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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已�休�但�⽏��召初⼼�傳揚福⾳�牧�信徒的
使命��重視主⽇學������疫�下��破⾃已��破實
��學�⾃我學�ZOOM功���學⽣線上上主⽇學��的堅
���論出游或順或�的�境�⼀⼀���值得我們��學
����神�賜��⼀位�������栽培弟兄��成為�
智�����⾏的基督⾨徒�

癌症病⼈⾯對癌細�����器官⽽痛�不��因⽽�緒�伏
不定�意志受�物影響⽽���⽟冰雖患癌病��⼼同受�
楚�但�沒�埋�神�相�����信神在��上��意�⽢
願順服��⽇⼝⼝���信主�主的⼈��但跟�主�實踐主
�的不����實�我們欽佩�願主�治��早⽇���

�下是我喜�的兩句句⼦��⼤家互相勉��
��君⾏早,�是同路⼈�
你我都是同路⼈�不�初⼼並�⾛�

�者話
�傳�����133章��我們�弟兄��在⼀�是何�的
��何�的��2020年是⼀個�不平凡的⼀年��會停⽌�
拜�主⽇學�團��實��會�弟兄���⼀��拜�⼀�
��是⼀件珍貴的事���出「同路⼈」並�只�你的�
黨�只�是在�會裡⼀�朝向神�同�拜的兄��就是我們
的「同路⼈」�

⼈⽣在世,找到屬於你的同路⼈,那�你的⼈⽣�路�會�常�
��因為當你����你可�把你���享給⼤家�當你痛
���⼤家�會幫你⼀�����儀執事�享�的經���
�信神眷�������在����許�天使(同路⼈)��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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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路⼈》            
                                                                 ��韻傳�   

提�「同路⼈」三字�除了即�想�少年�代⺟會團
�的團歌���會即�想�我在⼤學��識的�位�
��我們⼀�⽣活�⼀�參��會�會�⼀�事奉�
我們意�相投�����影形不��和�相��是彼
�的同路⼈��記得�當�每��我的「同路⼈」相
���我們�會在社交平台�享合照���加上「看
哪�弟兄和�同居是何����何����」（��
133:1）為�題�去記�和��我們的「和�」和
「同路」�

⼤學����⼯作了⼀年��便回應上帝對我的呼
召�辭去⼯作�報讀神學院�投���事奉的⽣涯�



�記得頭⼀⾄兩年在神學院的⽣活並不�我所想�我
和神學院的同學⼀�⽣活�⼀�參�早會和課堂�⼀
�在神學院裡或�會事奉�但�覺�⼤學�期並不⼀
樣�⼤家的�景�話題和興�不⼀��我漸漸把⾃⼰
變成「��」��少參�宿舍�會和學院的事奉��
⼀天�⼀位�師��我參�⼀個短宣�我毫不��的
�絕�並��「短宣�不了�」�問我原因�我回
��「我跟�們不太熟�⼤家「唔太夾」」�很記得
�師的回應是�「但你和�們是同路⼈��」當�我
⼼想�「同路⼈�不是吧�」

神學院�����同實�的⼀年�我在��事奉轉眼
間已踏���年���年間�神讓我��不同年紀�
�景�性格和事奉崗位的兄��當���會�較相熟
和投����仍在�合�段��是���我很可�會
把不同弟兄���為「同路⼈」和「�同路⼈」�
但是��師那年的⼀句�話�和上帝給我的種種經
��讓我明⽩到�在神的國裡�所�的「同路⼈」�
其實並�只�意�相投�����影形不��和�相
��才稱「同路⼈」�



��133是我�年常思考和�⼒踐⾏的上⾏之��因
��原因�我��對「同路⼈」的理���所改變�

相信⼤家對「弟兄和�同住�是何�的��何�的
�」⼀句都�常熟��⼤家�否想��是什�原因�
�⾄到�「�」和「�」�是因為弟兄��「和
�」�所�「��」��是因為弟兄��「同住」
（或譯作「在⼀�」)�所�「��」�

原來�在原⽂希伯來⽂�經裡��⼀⼩�根本沒�
「和�」⼀詞��我們��⼀�經⽂直譯的話�可譯
作�「看�����⼜���；兄弟居住�⼀��」
�句話���⼈��出�並�因為��「和�」所�
「��」；原來更重�的是�屬神的群�只���
「在⼀�」�本�已經是��絕倫的事�了�



在整個朝�的��裡�雖��不同的⽀派�但�們卻
��⼀個⺠�⼀樣���和����的關�；雖�朝
�隊�來⾃不同的�境和���但�們卻��⼀�的
⽬�和⾔⾏；雖�每⼀個⼈的財富�智���景�都
��別�但在整個�拜的群�裡卻�因�同⼀個信
仰�⽽在⼀��⽽��在⼀��就是「�」和「�」
了!

