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的話
葉亮星牧師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引用本地統計，指出香港信二代只佔全體堂會青少年的百分之二十或
以下。這意味着不少信二代從教會中流失。當然，流失有不同的原因，信二代雖然自小接觸信仰，
在成長過程中「必須」滿足父母或信主長輩的屬靈期望。如果缺乏基督徒生活委身的經驗，較少願
意具體地實踐信仰而付上代價，遇到外來的衝擊就慢慢離開教會。特別是傳道人和長老執事的子女
們，成為教會焦點所在，承受來自弟兄姊妹的無形壓力，在眾目睽睽之下惟恐有任何行差踏錯，
不但自己招受弟兄姊妹的非議，甚至連累自己的父母（傳道人/長老執事）都招致會友的白眼和批
評。我們如何讓信二代在教會健康、快樂地成長，盡量減低夭折率？

一．以個人的經驗誘導兒女去經歷上帝
「你要愛耶和華─你的上帝，天天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誡命。今日你們應當知道，
而不是你們的兒女，因為他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耶和華─你們上帝的管教、他的偉大、他大能的
手和伸出來的膀臂，…惟有你們親眼見過耶和華所做的一切大事。」（申十一1-2, 7）
舊約申命記提到信仰傳承的時候，沒有怪責「信二代」，因為他們缺乏「個人的」信仰
體驗，未有「親身」經歷信仰的實在和生命力。我們作基督徒父母的，當然可以為子女祈求
上帝給他們有「第一手」的信仰體驗，但更加重要的是讓子女看到，我們是如何將信仰在家
庭、事業、教會、社會、金錢運用、待人接物各範疇中實踐出來。因為我們是親身經歷過上
帝的實在。
我個人喜歡將自己經歷上帝的見證跟兩位兒子分享，並且鼓勵他們去體驗上帝的真實。例
如：我們神學院畢業時放棄香港兩間教會的聘請，憑信心順服上帝帶領回到大馬的母會去義務
事奉，雖然表面上是犧牲了有穩定收入的日子，但是我們卻親身體驗和經歷了：「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話」。這經歷教導我們認定上帝是又真又活的，雖然沒有固定收
入，但是上帝卻讓我們過著簡樸的生活，對物質的要求減到最低，還是可以快樂無憂地生活。我
發現兩位兒子從小吸收到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是以上帝的旨意和帶領為首要，凡事都要尋求上
帝的帶領和遵行上帝旨意。自小教導他們以祈禱尋求上帝的帶領和憑信心順服上帝的指引，這才
是一條蒙恩的道路，逐漸地這種生活態度成為他們生命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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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帝的話語為生活最高準則為榜樣
「你們要將我這些話存在心裏，留在意念中，繫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經匣。你們也要
將這些話教導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講論，又要寫在房屋的
門框上和你的城門上。這樣，你們和你們子孫的日子必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要給他們的地上
得以增多，如天地之長久。」（申十一18-21）
經文描述昔日猶太人的家庭生活中的細節，作為父母有責任在生活中將上帝的話語教導自己的
後代。將上帝的話語「存在心…留在意念中…繫在手…戴在額」，意即作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不論
在內心和外在都謹遵上帝的話語而生活。父母自己若有熱愛上帝的話語之心，必能在生活中以身作
則的榜樣影響兒女們。我們不妨留意自己平時在家庭生活中，父母讓兒女看到和聽到的是甚麼？口
中常談論的話題和生活見證又如何？若然父母經常滿口掛著財經、樓經、車經和旅遊經等，很難期
盼兒女們會熱愛聖經。當「信二代」不愛讀聖經時，作父母的要反省自己對聖經的渴慕有沒有實踐
於生活中，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們做父母的當然關心為兒女開展光明的前途，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更期盼兒子熱愛
上帝的話語，一生遵行聖經的教導和尋求上帝指引行走人生路。因為我無法守護和帶領兒子走完
一生的道路，一般生理上的限制我必定比他先離開世界。固此，我需要把握一起生活的日子，把
握機會從小引導他們學習尋求上帝的帶領，藉著祂的話語成為他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那我就
放下心頭負擔了。
每年港九培靈研經會，我們一家人都會一起聽道，為要領受上帝話語的教導和復興。這已經成
為我們一家人的追求方向，這種父母的示範產生正面的功效實在十分有價值。到如今每天兒子放工
回家，快速食過晚餐，就開始追聽每天三堂的港九培靈研經會講道錄音。聽完後我們都會在家裏的
沙發上，又或者在週末一起運動時分享自己聽道的領受和體會。仿如昔日猶太家庭的操練：「你們也
要將這些話教導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講論。」（申十一19）
最後，我願意跟每一位為人父母的互相勉勵，不要讓你們的兒女承受無形的宗教壓力，乃
要（一）以個人的經驗誘導兒女去經歷上帝、（二）以上帝的話語為生活最高準則為榜樣，循循
善誘你們的兒女，一步又一步跟隨主走上恩典之路。那你就是一位稱職的父母，上帝必定賞賜
你這位忠心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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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信二代的成長路
黃立基宣教師（禮賢會鴨脷洲堂堂主任）
跟很多信二代一樣，我成長於基督化家庭——年少時上教會的動力，除了是父母的命令之外，也就
是可與一起成長的玩伴相聚、和在聖經問答比賽中取勝的優越感。然而踏入中學階段後的幾個掙扎，可
算是由「二手信仰」轉化為「一手信仰」的重要轉捩點。
初中時期開始，常常在暑期營會中遇上在聽完福音信息後的「決志時刻」，那時很清楚自己已經是
基督徒，所以很多時候雖然隨著眾人舉手，卻沒有認真看待這些「屬靈生日」。從中學開始，我就自覺
作為「信二代」的自己有一種遺憾——就是不能在那些大型佈道會中聽到講員呼召、哭成淚人般走到中
心位置決志；甚至心中有時暗自埋怨：為何自己是二代信徒，不能體驗大多數基督徒那種走過不少錯路
而回轉信主的深刻經歷？為何自己的信仰總是平淡如水、沒有驚濤駭浪的屬靈體驗？直至18歲那一年接
受堅信禮要撰寫的「得救見證」，聖靈啟示我原來「無風無浪」地從小認識主耶穌就是我最大的福氣。
從小有一大班的玩伴在教會環繞左右、一起成長，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直至經歷中五升上預
科、中七升上大專、大學踏進社會工作這幾個分水嶺，一批一批的伙伴和團友隨著踏進人生的不同階段
而離開教會。那時候的我，心裡埋怨為何導師們沒有挽留我的同伴，眼巴巴看著他們離開；自己也才恍
然大悟，有同伴一起在信仰上、在教會中一起成長並不是必然的事。那個時候自己也有想過會否離開教
會，不過歸功於我的基督徒父母，他們始終溫柔且堅定的鼓勵我不要停止聚會，而且以他們的生命見證
提醒我信仰的路上有時候是孤單的。
雖然已經接受了堅信禮、也經歷過高中階段的暑期營會歷煉，個人信仰已經堅定了不少，但我仍然
在一次主日崇拜、講員分享有關「苦難信息」後的呼召中向神「求苦難」，目的是為了更真實地經歷上
主。現在飽經風霜的自己回想實在難以理解當年這股「傻勁」，而在這個禱告發出後的十年間，家中起
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有三位至親家人患癌過世，其中一位就是我敬愛的父親。這年間的經歷完全翻轉了
我過去20年平淡的人生，不過也的而且確地讓我更真實地經歷上主，尤其在我爸患癌後期仍四出分享信
心經歷、我媽也以平安的信心應對的震撼見證，讓我更真切地體會，這一位從前是「我父母親的上帝」
，今天也要成為「我個人的救主」了。
回顧這一段「信二代的成長路」，我一方面由衷的感激上帝讓我在基督化家庭中成長，以致我少行
很多冤枉路，可以從小認識主耶穌；另一方面，我也肯定在成長歷煉中所學習的信心功課，絕對舉足輕
重地讓兒時所得的二手信仰成為個人的親身體驗。感謝主引領我今天走上全時間服侍的路，且特別對年
青人牧養有負擔，大概也是由於自己在那十年間的成長；而在青少年牧養中，我更特別明白「信二代」
所面對的掙扎和心聲。求主使用，藉我的生命祝福更多信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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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員分享

與主同行n+1
李錦榮
當我們想到「與主同行」或「與上帝同行」，一般都會聯想起創世記第五章以諾的故事，
他與上帝同行300年，之後上帝把他接去，不用面對死亡。雖然在該段經文中沒有清楚定義何
謂「與上帝同行」，但在後來挪亞的故事中卻看到了解釋：

這是挪亞的後代。挪亞是個義人，在他的世代中是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同行。
上帝對挪亞說…挪亞就去做了；凡上帝吩咐他的，他都照樣去做。（創世記6:9,
13-22）
「遵照上帝所吩咐的去行」就是「與上帝同行」，而這也是「敬畏上帝」的法則。上帝藉摩
西這樣吩咐將要進迦南地的以色列人：

「他們（以色列人們）的兒女，就是那未曾認識的，也可以聽，學習敬畏耶和華－你
們的上帝；你們一生的日子，在你們過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都要這樣做。」（申
命記31:13）
士師時期是以色列人最黑暗混亂的時期，書卷的作者解釋原因就是「不認識耶和華」：

「那世代的人也都歸到自己的列祖。後來興起的另一世代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
祂為以色列所做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他們離
棄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上帝，去隨從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
明，向它們叩拜，惹耶和華發怒」（士師記2:10-12）。
以色列人沒有遵行上帝藉摩西的吩咐去教導他們的下一代敬畏耶和華，導致整個民族敗壞，
士師記向讀者發出嚴肅的警戒—不遵照上帝吩咐教導下一代認識上帝，後果會是很嚴重的。
現今社會用「富二代」這個稱號給那些在富裕家庭出生的下一代，他們一出生就自動繼承
了大量財富，即使不工作也可享得安逸無慮的生活。「信二代」是「富二代」的衍生詞，指那
些在信徒家庭出生的人。可是，「信二代」與「富二代」不同，「信二代」不會自動繼承上一
代的信仰成為基督徒。我們知道「認識上帝」對一個人的生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希望下一代認
識上帝，並以上帝為一生依靠，我們會帶下一代自小參加教會的聚會 - 主日學、團契、詩班、
基督小精兵...等等，希望他們在宗教的薰陶下，自動成為基督徒。這是父母的良好願望，亦可以
說是對孩子的基本責任。只是，上帝的創造，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上帝給人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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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每一個人都要親自經歷認識上帝的過程，在福音書中耶穌引用舊約聖經時說：

