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遊隨筆 

李樂智牧師 

 

四月休假我和太太到六朝京城(六朝:東吳、東

晉、宋、齊、梁、陳)的南京走一趟。古南京又稱

建業、建康、秣陵、金陵，到明朝才遷都北京。

到步次日想到南京大學區一逛，一出地鐵鼓樓站

就看見古雅美麗的南京鼓樓(建於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古時她是擊鼓迎

王、送妃、接詔等重大儀式慶典之場所，2008年成為北京奧運傳遞聖火儀

式的首站。這天我們有一些曠野生活的體會，經驗當地人說從未有的小沙

塵暴，濕度下降至約20%，空氣污染嚴重達250度

以上。我的身體迅速反應：眼晴發炎和鼻水不斷。 

 

頂著不適，我們走到玄武湖邊的南京明城牆。

城牆是明初修築的，有宮城、皇城、內城和外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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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當日來華西教士利瑪竇稱讚皇城區為世

界最偉大的建築。城牆於1937年日軍攻打南

京時幾乎盡被摧毀，千萬顆磚塊散落人間，被

遺忘五十多年，直至1979年南京地方政府連

同專家、保育人士和熱心市民開展「顆粒歸倉」

工程，回收散落各處的城牆磚，保養修理，使部份城牆得以重建。說趣的，

部份牆磚刻上官員和工匠們的名字，用作監督每段城牆的施工質素，據說

「實名制」是由朱元璋發明的。重建工程令我想起尼希米因聞耶城荒涼，

求王准他回歸重建城牆的心情有更深層的體會。 

 

第三日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300,000」是灰黑色的石頭地廣場肅穆展示的數字，是

七週內被奪去的生命，是聖公會牧師John Magee在遠東

國際軍事法庭上所作的見證。瀏覽展品時腦海不住的問：

當時可以做甚麼？坐以待

斃？奮力反抗至死？當南京居民日夜被宰割

時，Magee牧師連同其他宗教人士、不同國

籍的企業家和領使在城內設立多個「安全

區」，拯救了二十多萬人。可是日軍視「安全

區」為妓院，若有阻止日兵施暴的，同樣被刀捅槍殺。記錄中一位倖存者

李秀英與父親躲進安全區一所教會小學，三個日兵闖進試圖強姦她，李秀

英拼死不屈、奮力抵抗，身中三十七刀，送教會醫院搶救保住性命，卻保

不住腹中胎兒。Magee牧師忍著痛苦和眼淚，把這些慘絕人寰的事件一一

攝錄，部分菲林偷運到歐美政府作證，部分留給南京土生土長的兒子David，

這部分的菲林成為紀念館的珍藏。在影片中David獨白說：「不可忘記這

一段歷史，但要寬恕。」李秀英訪問中說:「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



他們呼喚我們，要抱緊兩段話的下半句，否則人是可以使歷史重演的。 

 

今日南京是中國頭六位最繁榮的城市。由於緯度跟日本相近，氣候和

植物也跟日本相似，有些街道也帶有日本的味道。年輕人口明顯很多，大

多喜歡戴近日韓風時興的六角形眼鏡框。這裏生活成本還可以，但消費品

可不便宜，吃頓西餐更貴。我喜歡吃鹽水

鴨、蟹黃湯包、清真刀削麵等，但南京口

味十分鹹和辣，吃多了我已感覺上火。基

督教在本地歷史悠久，利瑪竇於1598年把

天主教傳入，今天南京有20多座教堂和50

處聚會所，有著名的金陵神學院和世界最

大的聖經印刷公司。週六我們到最有歷史

的基督教莫愁路堂崇拜，與南京的弟兄姊妹一起唱詩Echo感動得淚流滿面。

講道經文是路廿四章，以馬忤斯路上主與兩位失望的門徒同行，解釋基督

必須受苦難，然後才進入榮耀，門徒聽後心裡火熱，便「強留主」一起吃

晚飯。隨即我也把這城曾受的苦難「留在心裡」，為這城祈禱，深信 神不

忘她昔日的艱苦，使早已散落民間的福音種子繼續四處飄散，祝福這片土

地。阿們。 

 

 

 

 

 

 

 



