉。有一次，她報名參加教會的賣旗籌
款，卻在正式賣旗前的連續兩個周末，去到將要賣旗的附近地方視察。記下人
流出現最多的時間和位置，勘察應站在哪個位置賣旗是最有利的。結果那次賣
旗活動，她籌得的款項最多。事後，她歡快地和我們分享她的賣旗心得，我們
才知道她事奉得這般用心。
當初岳父過身後，我們都很擔心她老來喪夫，一人獨自生活，會寂寞難
過，但因她心中有上帝，並尊主為大，以救主為樂，所以生活得充滿平安喜
樂。直到她八十多歲，臨近返天家的幾個月，她仍時常對我們說，感謝父神
一直以來的眷顧，常常聽她禱告，與她親近，仿如朋友。
翻開岳母用過的聖經，見到內
裏有一張書籤
「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
愛向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
大。」（詩篇103:11）
感恩岳母蒙神恩待，在她的信
仰生活中，一直生活有力；母親節在

王袁成

即，想起她現在已在天家與主耶穌在
一起，心裏也感到十分安慰。盼望我
都能像岳母一樣，時刻與主親近，在
事奉上蒙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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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位
過敬虔生活的
姊妹聯想

黃碧珍

大半年前一次和一位姊妹傾談，問起她有沒有做運動？她說退休後，早上時間，人較精
神，用來作靈修及禱告，午飯後才在家居附近散步，作簡單運動。她給我很大的提醒，我常
把讀經及靈修放於次一等的時間中，求神饒恕，現在我正改善中。
新冠疫情的禁足及限聚令，使很多事情都要停止，不能進行，讓我想到疫情後可以為
傳福音做的事情，是醫院佈道工作，因病人卧床，多希望有人探望及和他們傾談，那是一
個頗容易作關懷及傳福音的機會。
我間中想想自己有甚麼恩賜可以為神工作？可能容易和長者攀談是其中一點，自己也是
長者，知己知彼；除了醫院探訪，老人院探訪也是一個不錯的傳福音途徑，我們禮賢會也有
三間長者宿舍，先由自己區會的長者宿舍做起，求神加我力量，聽道行道。
感恩現在網絡媒體發達，我們可以重看教會的崇拜及培靈聚會，也可以在網上看到不
同教會的牧者專題講座，遠至海外，也天涯若彼鄰，求神給我們智慧，分配時間，珍惜聆
聽這些寶貴的屬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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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聖靈的提醒

李馮自然（婦女部團契）

我們是天父兒女

天父是全知全能

感謝聖靈的提醒

何處才可活安穩

這是什麼的世代

慘死的有不少人

遠處又發生戰亂

每天過百人喪生

每日染病人數千

香港不幸亦有份

新冠病毒遍全球

看後心有不安感

要應當一無掛慮

老少健康喜樂增

謝主同在賜平安

動時唱詩讚美神

靜時數算神恩典

把握機會傳福音

關心未信的親友

識得愛己愛別人

求神教我活出愛

常常禱告頌主恩

開始讀經明真理

專心仰望永生神

我即醒覺應靠主

近期每當看新聞

有祂保護活安心

敬畏上帝恩福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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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穗萍傳道
大家好，我是新同工謝穗萍傳道，可以叫我穗傳道，小朋友可以稱呼我「穗姨」（睡衣）。
感謝天父帶領我來到禮賢會九龍堂這個大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也算是大家庭，在民風樸素的大嶼山居住，家有五姊弟，我是長女，自小
就與弟妹和鄰舍的小孩子四周跑跑跳跳，吵吵鬧鬧，一起成長，這樣的成長環境，塑造了我
喜歡熱鬧和爽朗的個性。
自信主後，有機會參與教會的兒童服事，學習事奉。即使平日的工作生活多忙碌，多疲
倦，甚至是生病中，每當主日的來臨，面對著一班兒童，一切疲累就一掃而空，整個人都充
滿活力，很渴望可以與他們更多的相處。感恩後來得蒙天父的呼召，能夠全職事奉，可以更
專注地以聖經的真理來牧養兒童。
多年的牧養的經歷，加上自己也為人父母，深深體會到現今父母在教養子女上面對很多
挑戰，要使兒童的心靈能健康成立，實在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裝備，所以近年我也進修「兒童
為本遊戲治療」和「親子遊戲訓練」（兩項都是在實習階段），盼望透過這些輔導可以更有
效關心和建立兒童的心靈健康。
盼望加入九龍堂，與一眾有心志服事兒童的事奉團隊一起配搭，一起與更多兒童及家庭同
行，以聖經作教養兒童的根基，帶領更多兒童可以自小認識耶穌，在主的愛中成長，並訓練他
們事奉神，使他們走當行的路，到老也不偏離。這就是上帝給我的使命。

左後：穗傳道
右後：丈夫Jacky
左前：女兒傲言
右前：兒子傲純
名字取自：「耶和華的言語是純淨的言語，如同銀子在泥做的爐中煉過七次。」（詩12:6）
甚願子女都自小聽從天父的言語，持守神的話作敬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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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與 代 禱 及 教 會 活 動 綜 覽

一、消息
(1) 培育事工部組：Alpha Anywhere：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疫
情麼？是暫停聚會嗎？在疫情當中，讓我
們都不要忘記實踐愛的使命；更不忘福音
的大使命。在5月份我們將會有一個濃縮版
的Alpha anywhere，日期由5月1日至29日
（逢禮拜日上午10:30-12:00）共五堂。期
望到時能夠有實體聚會，我們線上線下，
一同經歷生命奇妙之旅。查詢及聯絡：謝
佩霞宣教師9620 0232