「上帝說：『我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
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馬太福音22:32）
創世記中雅各的故事，給我們看見雅各認識上帝的過程，如何從「耶和華是他父親的上帝」
到「耶和華是他自己的上帝」。雅各在騙取了他哥哥以掃的長子祝福後，逃避哥哥以掃的報復，
在經過伯特利時，上帝向他初次顯現，可是雅各只將這與上帝相遇的經歷看為可與上帝當面祈求
自身好處的機會（創28:20），直到20年後，他從哈蘭所投靠的舅父拉班回歸迦南地時，才以耶
和華為自己的上帝 - 在示劍築壇並把壇命名為「以色列的上帝」（創33:20）。所以認識上帝是
人一生都要經歷的過程。
今天，雖然很多父母極希望他們的兒女認識上帝、順服上帝，作一個與上帝同行的人，然
而信仰是個人經歷的人生旅程，不論父母如何敬虔，凡來到上帝面前，都要親自面對祂、經歷
祂。而父母最能夠做的，就是將兒女引領到上帝面前，教導他們認識上帝。這是上帝對祂子民
的吩咐，也是父母給兒女們最好的禮物。
出生於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似乎有先天的優勢，因為自小就有機會認識上帝，但也有他們
的危機。我也是生於基督徒家庭，在成長過程中，最尷尬的經驗，莫過於被人問及：「你是否
清楚自己得救？」在教會長大，當然自小就知道基督為我們降生及受苦的道理，但是「有知識」
不等於「有經歷」，我當時只是一個返教會的人，對基督道理有一點知識，卻缺少了和基督的關
係。若如實的回答「未清楚得救」，固然會覺得十分尷尬；如果回答說「清楚」，實際卻未曾真
誠的面對基督，也有說謊之嫌。這種尷尬局面由高小持續至初中，直至我在教會之夏令會中真正
決志信主後才改變。從風聞基督到經歷基督，是「信二代」必須要面對的挑戰。我相信今天有不
少信徒的子女，也會遇見同樣的信仰困擾，只把父母是信徒作為自己的信仰憑據，未認真地面對
創造的主上帝和救贖的主基督。孩子尚年幼，這仍說得過去，但是到了青春期，智慧認知開始成
熟時，應該給他們有機會作出對信仰的宣認，立志作上帝的兒女，我們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
醒每一位少年人為自己的人生作出抉擇，並鼓勵那些清楚自己已接受基督、跟從基督的少年人，
適時接受水禮或堅信禮，公開宣認基督，並對他們的信心作進一步確認。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得小
心，不要把那些仍未肯定可以作出公開宣認的少年人標籤化，添加他們的壓力，在鼓勵之餘，也
要給他們時間空間尋找生命之主，真誠的面對上帝。
唯願我們教會的少年人，在上帝的恩典、教會的培育及父母的引導下，信仰得以傳承，都認識
上帝，上帝的國不單橫向的向朋友擴展，也縱向的向上一代及下一代擴展，我們教會不斷有「信
二代」、「信三代」、「信四代」……「信n代」、「信n+1代」，無窮無盡。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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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報告
青年組報告

少年組報告
李錦榮

區靜儀

主日學去年學期初，第四波疫情剛過，社交
距離放寬，主日學青年組都回復實體進行。但12
月底第五波的高傳染性Omicron病毒株來襲得急且
猛，今年一月底感染人數每數日翻倍，政府緊急
關閉公眾場所，包括教會，使之教會之各項活動
都得暫停或轉為網上進行。主日學當然也是受影響
的宗教活動之一，所有課堂都轉為網上，直至4月
底第五波確診數字回落，主日學才恢復實體課堂。

一如以往，2021年10月10日（第二主日）
又開始新學年了！因疫情影響，場地人數有限
制，合班崇拜再沒有分開初少和高少兩組了，
同學們統一在411室敬拜讚美。
此外，12月19日舉行了少年組和兒童組之
聯合祝誕，內容包括少年組同學以中英文獻唱
詩歌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陳進華牧師生動有
趣的信息分享、兒童組精彩的聖誕劇等。同學們
都十分投入欣賞，是次活動在一片歌聲和歡樂聲
中順利完成。

今年主日學除了因疫情的影響，近年香港的人
口遷移，也使主日學出席人數減少。同學到外地讀
書或隨家庭移民外地，今年明顯增多，但個別同學
到外地初期，在尋得適合自己的當地教會前，都仍
在網上參加本堂主日學課堂，這對他們在過渡期的
信仰生活，給予一定的支持。

好景不常，受第五波疫情衝擊，2022年1月
9日主日學開始暫停實體聚會，合班崇拜改為網
上錄播，分班以ZOOM形式上課。如此運作，才
能令每位同學繼續唱詩敬拜和學習神的話語。
也因為教會關閉，少年組的復活節崇拜只能在4
月17日網上播放。幸好經過3個多月的日子，4
月24日終於能夠實體聚會了！教職員和同學們
都十分興奮和珍惜再次聚集的機會。

主日學雖不能只談人數，但同學的參與及投
入，的確是對老師的一大鼓勵及肯定，主日學老
師們都是讀經多年、靈命成熟的信徒，我們給青
少年人持續教授聖經，就是承傳信仰，並能使他們
的屬靈生命穩定地成長，希望會友都鼓勵子女們參
加主日學，栽培他們成為與主同行的信二代。

盼望疫情早日完結，大家身體健康、主恩
常伴！

兒童組報告
彭凱欣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馬太福音19:14）
感謝上帝的恩典，不論環境順逆，主日學兒童組的團隊仍能上下同心地互相配搭，彼此扶持，一同
將天國的福音傳給幼童。
每主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開始，兒童組的小朋友會先在小學禮堂作合班崇拜，學習以詩歌來讚美、
敬拜上帝。隨後便按年齡分班-學前的是馬利亞班，K1的是馬太班，K2馬可班，而最高班是K3的馬提亞
班。每班均有三至四位老師。因著社會環境的轉變，現時兒童組的人數約有四十多人。雖然年紀小，卻
能熱烈地投入課堂，開口讚美上帝，認真學習聖經。
為了這些可愛的孩子，老師們每星期都準備充足的為他們帶來歡樂的主日學課。從合班崇拜開始，
老師帶領著小孩又唱又跳，以詩歌讚美敬拜上帝。在分班的課堂內，老師會教導小朋友聖經故事，讓他
們從小便認識主耶穌的救恩。老師們親切的態度，加上生動有趣的講解，令每個主日清晨的主日學成為
小朋友們期待的美好時光。
感謝上帝，兒童組共有十多位熱愛小朋友的老師。平均每班有三位老師負責教學，做手工，背金句及
維持秩序等等。大家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同心事主。盼望未來能有更多老師投身兒童組，同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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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每季用書書單（2021至2022年度）
班別

兒童組

N

馬利亞班

幼稚初級 (第1-4冊)

出版社
浸信會

K1

馬太班

幼稚初級 (新版第1-4冊)
幼稚初級 (第1及3冊)
小天使安琪
出埃及記

浸信會
宗教教育中心
宗教教育中心
小樹苗

K2

馬可班

小朋友的聖經故事
羊兒傳喜訊
兒童聖經故事

台北：企鵝圖書
香港聖經公會
鹿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K3

馬提亞班

幼稚初級 (第4、6、8冊)

宗教教育中心

班別
P.1
P.2
P.3

少年組
以利亞班
以賽亞班
以利沙班

10月-1月
神愛我們
全能的父
同來崇拜

2月-5月
耶穌我救主
主耶穌能
認識神的兒子

6月-9月
主耶穌用我
誰是強人
願別人也認識祂

出版社
播道
播道
播道

P.4

以諾班

創世記七個人物

以撒、雅各和約瑟

流浪之日

播道

P.5
P.6

以法蓮班
以斯帖班

以色列最早的兩個王
主在人間

大衛與所羅門
主行的神蹟奇事

以利亞和以利沙
教會英雄

播道
播道

班別
S.1
S.2
S.3
S.4

青年組
約書亞班
約翰班
約瑟班
約拿單班

認識耶穌
奇趣的故事
信徒的使命

S.5
S6 及 U1

約珥班
提多班

出版社
浸信會
可愛的家庭
我的價值
浸信會
從亞當開始
愛的法典
信心的禱告
生活箴言
浸信會
查經課：全卷約書亞記及雅各書
查經課：馬可福音(15、16章)、路得記、約拿書、以斯帖記
生命成長課程：「不再一樣」/ 護教學

主日學教師名單（2021至2022年度）
小學禮堂
G04室
102室
104室
105室
教會411室
202室
203室
204室
205室
208室
209室
教會311室
211室
210室
301室
302室
303室
304室

兒童組
崇拜主領
馬利亞班
馬太班
馬可班
馬提亞班

潘愛倫 / 張栩瑜 / 陳真真 / 鄧眷扉
司琴：潘愛倫 / 畢宇晞 / 任知珩
葉杏泠 / 彭凱欣 / 任知珩
陳傲枝 / 何宛思 / 畢宇晞 / 蘇筱梅
劉育賢 / 陳慧心 / 潘愛倫 / 陳真真 / 萬錦萍
鄧眷扉 / 張栩瑜 / 廖美華

(N)
(K1)
(K2)
(K3)

少年組合班
崇拜主領
以利亞班
以賽亞班
以利沙班
以諾班
以法蓮班
以斯帖班

區靜儀 / 郭加汶 / 鄧詠恩 / 羅康怡 / 陸家樂
司琴：陳璟怡 / 鄧憬恩 / 李樂忻 / 劉進彥
陳璟怡 / 潘寶珊 / 陳耀恆 / 馮詩詠
黃錦紅 / 顏玲珠 / 鄧詠恩
潘寶玲 / 陸家樂 / 鄒卓風
陳碧珊 / 李倩兒 / 張笑金 / 胡翠萍 / 鄧憬恩 / 區杏賢
李樂忻 / 畢穎施
陳寶瑩 / 杜雪荔 / 許紹恒

(P1)
(P2)
(P3)
(P4)
(P5)
(P6)

青年組崇拜
約書亞班
約翰班
約瑟班
約拿單班
約珥班
提多班

關樹基
梁志文
佘嘉誼
蘇詠梅
關志雄
陳緯樞
馮敬堯

/
/
/
/
/
/
/

李錦榮 / 劉仁愛 / 關志雄
吳帙鍊
丘玉虹
孫小娟
丁衛慈 / 徐樂唏
陳秀蘭
劉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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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U1)
(S1)
(S2)
(S3)
(S4)
(S5)
(S6-U1)

主日學部教職員

青年組老師

陳秀蘭

陳緯樞

徐樂唏

關志雄

李錦榮

關樹基

馮敬堯

劉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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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玉虹

佘嘉誼

梁志文

吳帙鍊
孫小娟

兒童組老師

主日學部教職員
少年組老師
陳耀恆

陸家樂

顏玲珠

馮詩詠

黃錦紅

許紹恆

鄒卓風

陳寶瑩

陳璟怡

陳碧珊

李樂忻

杜雪荔

潘寶玲

潘寶珊

畢穎施

胡翠萍

區靜儀

區杏賢

劉進彥

高麗霞

鄧憬恩

郭加汶

張笑金

羅康怡

鄧詠恩

李倩兒

李錦榮
李錦
李錦榮、郭智恒、關樹基、陳璟怡、高麗霞
錦榮、
榮、郭智
郭智恒
恒、關樹
恒、關樹
恒、
關樹基
基、陳璟
基、陳璟
基、
陳璟怡、
怡、高麗
高麗霞
霞