家庭如何塑造人 

張海燕傳道 

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故事。 

小時候，很多時跟媽媽到朋友家中麻雀耍樂。除了跟小孩玩耍外，我也

會主動為人家打掃房間。到了中學，便間中為好友家居進行大掃除，有

時會為她們下廚煮食。 

「家務能手」是身邊的中學和大學好友對我的印象。 

但在結婚後，丈夫認為「貨不對辦」。因為我很少做家務，也很少下

廚。 

是否我為了欺騙他跟我結婚，才刻意建立一種賢淑的形象呢？ 

不是呀。 

結婚，讓我感到一份安穩，這份安穩是原生家庭未能給予的。 

正因為這份安穩、自在和安全的感覺，讓我不

再需要透過剷除污穢或污積，來緩和內心的焦

慮不安。丈夫對我的完全接納，也讓我能誠實

地告知他我的喜惡。當然，他有時也會說笑表

示想我感到焦慮不安而努力打掃或下廚。 

自四年級開始，妹妹出生，這是我期待已久的

事。因為比我年長兩歲的哥哥，經常聯同比我

小兩歲的弟弟欺負我。 

哥哥有強大的後盾：媽媽。在重男輕女的背景

下，哥哥無論如何欺負我，都不會被媽媽懲

罰，而我只有等待爸爸在晚上回家後，才能替

我出一口惡氣。 

可想而知這個小女孩在家中有很多委屈和恐懼，都習慣收在內心深處。 



因著妹妹出生，九歲的我便要到街巿買餸、學習煲湯煲飯，做家務的能

力便在那時被建立。 

五年級開始直至大學，需要協助父母在街巿「擺檔」叫賣。對於個性害

羞的我而言，感到很「醜怪」，但若拒絕的話便會被責備一番，只好硬

著頭皮地叫喊。 

很多時，內心的想法和非物質的需要，都很難被聆聽或接納。 

到妹妹開始成長，媽媽便吩咐我要處理和跟進她學業上一切事宜，並照

顧她起居飲食，如預備早餐和買衣物。 

很記得，在中六預科時，因著父母已離異，我便為妹妹向小學的母校叩

門，約見校長，為她轉校。 

因著家庭因素，大學二年級下學期，便與妹妹二人，在爸爸的經濟支持

下，開始獨立生活。 

身邊的人總說我很「生性」，很「大姐姐」。 

對當時的我而言，我的重要性或價值，就是來自作為妹妹的照顧者。  

在這個家庭成長的我，會將「喜歡」或「不喜歡」的喜惡收起，做「應

該」要做的事；當感到害怕時，會第一時間安慰年幼和傷心難過的人，

自己則冷靜面對，展示出讓人安心的樣子；時刻規行矩步，成為好榜

樣，因為稍有不慎便讓妹妹「有樣學樣」，有損管教形象。 

記得在讀社工時，我和身邊的同學，每當談及家庭都會有很多眼淚。 

相信弟兄姊妹在成長中也有不少眼淚，天父是知道的。 

願我們能有勇氣面對家庭，發現家庭中哪些地方能幫助我們活出真善美

和自由，有哪些地方阻礙我們愛人、愛己、愛神或活出真實的自己。 

相信當我們發現得越多、對自己的理解和認識越多時，我們的待人接

物、處理情緒或表達需要等方式，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以致我們可以

享受更多自由。 

若大家願意的話，歡迎跟我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母親節特輯： 

我的母親 

潘加悅(Kelly)： 

曾聽說，生小朋友就像抽扭蛋一樣，孩子長大後的性格是父母不

能早料到的。我的媽媽必然對這句說話頗有共鳴。她近來感嘆地對我說

的便是：「我完全沒有想過自己生的女兒會跟我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 

你說生命是何等神奇呢？」。對的，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越來越理解

自己的性格特點，漸漸從一位很是依賴父母的小女生，長成了一個能夠

獨當一面的青年人。  

就是這樣，我的性格變得和我媽媽很是不

同。她做事細心謹慎，我卻做事隨性自由；她喜歡

整潔有條理，我卻接受雜亂的工作環境；她對人溫

柔善解人意，我卻固執有主見；她享受安全感，我

卻喜歡挑戰陌生的環境。即或有如此的差別，她一

直是那一位最愛我、最渴望了解我的人。例如我在

學業中天馬行空的設計

作業，她會有興趣去明白我的設計原理。縱

使有時候她很難領會我的奇思異想，我仍然

很感動她是一位無論如何相信並支持女兒的

媽媽。 

我認為我父母就是這個家庭安全感的

來源，同時他們也是領我認識信仰的同行

者。我媽媽在我八歲的一個晚上邀請我決志

祈禱，我跟著她一字一句的讀出禱告的內

容。這便是我堅定相信主的起點，多年之後也歷歷在目。她也啟發我把



信仰融入到日常生活當中，就如她恆常在我學業生涯當中鼓勵我「If you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盡力做好你該做的，其餘的交給