「差傳後衛」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
xcFgsMgg91egngPB7

「差傳後衛」報名二維碼：

B.「差傳應援團」義工招募計劃

新朋友報名連結：

目的：招募兄姊支援區差會出版、聚會、
活動等需要，讓區差會獲得豐富的人力資
源，長遠可以拓展不同的事工，減少行政
支出；在宣教工場支援上，兄姊可以在網
上參與服侍，以支援宣教士，並且一起同
工，祝福宣教工場，建立個人差傳異象。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tngd9IwioqH3ImTGGfkCs2CeexPrZrFG4fyM8OxV2g/

對象：願意運用上帝所賜的恩賜，協助差
傳事工的兄姊。

工作人員報名連結：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166jR4FII5vJoBhhMs5QEDstWA8na
CBztp-ftUO3iCRU/

區差會支援項目：文字編輯、中/英文翻
譯、平面設計、多媒體製作、領詩、司
琴/司他、攝影/錄影/短片剪輯，或其他宣
教工場支援（網上以英語講授）（支援者
需要持有相關資歷）：語言教授：中學英
語（Upper Intermediate or Advance Level）、
英文寫作、英語會話課程、普通話H S K6的
漢語水準測試課程兒童發展：如何增加兒
童的專注力、如何培育兒童守規則訓練

新朋友報名
QR Code

工作人員報名
QR Code

(2) 兒童部消息：2022兒童假期聖經班
原定於本年暑假舉行的兒童聖經班，因疫
情緣故而取消。敬希各位家長、兒童及義
工垂注。

(3) 差會
A.「差傳後衛」招募
2010年區差會以足球隊的概念，開始了
「差傳後衛」計劃，為前方宣教士及區差
會事工提供足夠經濟支援。經過了10年多
的時間，2021年有34位忠心的「差傳後
衛」繼續定額奉獻，2021年奉獻了共港幣
223,650。因著2021年區差會不敷決算為港
幣360,060.92，為了讓區差會在經濟上有更
穩健的基礎，我們決定在今年重啟「差傳後
衛」籌募計劃，目標是能夠組織起一支強大
的「差傳後衛」，支援區差會的事工發展，
為我們的宣教士提供足夠的支持。
現招募願意每月定額奉獻不少於港幣250
元（平均每日只需8元）的「差傳後衛」：
2022年度定額奉獻目標：港幣600,000元

「差傳應援團」報名連結：https://forms.
gle/vXnPmCcJeZwSZ3ns5

「差傳應援團」報名二維碼：

(4) 新同工
兒童部新同工謝穗萍傳道，於4月12日履薪。

二、代禱事項
(1) 傳道事工組：Mission Plus 之「拉闊差
傳」訪問嘉賓：
17/5 吳輝國、黃嘉儀Brian & karrie（part 2）
Chucky ch - （千奇百怪泰國曼谷）
鼓勵大家在社交平台Follow, Subscribe和
Comment Mission Plus：
Facebook - Mission Plus
IG - missionplus_rhenish
YouTube - Mission Plus
求主擴張我們對宣教差傳的心，教導我們如
何關心宣教士。

編者話
作為基督徒，我們都知道自己是活在上帝的救贖恩典中，我們懷著感恩的心
作個人靈修、返團契、返崇拜、上主日學和參加查經班等，都是盼望認識更多真
理，能明白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學習順服並履行上帝的旨意；我們都渴求
能進入「上帝在我們裏面，我們在上帝裏面」的甜蜜關係中。
然而，充滿恩慈的上帝也是聖潔的、公義的、滿有威榮、輕漫不得的神，祂
悅納我們努力按聖經的教導好好生活，達致榮神益人的美好境界。
上帝愛我們，我們也以愛回報上帝，所以我們會致力過敬虔的生活、多結果
子來討上帝的喜悅。聖經中有寶貴的應許「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提前 6:6）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都懷著合一的心志，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們
的上帝，重新規劃生活上的優先次序，把上帝放在首位，努力以主耶穌基督為榜
樣，並順服聖靈的帶領過地上的生活，盼望到主耶穌再來時，祂對我們說：「你
這又善良又忠心的僕人，一起進來和我共享筵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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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

編輯委員： 廖志勇 張允遜 楊秀琼 張偉然 何敏泠 張英銳

疫症來襲，人心惶惶。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我們唯
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箴言則為這種情緒
提供另一個角度：「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今
期芥種希望擁抱「恐懼」，懼怕似乎是上帝賜給我們

李芷欣 馮麗娟 梁惠芳 陳惠群 袁銳標 潘鳳琼
出版：禮賢會九龍堂出版部
崇拜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十二號
電話：2397 5511

網址：http://www.rhenis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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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kl.mustard@rhenish.org.hk

的一種本能，也是生物的自我保護機制，你識唔識

設計製作：圖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驚？擔心與安心；退縮還是勇敢；離開comfort zone

電話：2722 5322

的不安；對上帝的敬與畏，歡迎你與我們分享有關

本期印數：800本

傳真：2369 8499

「驚」的故事，要知道恐懼裡面你並不孤單。
責任編輯｜李芷欣（rachelleetszyan@gmail.com）
截稿日期｜2022年5月22日
出版日期｜202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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