劉慧儀、巫中潤
劉
劉慧
慧儀、
儀、巫中潤
巫中潤
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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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兒童組各班合照

11

主日學少年組各班合照

12

主日學青年組各班合照

13

主日學各組活動

聖誕祝誕

生日會

馬可班主題照

合班崇拜

14

主日學各組活動

馬太班課堂手工

馬太班課堂活動（故事、遊戲、手工）

馬提亞班主題故事勞作

15

主日學各組活動

少年組合班崇拜

青年組合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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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少年組活動

主題工作紙

鄭靝朗

譚皓文

以利亞班

以利亞班

馮珮芝
以利亞班

媽媽每個星期日都帶我和家姐去主
爸媽和我一起回教會敬拜耶和華。

日學，我很開心。

我們十分快樂。
每天，爸爸會帶我回主日學，我
很高興！

吳一心
Siena Ng

王敬恩

以利亞班

以利亞班

每個星期日早上，媽媽都會帶我
早上，媽媽帶我到主日學，我感

和妹妹上主日學。我感到很開心！

到很開心。我聽老師說聖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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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少年組活動

主題工作紙
盧本淳
以利沙班

王芍穎
以賽亞班

他們的兒女，就是那未曾認識的，也
可以聽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上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

帝，你們一生日子，在你們過約旦河
得為業的地上，都要這樣做。

黃梓喬
以利沙班

陳韻祈
以利沙班

申命記31：13 「他們的兒女，就
是那未曾認識的，也可以聽，學習

當我們出生以來，爸爸媽媽會帶

敬畏耶和華─你們的上帝；你們

我們去上主日學。學習敬畏耶和

一生的日子，在你們過約旦河得為

華─我們的神。

業的地上，都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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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少年組活動
陳凱翹

主題工作紙
劉傑夫

以諾班

以諾班

方心悅
以諾班

我是信主的第二代，我也要與主

「他們的兒女，就是那未曾認識的，

同行，聽祂的話，並凡事信靠主。

韓諾欣
以法蓮班

也可以聽，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
我是信二代。我願意做基督徒。我
全家人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也願意
做基督徒，與主同行。

的上帝；你們一生的日子，在你們
過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都要這樣
做。」（申命記31:13）
註明： 憑信實和盼望去追尋信，可是一切源
於亞伯拉罕。

梁卓恩
以法蓮班

God has shown me, guided
me in every way possible.
From pride to knowledge.
No matter what miracle
you’re sparked in the past
t i ll t h e pre s e nt, I a m
grateful. However, words
cannot describe the true
feeling of gratefulness, still
thank you .

我覺得信到主是一個恩典，因為
上帝可能唔會俾這個機會我，但上
帝不是，他俾咗我一個機會我認識
他、敬拜他、並相信他。我也很感
謝父母帶我返主日學去認識上帝。
我也會藉着這個機會去認識更多關
於上帝的事物，去將這件事傳給其
他人，令更多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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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少年組活動

主題工作紙

黃明恩

黃恩陶
Lucas

以斯帖班

以斯帖班

方心言
以斯帖班

希望我的父母、朋友都信主，如果
I love GOD!
GOD loves me!
GOD is the best!
The end!

我有下一代，我希望他們都信主。

我從小就開始返教會，我和爸爸、
媽媽、姐姐和妹妹一起返，在教會
裏學會了耶穌的故事。

陳芊予
以斯帖班

鄭然諾
以斯帖班

人是有罪的，但上帝卻
沒有放棄我們，祂教導
我們真理，要學祂一
樣，活出信、望、愛，
雖然我們有時犯罪，上
帝卻教導我們，不要重
犯這個錯。謝謝天父賜
給我父母、朋友和兄
弟，我一定會學會你的

主令我感到幸福和快樂，要我學習

教導、勉勵和督責，做

敬畏耶和華。

個永遠愛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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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少年組活動

主題四格漫畫
何芯言

韓品菁

以諾班

以諾班

吳卓謙

劉允佑

以諾班

以諾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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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少年組活動

主題四格漫畫
吳卓嵐

余思敬

以諾班

以法蓮班

李心祈
以斯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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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
任知珩（馬利亞班老師）
我在這間教會，不知不覺已經17年了。從小到大的每個星期天的早上，因為父母都會回教會，
所以從小我都有上主日學的習慣，但從來覺得回教會只是「玩玩下」，對基督教這個信仰可以說
是一竅不通。一直都以「信二代」這個身分回教會直到現在，由主日學學生到主日學老師，一切
都是上帝的帶領，而讓我真正能夠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大概是在中四教會 PETRUS 團契的成立吧。
直到 2019 PETRUS 的「真相」營會其中一晚的晚會，晚會中，我們先有兩顆朱古力，然後讓
我們先矇眼走到一個地方，導師會逐個逐個過來我們附近，去邀請我們給他們一樣東西去帶我走回
禮堂。一開始我以為是要犧牲我手上的朱古力給他們來換取能夠回到禮堂的機會，但導師卻叫我再
想一想。過了一段時間，當第二次導師再邀請我的時候，我除下了眼罩給導師，導師便叫我自行回
禮堂了。到了禮堂，我不斷重複思考當時所發生的情況，為甚麼我要給眼罩而不是給我手上的朱古
力呢？直到傳道人分享他在設計這個活動的原意和目的，甚至是他的見證，讓我知道當我走到很迷
茫不知道怎樣走，就像戴眼罩的時候一樣，只要我們開眼，上帝必定會在我們前面帶領我們走過艱
難的道路。為甚麼能這麼肯定？就是因為這首詩歌—真相。
歌詞是這樣的：

神，我是個罪人，但你竟為我十架犧牲
承擔我眾罪蔭，將生命給我
原原本本的接納我，這麼的一個我
神，我是世上微塵，但你竟送給我你深恩
危險裡與我渡過，平安蓋掩我
徹徹底底的愛著我如像最初
[副]
是你的接納，讓我敢於看清心裡那貌相
破碎不堪的夢，我終於可以放手給與你來為我修補
是你的接納，教我曉得愛惜痛惜生命，知道原來自己∼
在你的眼眸裡，是那麼的珍貴就算天老地老都不變改，
你愛我這真相
[尾]
就算天塌下來，就算花開不再
仍在我心裡盛載終不變改，你愛我這真相
歌詞中不斷提到，就算我們是個罪人，是一顆微塵，但上帝仍賜給我們生命氣息、一樣愛我們、
接納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的殘破不堪而離棄我們。那一刻當我聽到這首詩歌時，眼淚不禁流下，因
為我能真真實實地感受到上帝與我的同在，在我身邊抱著我一樣，親身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和愛。
這個 camp 過後，我與上帝的關係變得親近了，而且開始學習到怎樣與上帝同行，尤其是在考
文憑試的時候。預備考試期間，我開始懂得怎樣去依賴上帝，將甚麼事都交託給祂，因為「我靠著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4章13節）每天禱告或是累了，我都會記起這句金
句，提醒自己上帝是會在我筋疲力盡時加我力量，幫助我完成每天的溫習目標。而在這幾年的生命
中，我也深深體會到上帝與我同行，特別是在自己累到撐不住的時候，上帝往往會在這些時候給予
我無盡的恩典和天使在我身邊去幫助我，讓我能夠更易跨過那些困難的時候。我變得更容易察覺到
上帝的恩典，時刻感恩，注重在祂給我的好，而不是困難。因為我知道「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
必親自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申命記31章8節）因
為愛，上帝永遠都不會撇下我，祂永遠都會看顧著我不同的需要，我只要我的眼去看見祂在我身上
的所作所為，緊緊跟隨祂，與祂同行就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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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
主日學教師的一點感想
陳緯樞（約珥班老師）
2003年我開始當主日學教師，2004年我第一次在《芥種》投稿，那次寫的
文章主要是分享我做主日學教師的原因，大意就是覺得在這個「顛三倒四」的
世代要作一個正直的人殊不容易，信主的人唯有靠遵守神的話來潔淨他的行為
（詩一一九9）。聖經給我們教導、勸勉、盼望和鼓勵，使我們的生命有方向有
目標。我在年少時遇到一些很好的主日學教師，他們的聖經教導和做人處事的
態度給我很大影響，我也希望把聖經知識與年青的同學們分享，於是便加入了
主日學教師的行列。
在主日學中我教的主要是高中的學生，因我喜歡以查經的形式教主日學，這對高
中學生是可行的，期望在逐章逐段逐句的查閱聖經中，同學能對聖經書卷內容加深印
象。而對於我自己，在預備教學時我可以對聖經經文反覆思想，加深了解。有時同學
們的問題也迫使自己能多思考和探索神的話。此外，在班中能與不同性格的同學交往
也是充滿挑戰。總的來說，主日學的事奉是寶貴及喜樂的體驗。
十九年過去，這個世代仍然是「顛三倒四」，或比以往更甚，不法和荒誕的事情
無日無之，並在謊言的遮蓋下進行著。這更使我確信，信徒只有多讀聖經，才能有智
慧辨識謊言和真相。我亦希望學生們能常有神的話在他們心中。當同學們在中學生時
代上主日學時，一般都不會面對大風浪的，因同學們大多來自安定的家庭。這個時候
學習聖經，就好像儲備“糧餉”，好讓日後面臨困難、引誘和挑戰的時候，同學能回
想起聖經的話語，幫助他們思考和作出抉擇。
最後要提一下期望。我對主日學同學的期望其實很簡單，只想他們一生跟從主，
愛主、愛人。每當我在主日在教會見到以前曾經教過的學生時，我會很開心的，若他
們能在教會有事奉，例如教主日學、帶領團契、參加詩班、甚至做傳道人，我的喜樂
會更大，因為他們能為主付出。至於久未見面的昔日主日學學生（可能是移民或往外
國讀書），我希望他們仍在主裡。我在主日學課堂中也曾挑戰同學，叫他們考慮一下
以研究聖經為志業，不知在我的主日學生中會不會出現聖經學者呢？