神)，教我不但要相信自己的才幹，更要依靠主耶穌的大能。到現在，她

仍然是那位看重子女高於自己的母親，藉著每天禱告和靈修，為我把生

命中的大小事情都全然交託給主。 

她跟隨主的單純信心不知不覺間影響了我，我在她生命中看得到

主耶穌如何一步步的引領及陪伴她走每一個人生階段和關卡。我學習像

她一樣，無論在開心或者壓力當中，都與主分享情緒，建立關係。她也

令我反思，原來我們之間的性格差別從來都不影響我們對彼此的愛。因

為愛不必用邏輯解釋，更不需要既定的條件。很感恩我們都努力像主一

樣去愛對方，繼續在「不同」的當中互相影響、互相扶持、互相代禱， 

便是最適合我們的相處模式了。 

 

黃寶儀： 

我的母親陳鑽好，今年81歲。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小時候，媽媽出外

工作。她當過玩具廠女工、鐘點傭人、劏墨魚等的工作。她性格比較內

斂，放工回來煮飯給我們，沒太多時間一起傾談，假日也甚少出外遊

玩。雖然言語上沒有說出「我愛你」這三個字，但我知道並感受到她是

愛和關心我們的。 

     在家中，家姐是第

一個信主，接着我也信了

主。她每年都邀請爸媽參

加教會的除夕佈道會及蛇

宴，媽媽沒有抗拒會出

席，但爸爸就不來。因

此，我們每年都邀請媽媽



參加。及至家姐定居英國，她分享說常常為爸媽和家人信主禱告，我就

留意教會如有福音聚餐或旅行都會邀請他們。盼望和等候他們能早日信

主。及後教會成立了讚美操平台，便邀請媽媽到教會一同跳讚美操。她

很喜歡跳和聽康姑娘的信息、姊妹的見證分享，又認識了很多姊妹。直

至到媽媽心臟不適，需要入院安裝心臟起搏器，康姑娘和姊妹們就為媽

媽身體禱告，又到醫院探望關懷，為她心裏有平安禱告。康復後，她繼

續返教會跳讚美操。 

     直至爸爸上年初證實患有認知障礙症，又確診新冠肺炎，在照顧上

真是令媽媽非常大壓力。這時我們邀請弟兄姊妹為爸媽的情況和信主祈

禱。之後爸爸因身體不適送到葛量洪醫院留醫。期間得到醫生批准能恩

恤探訪，便陪同媽媽探爸爸。當時他思緒有點混亂，但突然說耶和華打

救我，因此我便立刻與他傳福音，並帶領他作決志信主祈禱。之後更在

視像中與兒孫說帶頭信耶穌，叫家人也要一起信耶穌。媽媽聽後覺得真

是很奇妙，他一直都不信，但當下清楚說出要信耶穌的決定。因此媽媽

也說要與爸爸一同信耶穌，邀請耶穌做她救贖主和生命的主。翌日，更

安排了葛量洪杜院牧為爸爸確認信仰並為他洗禮。因疫情嚴重，只能透

過視像見證他的洗禮。看見他的確信，心裏非常感恩，感謝主垂聽我們

的禱告。 

      媽媽信主後，我與她一同看聖經、唱詩歌和祈禱，並與她作栽

培。過程中看見她非常認真，有時看到不懂的字，她會問我。她又主動

與爸爸說想邀請教牧同工把家中的神枱偶像拆毀，可見她對神的信心依

靠。接着說要洗禮，參加洗禮班，學習跟隨主耶穌。上課前我們一同備

課，彼此學習、分享和禱告，在主裏彼此連結。完成洗禮班後，媽媽邀

請未信的哥哥一家出席觀禮，並作見證，感謝主！ 

    因為媽媽未能獨自照顧爸爸的起居飲食，所以爸爸現在入住護老中

心。雖然一個人住，沒有老伴陪伴，但知道主耶穌常常陪伴自己，有喜



樂和平安。每天早上行長廊做完運動，坐下休息時會聽詩歌祈禱。下午

就會讀聖經和抄金句。現在她已讀完一次新約聖經，開始讀舊約了。媽

媽對神話語的認真和熱心，也激勵我勤讀神的話呢！ 

    現在我們一同崇拜、團契，彼此陪伴，在信仰上一起成長。我常常

聽到媽媽媽說「感謝主」、「耶穌愛你」、「祈禱交給神」的說話。我

相信不住禱告、等候和配合神的帶領，祂必在最合適的時候成就大事。

願主藉着媽媽的改變和見證，祝福身邊的親友。願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

給父神。 

 