信二代的成長路
馮詩詠（以利亞班老師）
提起年輕「信二代」有人經常會聯想他們上教會是父母主導的，而且即使在教會
裡成長也不一定會自然成為基督徒，有很多更會中途離開教會。但非常感恩，在基督
教家庭長大的我一直蒙主保守和使用，至今仍然投入教會生活。我父母均是虔誠的基
督徒，他們對信仰的認真和事奉的熱誠也成為了我的榜樣，對我信仰的成長打了一個
穩固的根基。我們家中每天晚上都有家庭崇拜，不論當天再忙碌，大家也會抽取時間
一起簡單研經，分享和祈禱，為各人的信仰、工作、學業，甚至感情生活交托。能在
基督教的家庭成長實在是上帝的恩典和眷顧，父母用生命的見證影響我，給予我空間
繼續成長。盼望有天自己為人父母，亦能建立經歷上帝恩典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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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
做個聽道、聽話、聽令的信徒
陳寶瑩（以斯帖班老師）
我生長在一個燒香拜佛的家庭，我曾是奉佛的「信二代」，自小往來廟堂，每年盂蘭節不知燒了多少衣紙，
由於訓練有素，我常覺得自己摺衣紙的速度是有條件去參賽的。升上基督教中學後，我有機會認識基督教信仰，
但為了避免與家人有所衝突，而且心中亦有着對家族信仰的依賴，因此讀大學時我反而修讀了有關佛教的課程，
希望進一步鞏固信仰。可是認識多了，仔細想了，幾年後，我卻信了耶穌。畢竟「信心」不能遺傳，也無法直接
繼承，認真去聽去尋求，是讓真理得以顯明的不二法門。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希伯來書四章12至13節》
感謝主，我的姊姊移民信主後就迫切地跟我分享福音和得救的見證，而我也認真地聽，聽耶穌是誰，聽為
什麼祂要救我，我怎樣能得救，聽這福音如何令悲觀的姊姊變得喜樂……我都一一用心去聽，也打開心門去想。
我回望自己的過去，真實地看到自己的軟弱，雖然我沒有什麼昭彰的惡行，但很多該做的沒去做，不該作的反倒
去作，在心為志由得我，但行出來由不得我，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我體會到人真的被自私、貪心、虛
榮、嫉妒、說謊種種罪所纏繞。我更是第一次真正去認識耶穌，認識祂犧牲捨己的愛，為拯救人脫離罪和死的枷
鎖而走上十架路，認識這位普世歡騰慶賀誕生的救主。原來凡去尋找他的，就會尋見，因此無數偉大的科學家都
因着認真探究的精神而成為基督徒。
就是這份愛與拯救讓我重新校正焦點，從前燒香拜佛可能是祈求自己的願望能達成，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當
中很多執著和自以為是，也背負很多重擔。但信主後更渴慕的是與主同行的平安喜樂與滿足，因為知道祂顧念我，
必會引領我走正確的道路，而祂的智慧也實在比我高得多，我體會自己有很多事情做不到，對人對事都有很多的
虧欠，我需要被幫助被寬恕，更需要被愛與拯救。我放下了世人所標榜與追求的自信，承認我無法掌管好自己的
人生，更無法靠自己取得天國的鑰匙，因此我需要聽從生命的主的指引和教導。我在真理的光照下認罪悔改，由
倚靠自己轉向倚靠耶穌，更體會到很多從前以為有益的，原來卻是有損的，並卸下很多勞苦重擔。
作為家中信主的第一代，我踏出的第一步是「聽」，那時我身邊沒有什麼基督徒，主帶領我找到家附近的教
會——禮賢會九龍堂，開始在主日崇拜聽道，並參加又一村家聚的查經小組，研習神的話，每月一次，幾乎從未
間斷，轉眼四分之一個世紀，是越來越認識到神話語的寶貴，神的話漸漸成了我每天不可缺少的靈糧。而這幾年
我也參加了BSF(查經團契)，即使不能實體見面，在網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姊妹們一起研經，分享生命見證，不
知多少次神的話帶來心靈很大的震撼與迴響。特別在環境暗昧不明，心中有很多掙扎的時候，神話語的光照往往
引領着我去尋求合神心意的道路。
而在「聽道」之外，「聽話」也很重要，不能只是勇於認錯而永不改過。既然悔改就是轉向，因此，從前我
們使用時間精神金錢可能都隨心所欲，可是蒙恩得救、被買贖回來的生命豈能再只為自己而活？感謝神在我受洗
後就給我機會作少年主日學的導師，神知道我對祂的道認識仍很不足，就讓我擔上責任，鞭策我好好去學習，轉
眼已教了少年主日學超過二十年，別以為現在我教起來一定是輕而易舉，其實每年的環境不同、學生不同，自己
的思想和領受也不同，主日學的事奉仍具挑戰，仍在帶領着我繼續認識這活潑的道，認識這位生命的主。
在人生和宇宙的長河中，我們所認識的既是如此有限，我們不就像幼稚的小孩子，需要拖着父母的手，需要
聽從父母的提醒和叮嚀嗎？當我們無法看清前路，隨時可能陷在泥淖中難以自拔，又或惘然困惑不知如何是好的
時候，我們是否仍要獨斷獨行，繼續瞎子摸象，用僅有的認知去作出決定呢？抑或我們選擇聽從掌管宇宙萬有、
透視全局的創造主的指揮與命令，願意謙卑降服，以主作為領我們爭戰的元帥，藉着聖靈的幫助，讓基督成為我
們的智慧、公義、聖潔與拯救？我深信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讓人能以善勝惡，辨清方向而不致迷失的秘訣絕不
是自信與自主，而是聽「祂」，學習和敬畏「祂」。
至於我的兩個兒女，他們就是信主的第二代了，從幼稚園開始，到小學中學大學的主日學，也邁上了聽道的
人生路途，而這正是每個基督徒所必須走的長途，不自以為義，學習敬畏耶和華，不以為自己已經得着，而是在
一生的年日，無論在香港抑或移居外地，都一直「這樣做」，聽主的話，以基督為元帥。「信一代」如是，「信
二代」也沒有捷徑可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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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
杜劉仁愛 Deanna（主日學提多班老師）
我教了青年組主日學（中一至大學一年班）大概有二十多年。我和其中兩班同學特別有緣份，初次教他們的
時候是2017年，那年由於老師病了，我臨時調去代課半年，他們當年就讀中二。（圖一2017/18）。
另外一班在2018/19年，我被邀請教中三班。由於那年與蔡氏兄弟一起教他們，又加上一位實習神學生鍾
姑娘一起上課，大家都是年青人，十分開心。（圖二2018/19）。他們大部份同學有返星期六團契，大家都是
由幼稚園一起上主日學，所以同學們感情很深厚，全班活潑可愛。每年主日學會邀請同學負責「同學園地」，
而每次輪到他們負責時，他們很認真，有些同學負責領唱歌，有些負責分享，有些負責powerpoint等等。他們
很有默契。中三那年的主學日最後一課堂是在教會開大食會，由同學下廚，十分享受他們的廚藝。實習神學生
鍾姑娘常約他們去踩單車、燒烤和旅行。 過年期間，他們也有來我家拜年聚餐。（圖三）
主日學提多班是青年組最高的一班。同學是由每年的 DSE中六同學和 大學一年班同學合班，而我今年有機
會兩班一起教。一班今年他們 考DSE文憑試，另外一班上年考 DSE，今年讀大學一年級。兩班都是前後教了他
們兩次。我看到他們由中二至中六，身體長高了，思想成熟了。學懂倚靠神，我感謝神讓他們在教會裡成長，好
好學習神的話，盼望他們一生跟隨主，到老也不偏離。（圖四）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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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歌》
梁慕玲
我從沒有填詞的恩賜，80年代期間，每年主日學（結業禮）頒獎，主日學部長都會邀請潘重剛弟兄寫一
首主日學歌，以便在頒獎禮上誦唱。
大概是1986年初，潘弟兄告訴我他很忙，叫我先寫好主日學歌詞，讓他譜曲，我告訴他我也很忙。無論
遇到甚麼事，我都會禱告，求問天父的心意。那天是年初三的下午，天陰微雨，我坐在家裏，春節是我每年最
空閒的時間。我禱告，我想到天父在過去的日子，給我在主日學事奉的大恩典。我寫了副歌，跟著在第一、二
節，把過去的經歷，也寫下來了。
把歌詞交給潘弟兄，略加討論、稍作修改，事就成了，而他向部長說，以後便以這歌作為每年主日學頒獎
禮時，誦唱的《主日學歌》好了。
當年我在兒童組任教，當一群天真的小孩，首次唱出副歌時，我心裏深受感動，小小年紀便能背誦整段副
歌，見到他們真摯的表情，想到如果他們一生真能在主前立志、真能喜愛神的話、真能勤讀神的話、真能遵行
神的話，一生到老都不偏離，那我們的教會將會是一間怎樣的教會？
數十年過去，我仍然非常感恩，感謝主讓我當年接受感動，用我的手寫下了這首《主日學歌》。每年當
主日學主日崇拜，會眾一起唱這歌時，我非常感謝主，今天不少人都認為主日學不合時宜，應以其他方式取
代的時候，我們教會仍有主日學。
人如能將聖經、我們主日學每一班的課本當中每句金句都藏在心裏、堅心相信、切實遵行，他一生必是一
個蒙福的人。因為上帝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們只要循著這光走去，便不會偏離正路。
今日在教會，每碰到我當年的主日學生，包括那首批唱著主日學歌的小孩，已當了主日學老師，或有當了
主日學校長、當了牧者，或在教會其他崗位事奉，我心裏是非常喜樂和感恩的。不過當我知道以前在主日學有
很好表現，今日在社會也是有很大成就，卻不再回教會，我會感到非常可惜和難過。
願我們每唱主日學
歌的時候，都求主幫助
我們省察自己，也察看
身邊的人，大家都重新
在主前立志，彼此代
禱、緊守主的吩咐，一
生到老不偏離。
我們的教會可能有
一天沒有了主日學主
日，再沒有人唱《主日
學歌》，因為沒有人願
意當主日學老師、也沒
有家長願意送子女回主
日學，但你願看到這令
人非常、非常、非常痛
心的景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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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青年組
周浩正（約書亞班）
從小開始，父母已經開始帶領我回到教會上主日學。就這樣，我對主耶穌有了更多的了解，亦因此成為了
一名基督徒，一名「信二代」。
作為一名信二代，耶穌基督在我生命中有很大的影響，無論是在學業上、品行上等都令我做得更好，更符
合神的心意。回想起十多年前，我的主日學導師教導我聖靈的果子。那時，我漸漸成為一名基督徒，而聖靈亦
開始在我裏面結出果子，無時無刻地提醒著我，要忍耐節制、對人要恩慈良善、我亦要時常喜樂仁愛。感恩耶
穌基督令我成為一名信二代，從小至大都跟隨基督的腳步，一步步地在各個方面顯出聖靈的果實。這些主日學
導師的指點令我建立了符合神旨意的價值觀，令我日後可以行在正路。
當我升上中學，我的生活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些轉變令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迷惘。那些林林總
總的科目、課外活動和自己對學業的期望令我感到一種無力感。但是感恩神賜給我信二代的身份，令我能夠向
教友、導師、父母等提出問題。而他們亦提供了許多建議給我，例如訂立一個時間表。同時我亦向上帝祈求，
求祂幫助。最後，有賴他們的支持、幫助和聖靈的提點，令我重新找到方向，重回正軌。
現今世代，愈來愈多人是「信二代」，我希望我們可以珍惜和感恩這一個獨特的身份，更加親近耶穌基督。
我十分感恩神賜下了這一個獨特的身份，更多去聆聽神的話語，更加顯出神的作為，成為一名與主同行的信二
代。像聖經所說：「他們的兒女，就是那未曾認識的，也可以聽，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上帝；你們一生
的日子，在你們過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都要這樣做。」（申命記31:13）

約拿單班同學讀完了約書亞記，那一個片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林梓瑞

梁曦曈

我認為亞干在取當滅之物的事件使我印象最深刻，雖然亞干
是不該，神卻使用「連坐法」的方式對付以色列人。我認為太過
殘忍和不公平，不竟取當滅之物的人只有亞干，並不是其他的以
色列人，而且他們並不知道有此事發生，對其他人而言是無辜。
但我亦因此認識到上帝是賞罰分明，不偏不倚，並不可因為自己
沒有做而免責，反而是我們亦有責任去提醒其他人不要犯罪。 我
們應遵行上帝的律法，不能走偏。

我認為妓女喇合，在第二章的部份
使我印象最深刻。

張瑋珈

劉梓琪

我認為攻打耶利哥城令人最印象深刻。
從喇合救探子，到約旦河分開，再到城牆倒下。處處見
到神的預備與恩典。若沒有喇合救探子，探子或許被發現後
遭殺害，以色列民不會知道城內的情況，計劃推遲。若無約
旦河分開，河水難以跨過，何況還要帶約櫃過河！而且也不能
提醒以色列民神曾帶他們出埃及的恩典，難以加給他們信心。
最後，耶利哥城的城牆十分堅固，有兩層。因此若沒有神
的幫助，難以攻入。這幾件事環環相扣。 有一，有二，才有
後續。我也因此看到神的恩典和預備。

28

喇合讓我明白勇氣的重要性，令
我知道神是會欣賞人有信心為神行出
的一步。
令我在生活中願意展現這些美好的
特質，增加了我的勇氣。

約書亞記三章中的過約旦河令我
印象最深刻。出埃及記中，摩西亦曾
帶百姓離開埃及時過紅海。經歷約旦
河一事的以色列人們大多未經歷過紅
海一事，再次行類近的神蹟令當代的
人除了聽前人經歷時的所見所聞，亦
能親身感受。這令我更加感受到經文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照樣與你同
在」之意。堅信神與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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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之

劉恩僮

耶利哥陷落是令我印象最深的。

我認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一節，最令我印象深
刻。原因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只要圍城走圈就可
令到圍牆倒塌，基本上是零可能性，但最後真的成功
了。這令我可看見上帝的能力是多麼的強大和偉大；
還令我明白，只要信，就必得勝。而且在上帝手中，
就甚麼事情都有可能，不管是小事或大事，這令我感
到非常奇妙。

首先，這事提醒我要完全順服上帝，只要
完全順服上帝，上帝自然會給我們最好的。
第二，是耶和華言出必行，衪承諾不會殺
喇合一家，這就保住了她一家性命。
最後，即使有多不可能，在耶和華裡面都
有可能，所以要相信及順服耶和華。

這令我明白在日常生活中，我學會了不應甚麼錯
折上都只有抱怨，要多禱告，從神那裏得到想法，去
明白、理解上帝想我們做甚麼 。明白後，便要跟着指
示去做，這才不會走了一條錯的路。而且當我成功做
到某件事後，都不可以自大，以為是全因為自己才可
成功。雖然整件事的成功看起來真的因為你努力而成
功，但其實大部份原因是因為有上帝的幫助。就好像
十誡中的第一誡提到 : 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
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如果上帝沒有幫助摩西
他們，以色列人還有機會離開埃及嗎？可能有，但機
會不大。籍此，我明白其實我們有很多事都是因為有
上帝的幫助才成功。

陳允盈
耶利哥攻城的片段令我最印象深刻。
以色列人在這場戰事中，沒有什麼特別的
武器，而是靠信任耶和華得勝。 在第七日，當
以色列人繞城七次之後，一吹號角，城牆倒下，
最終擊敗了耶利哥。
在生活中，也讓我知道只要相信上帝，就
能過得勝的生活。

提多班同學，最近上了幾堂有關異端的課堂，同學們簡短寫下認識異端對他們的
信仰有什麼影響或幫助：
Emily 同學
今年主日學學了不少關於異端的知識，令我獲益良多，不但能讓自己反思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增加對防範異
端的意識，甚至讓我們以異端對信仰的追求作為正面教材。
在學習異端的過程中，發現有很多利用聖經斷章取義的情況。即便作為基督徒也會覺得難以分辨真偽。例如耶
和華見證人，他們曾引用啟示錄12:6和12:14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一千二
百六十天。」「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他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裡被養活一
載二載半載。」) 預言耶穌再來的日子，使不少基督徒信以為真。雖然現時已證明為錯誤，但今時今日異端依然利用
聖經胡亂解釋，令信仰根基不足的基督徒們墮入圈套。故此我們認識異端除了能讓我們增加防範異端的意識，亦能
讓我們反思自己的信仰根基是否穩固。
另外，異端亦能作我們在信仰上的教材。雖然異端的教導歪曲真理，然而異端信徒對其信仰的熱衷程度卻有
值得基督徒學習的地方。以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摩門教）為例，摩門教的青年需要奉獻一至兩年的時間擔任
傳教工作，而該些年輕人都會引以為傲，覺得為自己的信仰不惜自費到異國傳教是一種光榮。這是我在基督教比
較少見的狀況，很多「星期日基督徒」把信仰與生活分離，甚至有的以福音為恥。所以異端教徒對他們信仰的追
求是我們的學習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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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同學

Karina 同學

在上完有關異端的主日學課堂後，我覺得認識到香港基督教
錫安教會這個異端對我的信仰有最大的影響。

原本覺得異端是十分遙遠，
平常不會接觸的事情，通常在電
視劇中才會出現的劇情，可是當
我 從主日學裡學習更多關於異端
的知識時，才發現它其實與大家
息息相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異端如何令它們的信徒失去理智
和無法離開這些群組，令他們永
遠無法脫離異端的魔爪。另外，
有些異端更是衝著基督徒而來，
例如耶和華見證人等。這次的課
題亦令我聯想起自身的經歷。很
多年前的聖誕假期時，有來自錫
安教會的人在地鐵裡傳教，然後
我給了她電話號碼，後來才知道
原來它是異端，令我大感震驚，
原來自己也差點跌入異端的陷
阱。這次事件亦令我明白基督徒
除了認識異端外，亦要加強自己
對聖經的認識和努力向身邊的人
傳福音，令更多人可以領受上帝
的恩典。

作為香港本土其中一個出名的異端，他們會眾的人數亦不
少，因此更有必要認識他們，洞悉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隨時都
有可能埋伏在我們身旁。
在認識錫安教會後，我更加確信自己的信仰。雖然傳統教
會和錫安教會都是用聖經作為信仰的基石，但錫安教會的創辦人
卻是加入很多自己的個人價值判斷。他的解讀甚至扭曲了聖經原
本的意思。就好像他們提倡的末日論一樣，對末日的來臨作出揣
測，而倚靠的就只不過是數字的巧合等，根本與傳統教會提倡的
只有天父知道確實日期的講法完全不同。Honda 彗星論和飲雙氧
水的做法更是令我感到嘩然和荒誕。
雖然以上的說法看起上來是如此的荒謬，但總會有人跌進陷
阱。這令我明白人的思想是多麼容易受人擺佈，更令我明白我作
為基督徒更應將神所表達的想法正確地分享出去。
這亦令我提高警覺性，會向不熟悉或陌生的人嘗試辨認他們
是否異端定或是正統的基督徒， 更會看看他們有否偏離聖經的
真理。
經過這課，我對自己的信仰更加堅定和肯定。與其他異端作
比較後，我更明白自己的信仰是在傳播上帝想表達的信息，因而
對自己的信仰更有歸屬感和信心。

Matthew 同學
認識不同異端有助我鞏固信仰，以免墮入陷阱。聖經亦預示會有假先知迷惑信徒，可見身邊有
很多這樣的陷阱存在。而這些異端的慣用手段便是滲入教會，尋找一些信仰根基不穩的信徒加以迷
惑，令信徒脫離正統基督教信仰。這幾節課堂讓我知道正統基督教和異端教義上的不同，例如他們
反對三位一體的神學觀、不以聖經為最高權威等等，都讓我能夠分辨出異端信徒。日後即使遇到異
端信徒，我也能夠在真道上站立得穩，不被迷惑。
另外，這幾節課堂也讓我反思自己在信仰中投放了多少。這些異端信徒雖然斷章取義地讀聖
經，卻是非常熟讀，反觀自己不很勤奮去學習上帝的真理。這些異端信徒能把他們的信仰放在生命
的首位，有一個摩門教教徒在完成中學學業並獲得大學取錄後，接受教會差遣去外地「宣教」，反
觀自己還有很多世俗的事物未能放下完全為上帝擺上，對福音事工亦不太着緊。我能夠自小學習真
理，但在生活的實踐中反而及不上走歪了的人，這是值得我去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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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同學

嘉灝同學
在這題目中，異端指信仰亞伯拉罕的諸
教但其教義與基督教的卻相違背的宗教。認
識異端對我的信仰有兩方面的幫助：一、可
鞏固我自己的信仰，二、可裝備我自己面對
異端時的應對能力。
首先，認識異端能通過對比異端與基
督教的教義不同之處來認清自己宗教教義的
重點。例如基督教信奉三位一體（聖父、聖
子、聖靈）的獨一神，而摩門教同時認為亞
當也是神；基督教牧師雖是福音傳道者但也
只是凡人，對其教導需斟酌，而摩門教卻是
把他們當成神的一部分，擁有絕對權威。通
過以上這種對比，可有助我了解基督教的核
心內容，明白自己究竟相信的是什麽，為何
與其他異端不同。
第二，認識異端能通過了解他們教義與
聖經不符之處來應對他們信徒發起的信仰挑
戰。例如當猶太教徒質疑為何聖經裡沒有直
白提及神是三位一體時，我們可利用聖經的
知識和猶太教的認識反駁。論點包括：一、
希伯來文舊約創世紀中“神”（Elohim）一
字乃複數， Eloah是單數。然而，聖經的作
者用 Elohim，然後又指出祂乃獨一無二的
神，所以不能只以耶和華為獨一神中的全
部。二、新約馬太福音中“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名“ 字是單數，
反映神是三為一體的。因此，認識異端及基
督教教義在聖經上的根據可同時了解異端不
合理之處及自己教義的證據，更有效反駁異
端的挑戰。