陳日韻(Joyce)： 

我估計我人生過往的18年，“腦汁”用得最

多的地方就是在我兩個兒子身上。我常說我

想兒子的事情可能想得太過分多，認識我的

親人和朋友都不會反對。 

兒子們長大得實在太快了，我這個做媽媽的

實在跟不上步伐。每一個階段，從小時候睡

覺吃東西，到大一點學習甚麼讀甚麼童書，

再大一點青春期的教育……當我意識到要學習

的範疇，都會上網找資料和去買書學習。每每我還沒看完“序”，發覺

他們已經又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有新的問題要解決。所以我家有很多育

兒書是看了不過三分之一，不是我沒恆心看不完，而是我未看完就要趕

上學習另一個課題。 

所以我的“母親生涯”當中包括很多自我感覺不足（未能學會更何況實

踐用上），未知和因未能控制而覺得做得不足的不安。有時想想，上帝

其實是叫我的兒子反過來教我要有信心，要順從上帝的旨意，要放心依

靠神，即便不知道前面上帝的安排是怎樣；要放下自己的狂妄，以為萬



事皆我能幫兒子安排得最好，而忘記了神早已有最好預備安排，我只要

跟著代表耶和華的雲柱火柱，該走時走，該停時停。“兒女是耶和華所

賜的產業”，既然是神的子女，而把他們安排由我來照顧，祂一定是覺

得我有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要多信靠神，深信他會帶領兩個兒子的

成長，也會給我智慧做一個得神喜悅的母親。 

上帝很眷顧我們的家庭，從我婆婆開始已經信主，我媽媽也是一位虔誠

的基督徒。她們從沒有跟我“說教”，全是用生活去實踐，而我就看在

眼裏。我以前以為把兒子們都送到教會主日學和團契，他們便會成長得

好。這當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沒有比作

為家庭，作為母親的能活出上帝喜愛的

樣式更能影響子女。就像我媽媽，她在

我小時候從來不會過分緊張，從容有度

的教導，一定是心裏信靠上帝會帶領我

和我弟弟的成長；她在我成年以後一直

積極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也積極參與教

會活動，唱詩歌，團契，探訪，讓我看

到一個積極樂觀，開朗的人生態度，一

定是心裏信主的保守以致得到平安，喜

樂，滿足；現在到她女兒我也已經差不

多是“老年”了，媽媽也優雅地與爸爸每天開心結伴度過平淡的生活，

一定是上帝所賞賜她的平穩，堅定的信仰。雖然我的媽媽好像從來沒說

過一句叫我信主的話，也不會說太多生活的“大道理”，但身教都把所

有說話都“說”出來了，而且說得鏗鏘有力。 

感恩上帝對我家庭的恩賜，希望我也能把我們家族母親的智慧，上帝的

啟蒙，承傳下去，要常有滿滿對主的信心，繼續享受祂給我兩個寶貴兒

子，能做媽媽這個天大的喜樂，也繼續享受做我媽媽的女兒的福分。 



靈修分享 

劉敏兒姊妹     

詩篇 8:1-9   

8: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

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8:2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

的、閉口無言。 

8: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8: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8: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 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8: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

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8:9 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不要讓罪惡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掌權者。天父從不希望我們活像奴

隸，被罪惡操控，祂希望我們活像君王，掌管我們的環境和感

覺。 

天父啊，祢知我們是多麼的軟弱，多麽需要信靠祢，需要你在我

們生命中掌權，祢是掌管一切的至高者! 
 

靜一靜、想一想: 

詩篇第8篇詩人什麼原因要稱頌耶和華?  

這對你有什麼的提醒?  

  金句: 『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詩 

8:4）   

 

 



主日崇拜 
10:00直播中堂，同日仍可收看錄影 

  

5月7日 出埃及入迦南系列 出20:7-11 唐德明宣教師 

5月14日 出埃及入迦南系列 出20:12-14 袁青雲宣教師 

5月21日 出埃及入迦南系列 出20:15-17 楊慶球牧師 

5月28日 出埃及入迦南系列 民13 李錦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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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祈 禱 會 

5月3日  (三) 晚上8:00–9:15 實體 祈禱會 來恩樓8樓 

5月10日 (三) 晚上8:00–9:15 Zoom 祈禱會 網上 

5月20日 (六) 早上10:00–11:15 大團聚祈禱會 來恩樓8樓 

第 4 全 週      區 區 祈 禱 圈     各 自 組 合 邀 約 

5月31日 (三) 晚上8:00–9:15 Zoom 恩臨萬

族祈禱會 

   網上 

 
代禱事項:       

               「為我們的教會禱告」 

1.求主幫助我們不要只安於過個人親近主，追求知識上認識信仰和 

內聚的教會生活，而是以愛神愛人的心，在自己每天的生活中忠

心為主向人見證，讓人看見上帝在我們生命裡的恩典和真實。 

2.為我們的教會群體向主認罪祈禱，因為我們沒有實踐彼此切實相

愛的真理;常常驕傲自義互相定別人的罪，沒有愛心和勇氣去彼此

接納、諒解和勸勉，求主赦免。 

3.求主賜我們有信靠主的心，在任何困境或不明白的處境中，依然

願意順服主，不懷疑或埋怨主，並藉著禱告將一切都交給主，單

單地仰望等候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