How do heresies affec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present day is a world full of diversity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year 1517, Martin Luther published his 95 Theses, condemning the
Catholic sales of indulgences which pardons a person's sins by paying
the church a fair amount. Luther's actions led to his excommunic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Luther pointed out that sin
cannot be cleansed by man but only by God.
Luther realized that the Church gave the people a fal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s he saw it as a way for the Church to make more
money. This showed that people are capable of misinterpreting the
Bible based on what they want it to mean. Misinterpreting the Bible
leads to a variety of heresies in our present day time such as Mormonism and Jehovah's Witness.
Despite these heresies having the opposite beliefs of the Bible,
many of the followers of these heresies are in fact former Christians
who were led astray. As a Christian, ever since my parents brought
me to church,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gain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God for me to truly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true Christian. On top of having faith in God,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s of other heresies so that we can perceive
and be ready if these heresies try to approach us in all sorts of ways.
Fortunately, at the very last year of Sunday School, there are
lessons covering 6 heresies and cults. These lessons gave m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traditions, habits and beliefs of these heresies. For
example, the followers of Mormonism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nd
consider Him as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ir faith, however, they have
additional books such as The Book of Mormon, the Doctrine and
Covenants, and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Mormons twist the Bible and
interpret it almost if not completely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believing
Jesus Christ is a separate being from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Father.
Whereas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one called the Holy Trinity.
Being a Christian is never easy as shown in the Bible,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will try to sever your connection with God. However, it is our duty as followers of Christ to prepare
ourselves by connecting with God through prayers, devotions and
sermons. Additionally, we should always ask questions and attain
answers from the right people whenever we are confused or uncertain,
because uncertainty weakens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Melody 同學
在導師講解有關異端的課題前，我只認識摩門教，對其他異端只是略有所聞；經過導師在過去
七課講解異端的理論和見解才真正認識這些異端。
認識異端令我加深了對聖經的認識。由於異端教徒大多都十分熟悉聖經內容，亦會扭曲了聖經
原來的意思，如果對聖經不甚了解或認識，便會被帶向錯誤的方向，離信仰越來越遠。透過課堂我
知道了異端教徒的理論，導師亦解答了當中的錯誤。即使我日後遇到異端教徒，我亦能隨時預備應
對和不被它影響。除此之外，異端對某的事情的見解和基督教有所不同，這些問題可能也是我不明
白的地方。因此，導師拆解他們的問題的同時也能解釋到我不解的部分，令我能堅固信仰。
看似離我很遠的異端，其實無處不在，或許在我身邊的路人也是一位異端教徒。認識異端能令
我學會如何在這個充滿着不同異端的社會不受誘惑和影響，甚至能堅定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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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謙同學
「異端」這一詞並不只出現在近代，而是在耶穌時期已經有異端存在。使徒早已
於《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和《彼得後書》等等提醒信徒要警醒，小心異端傳播，
足見異端在耶穌時期已經存在，並一直以不同形式存留至今。一些信徒或許會問：認
識異端對我的信仰有什麼幫助呢？我只要一直留在教會中不就可以免於異端影響嗎？
我相信不是的，社會風氣的開放、傳媒的快速傳播都令異端更容易接近我們，教我們
掉進魔鬼的試探中。現時異端可以利用社交媒體發放社群廣告推廣邪說，或者利用不
盡不實的新聞報道影響我們對基督的信心。我認為認識異端能夠使我們免於被假可亂
真的教導迷惑、增添我們信心，並認識真理。
首先，認識異端可以使我們免被迷惑。我們若對異端、聖經沒有足夠的認知，很
容易使我們掉進陷阱。我還記得小時候看了一則新聞報道，內容大意是指出以色列人
並未如聖經所寫飼養某一種動物（A）。因為他們透過最新考古發現證明了這件事，
目的在於批判聖經的真實性。當下，我變得困惑、無助。我一向都認定聖經所記載的
事物可被歷史、考古等等證明，現在聖經卻彷彿被「推翻」了。幸好，聖靈幫助我馬
上放下了這件事。要不然，若我繼續鑽牛角尖，只恐怕我會有更多質疑聖經的地方。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A是代表以色列人飼養的牲畜，他們是否真的飼養了A並不真的太重
要。我若果不知道A的代表性，可真會使我十分困惑啊！認識異端也相同，我們若果不
認識異端的一些謬誤，不單可能會使我們十分困惑，甚至可能會使我們離開教會呢！因
此，認識異端免我們陷入困惑，也免我們遇見試探，如主禱文所指的。
然後，認識異端亦可以幫助我們增添信心。所謂：「事實是越辯越明的。」真理
也是如此。在認識異端的過程中，我們自然能夠找出他們荒謬的理論和偏離真理的教
導。例如在提摩太後書 3:16指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但「東方閃電」卻否定聖經，當中的錯漏不是顯而易見
嗎？認識異端使我們增添信心，當我們面對異端的質疑時，我們心裏能夠理直氣壯把
一切錯誤、有違背聖經的教導告訴自己。面對似是而非的教導時，我們不必衝上前與
其爭論，但我們心裏明白：這不是真理！
最後，認識異端亦可以幫助我們再次認識真理。當我們認識異端時，我們能夠認清
自己信仰的錯誤概念和錯誤，明白真理，把房子根基立在磐石上。例如：救恩是無價的，
沒有任何物質可以媲美得了。因為人人皆犯了罪，虧欠了上帝（羅 3:23），而罪的工價
就是死（羅 6:23），沒有人能夠憑借任何行為、物質稱為義。唯有藉着主耶穌基督的寶
血，我們得以「因信稱義」（羅 3:28），但一些異端卻向其信徒收取費用、售賣符水，
「幫助」他們獲得救恩，這是荒謬的！因此，認識異端令我們能夠明白真理。
認識異端在近年尤為重要。在上帝的保守、帶領下，不少弟兄姊妹或會移居到不
同地方，轉換教會。這並沒有錯，即使我們現在還沒有聽見上帝的回應，上帝必有其
保守和安排（創 28:15），而福音也是跨信徒、跨宗派、跨地域的。但無論是離開，還
是留下，生活中總會有很多不同的試探。我們要小心，避免自己踏進魔鬼的試探中，被
異端似是而非的教導困住。願我們在各地盡主所賜的恩賜和恩典，為主發光發熱，作鹽
作光。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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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同學
Being an avid movie fan, the famous movie “Top Gun” cannot be missed. Discussing this movie with a friend was the first time I
came across heresy. She said, ‘Didn't you know? Tom Cruise is a committed member of Scientology!” To say the least,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this cult and dove into an internet rabbit hole. What stood out to me was that he was forbidden from seeing his daughter because she was not a member. How ridiculous! I couldn’t believe any religion could justify actively distancing their members from family.
I have always lived a pretty sheltered life, being brought up by Christian parents who brought me to church since young. Going to
church every Sunday, I learn about the stories of Jesus and the Bible. And everyday, I attend a Christian school, surrounded by a Christian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I have never had personal contact with cults. Up until one time, a handwritten letter came into our mailbox
from a member of Jehovah Witness and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ncerity of the letter. This aroused my attention for heresies and cults.
I am glad to have had a few lessons in Sunday school about heresy and cults, and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re are cults
active right around us. I am grateful to have grown up learning about the right path under Christian teachings. When I am faced
with challenges against my religion, I am armoured with the knowledg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rights and wrongs, which become
especially useful during my future studies abroad.
The letter from Jehovah Witness inspired me to reflect on our faith and proactiveness in spreading the gospel. We should be as
active as members of Jehovah Witness in spreading the true gospel, so that more people would know about the right way and not
fall into the traps of heresies.

Maisie 同學

Athena 同學

現今香港社會都出現很多不同的異端，也就是
聖經所說在末後世代會出現假先知和假基督，這尤
其對未信主或初信分辨能力不足的人受到很大的影
響，所以我們就要學習如何分辨異端，更了解聖經
的真理，不要誤入歧途。

在世界各地，隱藏著不同的異端，他們
會運用不同橋段，手法，引誘你踏進他們的圈
套，令你着迷，而很難走回正軌。在課堂學習
到不同的異端後，我更加了解到他們的各種「
招人」手法，就連在街上派發的宣傳單張，看
似平平凡凡，但仍有可能是異端的所作所為。

在主日學教導異端∼「東方閃電」時，發現大部
分異端所說的論理也有一半與聖經相符，但有一半便
歪曲了聖經的道理，例如‘東方閃電’宣稱一名中國
女士為女基督，騙世人們要相信那假基督才能得救，
又否定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理，他們引用
聖經馬太福音24章27節：「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
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自稱基督會從東
方來，而大部分人也覺得中國為東方，令不少人也相
信了他們。「東方閃電」甚至會假扮有興趣認識基督
教，潛入教會，向教會的弟兄姊妹傳那錯誤的福音。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種異端是錫安
教。他們歪曲聖經的內容，緣用不同聖經中的
奇蹟，段落的數字，與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連成關係，但當中的道理和帶出的信息其實不
切實際。在雙氧水事件中，錫安教會誘導教友
每天按時飲用雙氧水，聲稱可以清除體內細菌
和病毒，治療絕症。他們用這些益處吸引更多
信徒，從而收取更多費用。其實他們透過這些
事，博取更多人的信任，認為這個異端能夠幫
助他們度過難關，背後的陰謀只是想獲取更多
信徒，金錢，擴大版圖。

因此，認識異端能教導我們務要警醒，更鞏固
自己的信仰。邪惡異端出現，在末世是必然的，我
們不能逃避，只可警醒面對。很深刻的是有一個已
信主年資超過二十年的牧者也誤信了「東方閃電」
，他那麼深入認識聖經也墜進魔鬼的陷阱，所以我
們更要警醒，對上帝的真理上下功夫，好好裝備
自己，向神禱告交托，就能夠清楚分辨異端邪說。

雖然這個異端會令一些人在迷失，低落的
時候被吸引，認為它很偉大。但身為基督徒的
我們，不應該被這些事所引誘，一定要時刻跟隨
上帝，只信奉唯一的神，就是主耶穌基督。認識
異端令我明白到原來世界上隱藏著這麽多不同的
「假信仰」，並提醒我不要墮入他們的陷阱。因
為神才是我們永恆的主。願主一直住在我們的心
中，帶領我們走過不同高山低谷，永不分離。

求神能保守教會和一眾弟兄姊妹能好好分辨異
端邪說，不受魔鬼的滋擾，能一同把這真正的福音
傳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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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智恒（郭立言家長）
作為家長，為何要從子女年幼的時
候，便帶他們回到教會學習聖經？
我最熟悉的一節聖經，是「上帝愛世
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
翰福音3:16），正正是我從小便學懂，而
且滾瓜爛熟的一節經文。
回想，為何我會感到這麼深刻？全
因當時的聖經老師，以有趣生動的方式
教導我：唱了一首百份百以這節經文作
為歌詞的詩歌。直到現在，我仍能隨時
隨地唱出來。
這節經文，是傳福音時的核心訊息，
能言簡意賅地宣告上帝的愛，對世上滿身
罪惡、軟弱的人來說，是何等的長闊高
深，更是何等偉大的恩典與應許，讓我能
抓緊永生的確據，影響我一生。感謝我的
父母，從我小時候便帶我回教會。
最近，我的小兒在家中突然背誦起詩
篇第一篇「不從惡人的計謀… 為喜愛耶和
華的律法…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
候結果子…」。我深信這章詩篇對小兒也
能畢生受用。在聖靈的感動下，必能引導
他在聖經真理中，學懂與主同行。從子女
年幼的時候，便帶他們回到教會學習聖經
真理，是何等重要。

杜傳熙家長（馬利亞班）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在天國
的正是這樣的人。」馬太福音19:14
當我年紀還小的時侯，父母便帶我返教會主日學，很
感恩福音的種子在那時就已經放了入我心裏。感謝主讓我
與太太成為了父母，我們熱切期待小兒傳熙滿兩歲便可上
主日學認識天父。
在主日學中，老師們滿有愛心，用心預備及教導，
令傳熙積極參與，十分投入。傳熙愛聽老師講聖經故
事，從中學習到天父的創造、挪亞方舟、大衛戰勝巨人
哥利亞等。
感謝兒童組老師的教導及照顧，讓小朋友從你們身
上感受到從天父而來的愛心。特別在疫情期間，教會及
主日學被迫暫停了實體聚會，但老師們仍繼續花心機為
小朋友製作短片，讓他們能夠在家也能唱歌敬拜天父以
及學習聖經教導。
希望傳熙能繼續
從主日學中學習更多聖
經知識，有愛主的心，
敬畏耶和華，而不單單
是父母的上帝，也是他
自己的上帝。
願天父繼續帶領
及祝福主日學，教導
更多小孩子行主所喜
悅的道路。

吳一心家長（以利亞班）
要與主同行，首先要認識主。將主基督介紹給子女最容易有效的方法，就是帶她們上兒
童主日學。
對我來說，實踐這最容易的方法最大的困難，是要每個星期天早上七點半還未夠的時候，
睡眼惺忪地喚醒比自己更睏的一家人—即每個星期要六次做討厭的鬧鐘。推動我的信念是：趁
著子女還願意跟隨父母的年紀，要好好帶她們到教會學習上帝的話語。
小朋友長大得很快。當她們可以自主自決時，父母能做的便少了。那時候，我就算願意早
點起床，這方法也不如現在有效了。

34

家長心聲
李心祈家長 （以斯帖班）

郭錦龍家長（以利亞班）
感恩主帶領我兒去到神的
身邊，感受神的恩典，及聆聽衪
的話語。培養他每天祈禱及歌頌
主的習慣！讓他保持一個愛人的
心，繼續將愛給予身邊的人！感
恩將他交到主的手上，希望他可
以平安喜樂健康。

知道人能認識上帝是蒙上帝的揀選，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
產業，因此明白作為父母的是身負重任，除了自己要在主裡成長
外，更要努力教導兒女認識上帝，幫助他們跟隨主，與主同行。
我相信要常為兒女禱告守望，也要常常留意他們的言行舉
止，並要及時提醒和教導他們。此外，也要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
信仰習慣，例如:每日靈修親近主，在家裏建立家庭祭壇。自己
更要以身作則，愛慕神的話語，專心禱告，努力遵行神的話，父
母若努力與主同行，兒女也有學習的對象。

馮陳璟怡（馮詩詠、馮駿宇、馮駿安家長）
我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當我的孩子還在我肚子裏的時候，我已和他們一起返教會聚會了。很感
恩，我的孩子能夠從小在禮賢會九龍堂成長，參加主日學、團契等，他們現在已是「十八．廿二」的
年青人了。
最近，我和我的孩子談論到現時教會團契和崇拜的情況。因着各種原因，有不少與他們一起在教
會成長的好朋友已離開了禮賢會，有些去了外國升學、有些移民、有些去了別的教會聚會、也有些中
途離開了教會，我的孩子亦因為好朋友的離開感到有點失落。
歷史總是在重演 - 我的孩子正經歷我曾經歷過的。我已返了禮賢會九龍堂近五十個年頭，自我兩
歲開始，父母便帶我返禮賢會，我一直在教會成長，參加主日學、崇拜。在我年青的時候，因着香港
「九七」移民潮，很多和我一起在教會成長的弟兄姊妹也離開了禮賢會，有些去了外國升學、有些移
民、有些去了別的教會聚會和事奉。人的聚與散、分離和聚合似乎都是無可避免的歷史循環。
是什麼讓我一直留在禮賢會九龍堂呢？是我的父母 / 親友？是我的團契 / 團友 / 朋友? 是我的導
師 / 傳道人 / 牧師？是我的回憶 / 感覺 / 感情？是我的事奉？抑或單單是上帝的愛？
禮賢會九龍堂是我的「家」，我是第六代基督徒，我的高祖父和祖父是禮賢會牧師，我的曾祖
父和父親是禮賢會長老。我在這個「家」生活了近五十年，當中的人、事和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是
我所愛的。然而，令我一直留在禮賢會九龍堂的重要原因是 - 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很喜樂地認識上帝、
敬拜上帝、事奉上帝。
說到底，孩子長大後會否繼續留在自己的母會聚會或許不是最要緊的事，最重要的反而是他們能
一生不離開神、不離開信仰。那麼，是什麼叫我們的下一代能成為一個愛神愛人的基督徒，一生信靠
上帝並且堅守信仰呢？我相信唯有依賴上帝的恩典和聖靈的工作才能成。但我們作為父母的亦要努力
為孩子打好信仰的根基，讓真理的種子從小就播在孩子的心裏，並且要不斷地栽培和澆灌，好使孩子
的屬靈生命能一天一天地茁壯成長。
不得不承認我們的下一代實在很容易受到世俗文化和價值觀薰陶及影響，他們漸漸會對信仰缺
乏興趣，甚至離開教會。因此，下一代十分需要父母按着主的教導培育他們，使他們從小明白聖經，
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箴言22章6節 : “Start children off o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and even when they are old they will
not turn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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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22章6節清楚講到「從一開始」，當孩子還年幼時，我們便應該領孩子行當行的路 - 神的路，我
們需要遵照上帝的話，讓孩子從小就認識真理，明白福音，好使孩子長大後也不會偏離真道。這是聖經的
教導，是上帝的吩咐，也是作為基督徒父母的責任。
我的父母從小就教導我返教會上主日學是很重要的事，因為神的道比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更寶貴。
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在過去的日子，堅持每星期風雨不改、從不間斷地帶我返主日學。藉着主日學老師多
年悉心的教導，使我可以自小有系統地學習聖經，認識真理，以致神的話語能成為我隨時的幫助、力量和
指引，叫我靠着它有勇氣和信心去渡過每一天。現在，我也是這樣教導我的兒女 - 神的話語是生命中最重
要的東西，返教會敬拜神應放在我們人生的首位。
很感恩，我們的教會仍然有「主日學」。主日學是一個十分好、十分難得的學習平台，它仿似是一
所小型學校，讓孩子「一條龍」由兩歲幼兒班開始直至大學一年級，可以有系統而又不間斷地學習聖經，
為孩子的屬靈生命建立一個穩固的基礎。藉着不同的主日學老師多年用心的教導，以及有同齡的主日學同
學伴着一起學習、成長，讓孩子在不同階段和年紀，得到適切的屬靈餵養。經過十多年不間斷的灌輸和教
導，神的話語便漸漸成為孩子「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一路伴隨他們成長。將來當孩子要獨自面對這個
世界的誘惑和衝擊時，都有主耶穌陪伴他們繼續前行，無論遇到高山抑或低谷，都能靠着神的話語跨過。
我深信只要把孩子帶到神面前，神必定看顧並且引領他們的前路。
感謝神，我的父母已給予我這上好的福份，我也將這寶貴的屬靈福份傳承給我的兒女，讓他們在教會
好好成長，在主日學裏學習神的話語，受栽培、被建立。現在我的女兒和大兒子已主日學畢業，開始學習
成為一位主日學老師，與爸爸媽媽一同參與主日學事奉。
我期盼我們作為父母和家長的都重視下一代的信仰栽培，從小按着主的教導培育我們的下一代，堅
持每星期帶孩子返教會上主日學，努力學習聖經並積極參與，以致孩子長大後能成為一個愛神愛人的基
督徒，好好被神使用，成為敬虔的新一代。

方大偉（以斯帖班方心言家長）
當我收到今次標題是信二代，我便立即想起日本動畫《火影忍者》
的二代目，即是火之國木葉村的第二代火影千手扉間，他不但協助第一
代火影建立木葉村，並且建立忍者學校、暗部、木葉警務部隊等，對村
子的興旺發達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對我來說，第二代火影正正給了我們
作基督徒的信二代一個鼓勵和反省。因為他將所學到的忍術承傳到下一
代幫助建立了村莊，亦即是我們作基督徒所聽和所學到的 福音信息，可
以薪火相傳。為的是將來建立教會，協助或改善當地生活，最後是幫助
推動宣教的理念。
感恩我在小學時候就跟父母回到禮賢會上主日學，在一班充滿愛心和耐性的主日學老師和同學陪
我走過中小學生涯。到了現在我三個女兒都在主日學初中和高小努力學習跟隨主日學老師好好學習，
即使在這個疫情期間仍記掛住一班主日學學生，這一份無條件的付出，是出於從上而來的感動和愛，
盼望女兒們（以心、心言和心悅）繼續這裡好好學習真理，一生跟隨主，將來將為這美好的福音帶到
海外做跨文化宣教工作。
最後祝願各位主日學教職員繼續保持這種大愛態度，也希望日後加入這個主日學大家庭的家長與同
學們，能放開懷抱，以信任、以愛、以包容的態度在這個大家庭一起建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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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瑩（TLIC團契）（吳予、吳倚家長）
TLIC團契本年的主題是APP - Accompany, Participate & Pray，其中祈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們
在這年的查經和週會中都在學習祈禱。在自己學習的過程的，我亦希望能在跟孩子祈禱的過程中，讓孩子也
能學懂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所要的告訴上帝。
我的兩個孩子從出生已在教會長大，每星期天都會跟我們回教會聚會，每晚亦會有一家人一起祈禱的習
慣。這跟我這個家裡第一代的基督徒的成長模式很不一樣。有時我也很羨慕他們能夠一出生就在一個充滿愛
的環境長大，能夠從小認識主真好呢！
可是，或許作為信二代，亦不一定樂在其中呢！我還很記得兩個孩子一開始上主日學的時候，都遇到很
大問題。
大兒子是個很有個性、性格被動的孩子，他一開始很不享受上主日學，老師叫他做什麼，他都甚少參與
（其實在學校也一樣）。小女兒比哥哥更有個性，更難搞！她一開始上主日學時非常不合作，不肯坐定，亦
不聽老師指示，試過有一堂全程站著，讓老師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禁在想，為什麼兩個孩子就不能像其
他孩子一樣乖乖的上堂？是他們有問題嗎？繼而亦會想是否所有孩子都需要學「乖」才能到教會？
雖然沒有答案，但我們知道孩子需要在靈命上成長，就要繼續在教會學習，因此繼續帶他們上主日學，
亦繼續把孩子的成長交托給天父。
大兒子慢慢長大，開始漸漸放開自己的保護網，可以投入於課堂當中，亦開始享受在主日學的學習，除
了肯在聖景中參與表演，更曾在主日學中取得第一名呢。妹妹在融入環境後，亦慢慢變成一個很好的學生，
積極回答問題，亦很留心上課。現在兩個孩子都很喜歡上主日學了！兩個孩子的轉變，實在讓我們很感恩！
我們晚上一起祈禱時，一般由爸爸/媽媽領禱，有時亦會邀請孩子們祈禱，不過他們之前都不太肯嘗試。
近幾個月，大兒子開始願意祈禱，亦開始懂得去為別人祈禱。有一次，我聽到他在禱告中為未信主的公公和姨
媽一家禱告，亦懂得為患病的羽毛球教練和家人禱告，我很是感動。孩子在學校和主日學中學習禱告，但更重
要的是在父母身上學習。當我們在學習祈禱的過程中，孩子們也在不知不覺中跟著我們一同學習。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是我教導孩子的格言，希望自己能跟孩
子一同學習走這條信仰的路，透過身教，共同經歷主的恩典。

會友廣場

禱 告 神．見 奇 恩

早前我曾住醫院
感謝天父的憫憐
賜我身體無大患
平安感恩在每天
想起住院的期間
有一感恩事懷念
原因院內一病者
日夜不停在叫喧
令各病友難入睡
深受此苦口難言
於是我提出建議
為該病者禱告先
懇求救主施憐憫
賜她身心得安然
正當禱告完畢後
奇哉她即止叫喧
整夜安靜無叫喊
該夜人人睡得甜
天亮之後也寧靜
真是奇異的恩典
病房開始少嘈叫
眾人心境也安然
謝主聽我們禱告
禱告靠主力量添

李馮自然（婦女部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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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園地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175周年會慶

「會慶盃」籃球比賽
為慶祝禮賢會175周年會慶，區會舉辦「會慶盃」籃球比賽，九龍堂弟兄姊妹當然也熱情響應參
與，報名人數約有48人，分開了5隊參賽（男子15+2隊；男子40+2隊；女子3人賽1隊）。
為應付比賽，九龍堂的一眾隊員積極備戰，亦恆常組織練習。由去年12月開始，經歷過第五波疫
情暫停，到六月恢復練習。感謝主的恩典，隊員們已經進行了10次練習，也與大埔堂進行友誼賽，以
增加比賽經驗和隊員之間的默契。若有機會，你可以在何文田公園球場找到他們的身影，他們每次練
習也會先禱告交託呢！
於七月二十四日開球禮後，賽季正式開鑼，並在八月十四日迎來九龍堂首場比賽—男子15+初賽。
首戰由九龍堂15+ B隊出場，迎戰粉嶺堂隊。雖然最後以34比38，以4分之差負於友堂，但隊員們也有好
好的發揮，也為下一場比賽獲得寶貴的經驗，期待下一次報捷！
弟兄姊妹，可以留意賽程，有時間抽空去現場為九龍堂眾隊員打氣！ *
*

所有觀賽的弟兄姊妹，必須量度體溫、掃瞄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進入學校。
日期

8月14日

8月28日

對賽球隊

日期

A組

大埔金福堂

VS

元朗堂

C組

大埔堂B隊

VS

梨木樹堂

D組

粉嶺堂

VS 九龍堂B隊

C組

梨木樹堂

VS 禮中堂A隊

D組 彭學高紀念中學 VS

A組
B組

C組首名
D組首名
大埔堂
九龍堂B隊

VS A組次名
VS B組次名
VS 九龍堂A隊
VS
(待定)

A組
B組

XXX堂
XXX校
元朗堂
梨木樹堂

VS
XXX校
VS
XXX堂
VS 九龍堂A隊
VS
(待定)

11月13日

XXX堂
九龍堂
梨木樹堂
XXX堂
九龍堂
大埔堂

VS
VS
VS
VS
VS
VS

XXX堂
大埔堂
天水圍堂
XXX堂
天水圍堂
梨木樹堂

11月27日

九龍堂
大埔堂
XXX堂
XXX堂
XXX堂

VS
VS
VS
VS
VS

梨木樹堂
天水圍堂
XXX校
XXX堂
XXX堂

12月18日
(暫定)

XXX堂
VS
XXX校
VS
XXX校
VS
頒獎禮

10月9日

10月23日

粉嶺堂

B組 粉嶺禮賢會中學 VS 大埔堂A隊

9月4日

B組

大埔堂A隊

VS 九龍堂A隊

A組

元朗堂

VS 禮中堂B隊

C組

大埔堂B隊

VS 禮中堂A隊

D組 彭學高紀念中學 VS 九龍堂B隊
9月11日

B組 粉嶺禮賢會中學 VS 九龍堂A隊
A組

9月25日

大埔金福堂

VS 禮中堂B隊

A組首名

VS

C組次名

B組首名

VS

D組次名

A組

元朗堂

B組

梨木樹堂

VS

大埔堂

VS 九龍堂B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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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賽球隊

XXX校
XXX堂
XXX堂

教會園地
當日比賽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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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園地

精彩賽事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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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與 代 禱 及 教 會 活 動 綜 覽

代禱事項：
1. 記念2022年聖誕期長者成人洗禮學道班及堅信班現已開始接受報名。祈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得著信心
，決心在洗禮上見証上帝的恩惠。
2. 記念福音中心裝修至10月尾完工，求主讓整個工程能順利完成。也為福音中心各事工日後的發展及
方向祈禱，求主預備更多的人手，帥領前路，並讓各事工合乎主的心意，從而有更多人認識上帝。
3. 為福音中心誠聘傳道同工祈禱，求主差派合適的工人，牧養群羊，讓更多兒童及青少年得著餵養。

教會活動縱覽
一、生命轉化組
禱告復興運動：
繼729禱告復興音樂奮興會後，正式開始「禱告復興運動」。由8月8日（週一）開始一連六星期，已報名
的弟兄姊妹將會接收一星期六天個人代禱資料，祈求上帝復興個人靈命、教會、及社會。
除個人禱告復興，教會也安排集體禱告小組，由8月14日開始，一連六個主日，於上午10:00至10:25，在
地庫B2室聚集同心禱告。歡迎所有有心志以禱告祈求上帝施恩復興我們自己，教會以及社會的弟兄姊妹
參加。

二、傳道事工組
1. 拉闊差傳招募
招募：1）主持人、2）直播後台支援
我們需要你是基督徒，並對宣教事工有熱誠及負擔，同時需了解及認同拉闊差傳（Mission Plus）的理念
和方向，也需有相關經驗。
若你有此負擔，歡迎你與李玉珠傳道或馮敬堯執事聯絡。
2. 2022佈道會
主題：放下擔子
日期：2022年9月25日（日）
時間：下午3:30-5:00
內容：詩歌讚美、信息及生命分享
地點：本堂大禮堂（九龍又一村達之路12號）

三、深水埗福音中心
如有感動參與福音中心的事奉，請掃以下QR CODE或
用此連結https://forms.gle/TxKQdLdbixzGgzm89在網上報名。
QR CODE

四、香港區會差會
1. 差傳祈禱會@K國
分享：小鴿子
內容：實體聚會分享K國和小鴿子近況，以禱告記念當地事工和小鴿子的需要
日期：2022年9月22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中心堂（九龍深水埗順寧道253-263號恆寧閣314-316室）
截止報名：9月19日（禮拜一）
2. 宣教士述職
羅麗嬋牧師將於2022年12月初回港述職至2023年2月底，接受堂會分享邀請由2022年12月
中至2023年2月中。如各堂會或團契 小組欲邀請羅麗嬋牧師到堂會證道或分享，請電郵
填妥之「領會預約表格」到 info@mission.rhenish.org 以便安排。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五、主賜良緣
姓名
所屬教會
嚴銘揚弟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安堂
陳曉欣姊妹
九龍堂
葉家良弟兄
九龍堂
陳羨虹姊妹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結婚典禮日期及地點
2022/10/8（六）
下午大禮堂
2022/10/15（六）
下午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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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典禮時間
下午2:30
下午2:00

預告 十月份主題

獨處與群體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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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線條畫
約瑟的彩衣

部長的話
本刊部份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
蒙允准使用。

封底

建立與主同行的信二代

關樹基部長

主題線條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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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的話
關樹基部長
所謂「信二代」，就是指信徒的下一代，刻板

地信靠上帝，而是需要父母和屬靈長輩的身教。大

印象都是那些自小被父母帶到教會參加聚會、認識

人們認真研讀聖經、在團契中互相砥礪，又在教會

信仰，使他們長大後成為新一代的信徒。然而，

外言行合一，往往最能幫助孩子學習尋求上帝。反

信徒在信仰上栽培子女，他們就會理所當然地跟隨

之，有些孩子可能因不明白聖經的教導、欠缺信仰

主、與主同行嗎？

群體一同成長的經歷、或看不到好見證及模範（甚

希西家王與瑪拿西王
舊約聖經所記載的歷代以色列王及猶大王，有
遵行耶和華誡命和律例的，例如希西家，登基後立
即推行宗教改革，包括潔淨聖殿、守逾越節和除掉
偶像，「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先大
衛一切所行的」；但有更多是被形容「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那些可憎的事」，這些王大多數
都認識耶和華。例如希西家的兒子、猶大王瑪拿
西，歷代志下33章描述他「重新建築他父親希西
家所拆毀的丘壇，為諸巴力築壇，造亞舍拉，又敬
拜天上的萬象，事奉它們……並在欣嫩子谷使他的
兒子經火，又觀星象，行法術，行邪術，求問招魂
的和行巫術的，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他
發怒」。作為「信二代」的瑪拿西，理應學效父親
對耶和華的敬虔和信靠，卻為何選擇離棄耶和華，
甚至「引誘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惡，比耶和華
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滅的列國更嚴重」呢？（參見列
王紀下21章）

至因父母在家庭和信仰群體中的表裡不一）而灰
心，對信仰日漸冷淡，結果從教會中流失。
要建立「與主同行的信二代」，我們不單要讓
孩子自小認識和明白聖經，更重要的是要與孩子一
同學習真理、在生活中實踐真理，例如向上帝認罪
悔改、恆常禱告和讀經，還有在各樣大小事情上為
主作見證，與別人分享主耶穌的愛和恩典，使孩子
知道所學的真理是活的、是可見的，只有這樣才會
有一代又一代的信徒承傳主的大使命。

主日學在教會的作用
主日學的設立，目的就是要將聖經真理，準確地
向學生講解，使他們明白上帝的道，能在複雜的世界
中辨明是非，選擇堅持跟隨主耶穌的腳蹤。因此，教
會舉辦主日學，老師認真教授主日學課程，家長積極
地帶領孩子在主日學學習真理，並全會眾一同在生命
中遵行主道，對建立基督的身體非常重要。照使徒保
羅在以弗所書的教導，「他（上帝）所賜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為要裝備聖

瑪拿西登基時只有十二歲，那時希西家經歷重病

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

蒙醫治、耶路撒冷城被亞述人圍困蒙拯救之後，父子

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

一同作王十年才讓瑪拿西繼位，目的就是要在耶和

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這樣，我們不

華延長壽數的日子內訓練接班人。然而，瑪拿西並

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

沒有被訓練成為一位敬虔的好王（部分原因可能與

邪說之風搖動，飄來飄去。」（以弗所書4:11-14）

希西家晚年驕傲有關），說明即使是「信二代」，
當自身信仰根基不穩，被世界迷惑而沒有走在正確
的道路上，很容易就會背棄信仰、犯罪遠離上帝。

如何建立「與主同行的信二代」？
「信二代」不會自然地認識信仰，更不會自然

箴言22章4及6節教導我們「敬畏耶和華心存
謙卑，就得財富、尊榮、生命為賞賜。……教養
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弟兄姊
妹，教養孩童跟隨主是我們的責任，你願意如何參
與主日學事工？你會帶領子女一同認識真理、實踐
真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