�⼈�即��兩⽅⾯的�� (�133:2-3)�為�「�
�」作具�⽽詳細的��� �⾔之�就�⼀切��
的恩賜⼀樣�真正的「在⼀�」�真正的「合⼀」是
從上頭來的；是神所賜的�⽽�出於⼈的�⼒；是祝
福⽽�成就�

或許�「同路⼈」並�只�你的�黨�只�是在�會
裡⼀�朝向上帝�同�拜的兄��就是我們的「同路
⼈」�⼜或許�「同路⼈」不是我們各⾃�擇的�
⼦�⽽是神所賜和祝福的⼀群�



2020年對⼤家來��是不容易�的⽇⼦�因為疫�
緣故��平⽇恆常主⽇的�拜�受到影響�從來沒
�想��在⼤堂裡�弟兄��⼀��拜�⼀��
��⼀�同��「阿⾨ ! 」是⼀件�樣困難和珍貴
的事��年裡�從弟兄��⼝中�得��的句⼦
是�「何�才可回�會⾒⼤家?」��⾄平�每主⽇
嚷��「放學」的⼩朋友��常問我�「我何�才
可回�會��師��經故事 ? 」

我在想��許神就是讓我們在�段未�「在⼀�」
的⽇⼦裡�讓我們�受�嚮往和珍惜「在⼀�」的
���會⼤家��「在⼀�」�是神所賜和祝福�

期���實��拜��我們�⼀群不同�景�不同
性格�不同崗位的信徒��因�同⼀個信仰�不�
彼��且浩浩��的「朝�」�因為屬神的群�只
���「在⼀�」�就是⼀件�事�就是彼�的
「同路⼈」了!



                       

                       同路⼈                     
                                                               ��儀執事     
   
��兩個⽉我就開展⼈⽣�⼀⾴�是�當��回�
在事�路�上⼀直舆我同⾏的天使��論�們是否
�識神�我�信��天使�都是神所�派的使者�
我�存�恩寫��⽂章�

我在⼤學���從事社⼯�學��⽤�但我很�就
覺得社⼯並�我的終����因為我喜�⽤���
⽤⼝; 亦不喜�在星期⽇�上�負責各�型的家庭�
�活動�使我�法��會�我開��轉⼯的�頭�
但知��装�⾃⼰才可轉⾏�於是我報讀城⼤(當�
�未正�為⼤學)的晚間翻譯�傳譯⾼�証書課��
為期兩年�神��⼀位⼤學�同學(基督徒)�我報讀
同⼀課��沒��位天使�我絕對�法完成�難捱
的課��⼀星期上三晚課�每晚三⼩��⼜�做功
課�⼜�考試�在�兩年期間�我雖�繼續社⼯的
⼯作�但開��試投考不同⼯種�並不順利��點
���沮喪�



神的�間���是���在我完成城⼤課��約半
年�⼀位亦正想轉⾏的社⼯�同學(�基督徒)告�我
⼀則在南�早報的招��告�是⾏政⽴法兩局議員辦
事招��理申�的⼯作⼈員�我對��構�不�識�
從未���亦不知⼯作的性質�但抱�漁���的⼼
��投寄了求� 信�竟�很�我收到考�試的��
��

 
 
 
 
 
 

 
 
 

考場是港島⼀所中學的⼤禮堂�想不到� 200 �⼈應
考�你�法相信�試的兩�試题正是�我從事�就讀
約兩種專�技��關��⼀�試題是��⼀封中⽂投
�信�⽤�⽂作���⽽另⼀�是�⽤�⽂闡�應�
何��投�⼈的困難�神開路讓我���試�繼⽽⾯
試�就在我完成城⼤課�的那⽉��我收到招�信�
⽽我的�基督徒�友�成功轉⼯�到廉政�署⼯作�



我從未想�到�樣⼀個�構⼯作�但家⼈�對�因�
�少了點�由九�轉到港島�⼯�交��午�費⽤會
較��再加上是�合约���沒�⼯作�障�並��
�員�但我强��到�是神為我開路�於是我毅�轉
⾏�轉⼯�

你怎�相信�在我上⼯的�⼀天�⼈事部主�告�
我�我所屬的�级(共 9 ⼈�兩⼈是直�招��其�都
是從政府借�的��員)會在半年��升⼀���⾔
之�除�我未���半年的試⽤期�否則半年�的�
�⼀定�我轉⼯���神的供應是何其�⾜�



1988 年 5 ⽉我在兩局議員辦事�開�⼀���的⼯
作�從頭�識政府�構��作�議員的⼯作���⽴
法的�序�⼗���神�我很��應�的⼯作環境�
��位和我年�相�的同事建⽴很�的⼯作關��⼯
作得很開⼼�

但��政治制度的改變��港準�回�祖國�兩局議
員辦事�在 1994 年獨⽴於政府�成為⽴法會(當�稱
為⽴法局)秘書��所�借�的��員須回�政府�只
�直�招�員⼯才可繼續留��⼀下⼦�乎所�同事
(超� 100 ⼈)都��開��下�少直��⽤的合約員
⼯�包括我�⼀位�我�投�⼤我 10 年的同�同事
(�基督徒)�我��從��識⼀⼤�從�直�招�的
上司�同事,亦被����做��的⼯作�我�位阿太
同事很成熟�在往� 20 �年給我很�⽀��⿎��
即使我�來成為�的直�上司��不影響彼�的關
���⾄在 10 �年��我們組成 6 ⼈(�是同事)旅⾏
團�每年(除了�年因疫��法出⾏)出�旅⾏�從不
間斷�



我在事�路�上�絕不是⼀帆�順� ⾯對�⼤的挑戰
�考驗�包括��被���理嶄�的⼯作�很⻑的⼯
作�間���但�論在哪⼀�位�神都��使者(�基
督徒)�我同⾏���使者��是我的上司���是我
的下屬�亦��是我的同事��⾄我在�天或�天都
不會�覺�單��⼒�⾏�

��兩個⽉我��下⼯作崗位�開展⼈⽣的另⼀⾴�
我很⾼興�上�其中⼀位�友已經在�年�常在��
�會�我很希�曾�我同⾏的�基督徒使者可��我
同⾏天路�求神賜我智��曉得�何��們�享福
⾳�讓我成為褔⾳的使者�阿們�



同路⼈                      
                                                               陳志�弟兄

�⾊星�夜��街�漆⿊⼀��夜闌⼈��街⾓��
�店傳來⼀陣陣喧���裡⾯坐�⼀群�家可�的�
浪者《�路⼈》��們各⼈基於不同原因�寄宿在24
⼩���的��店���不為⼈知的⾟��

少年⼈�仔�家⼈鬧翻不想�家；�年才�阿�因�
����獄��法⾯對年�⺟��為��負債�的�
�不��家；��年幼�兒�每天從早到晚打⼯為岳
⺟償�賭債的阿���；歌�阿珍只為暗戀⼀個男⼈
⽽⽢願守�對⽅；�錢的�伯因⼼����影⽽不�
回家；在街頭賣畫維⽣的⼝⽔祥�

阿�是《�路⼈》的主⾓�������店各⼈的相
���出每個⾓⾊的�景�⾟�和⼼路���阿��
豐厚投�知識��⽤昔⽇儲下的⼈�關��為��在
��店��的�伴找⼯作���阿�找��洗���
構室���；��仔街旁賣��波鞋；��仔�阿�
�其�兒做洗⾞�⼯作�圍繞⼀�因為⽣活拮据�和
各種原因����店�夜的陌路⼈��們漸漸成為同
路⼈�希�互相扶�的⾛�⼈⽣�⾕�



在使徒⾏傳20:18-34��羅��「…⾃從我到亞細亞
的⽇⼦�來�在你們中間�終為⼈�何�服事主�
凡事謙卑�眼中���…經�試��」�段經⽂�
三�重�講的字�是��字���18��「你們知
�」��20��「你們�知�」�去到�34��
「你們⾃⼰知�」����羅為何��囉嗦�「你
們知�」�「你們知�」�「你們知�」��羅�
�����羅想��「�終為⼈�何」（徒20:18）
是很重�的����「我來了三年了�」�羅講�
��當�羅是�們的�袖�建⽴��會�但�羅
��「我沒��何的東西是向你��的�你都知�
了我所�的�」�⾄在經⽂裡����「你知�我
的眼��你知�我的困��你知�我被��的⼼�
和為難�」（徒20:19-20）
作��作服�弟兄���我們是否在台上⼀個⼈�
在台下是另�⼀個⼈��我們對弟兄����開放
��我很喜��羅�的⼀句話�「你們都知�」�



曾��⼀⾸�歌�

只因為我們都是同路人﹐才會有同樣的經歷；

只因為我們都是同路人﹐才會有同樣的追求。

同甘苦﹐共患難﹐只有同路人最親；

同流淚﹐同喜樂﹐只有同路人最真誠。

感謝神﹐讓我們在真道上相逢﹐成為同路人。

（〈同路⼈〉�《�南��》��89⾸）

�裡講的「同路⼈」不只是我⼀個的�是「我們」�

「『你們都知�』我是怎樣⼀個⼈�」



����兒視��話����在瑞⼠學校�況��
��「�⼀位男同學⾃稱是�港⼈�」但�兒��
�的⼝⾳�俚語�並不�港⼈潮語�相信是��
⼈��不是真正港⼈�從��兒不會信���亦不
會��交⼼�

���⽇在�會成⻑的⼀��少年⼈�對�會�袖
�很⼤期��台上台下�會�會�是⼀位「真」
⼈�「真」��⽂「AUTHENTIC」��們期��會
�「真」��會的牧師�傳�⼈�「真」�執事�
��的⼈�「真」��少年⼈常��「真唔真�我
們�（�）到的�」我覺得很�意思��果年�⼈
��「我�（�）到你真唔真」�你會怎樣��年
�⼈希��們的「同路⼈」真是�真誠�「同⽢
�﹐共患難」��羅����弗所�會弟兄��
「我從頭到尾�我來了三年�從頭到��你看�
楚�」很���我們看到�羅在台上���很�的
神學�是個��⼈；但在⼆⼗章裡⾯��羅��
「我的眼��我困��我難��你⼀直都看�我�
我沒����」



在��會10年間��識⼀�志同�合�會⼈�我們在
不同崗位事奉�互相�享屬�⼼得��會事奉經驗�
我們��會�關⼼福⾳事⼯�曾經⼀⿑想為��會做
�⼀�事�可惜�到�會�未�事奉��羅��「我
的眼��我困��我難��你⼀直都看�我�我沒�
���」沒�影響我們初⼼�⼀�祈禱��會思量�
同⼼合意�興旺福⾳�互相間珍惜屬�同⾏者的關
����神�在真�上�⼀群同路⼈�伴我同⾏�



＜順/����傳�＞
 

�休同⼯�淑德傳�
 
 
 
 
 
 
 
 
 
 
 
 
 
 

�⽽未休�福�
�年�——2012年�因輕�中�⽽�休；⾃2014年1
⾄3⽉參�主⽇學《��》經卷�的�學事奉��直
到�⽇�⾜70歲的我�仍繼續在主⽇學⻑者�或經
卷�中事奉��是天⽗給我�⼤的恩典�
屬�福��續不休�我���頌讚��



傳�事奉顯可貴
�召於使徒�羅���世�的終�關懷在「��傳
���論得�不得�」(提�四2上)；�知「傳�」不
僅局限於傳揚福⾳�更�是真理��；看到�會重視
��事⼯��意提升主⽇學在�會的�位�不惜投放
�源�羅��培��師���課���辦講座�讀經
⽇����求�元����使�會成為��真理的�
會；�為主⽇學�師�在整個�課����跟���
中�理當�⼒�赴�顯明傳�事奉的可貴��受�收
���付出��我再���頌讚��

⾄理��學相⻑�互動中�經���作⼯���不僅
�享盛�；因��參�⽣命的建�⼯��個⼈⽣命同
��被建��來；⾯對學⽣�境中的屬����掌握
經⽂中⼼�把真理整合��裁到�切�們�天⽣命�
⽣活所�的�����知(�驗神的話語)��(�神所
��恨神所恨 )�意 (⾏�意志強��來 )三結合的⽬
的������使產⽣改變——被神的話語����
神的�準⽣活�添加���難的⼒量�
��學都更��會豐盛⽣命的意義�師⽣�同來��
頌讚��



⽴⾜線上�限�(�⾳「期」)

或�︰「⼀個⼩⼩的病�就成為量度⼈�的⼀把
尺�」⼀場��其來的�冠病�疫��竟為��為常
的��學�式�來�的挑戰�翻天��的改變�停學
期間�由於�球�絡�訊�勃�⼀��跨國或本�的
神學��上�學�講座�視�製作�豐富⼜�引；依
�輪轉的線上會議�主⽇�拜�直��潮��絡出席
的⼈��實�����路���域�濶���發展成
牧���的�⼯具�事⼯因⽽顯得格�重��但��
⻑者使⽤ZOOM應⽤�式上主⽇學�不容在�境中失
卻終�學�的⽬��實在��⾃�強健的信仰動⼒�
家⼈從旁協助�才�衝破重重限制�困難�



⽽堅����式來學�的智����來⽣命上質的變
���終�樹⽴�⾔傳��的榜樣��跨代��發展
成���繫�激��家⼈協助�陪同�共同�享�經
真理�傳講⼼中信��把信仰傳�下去�活現參加主
⽇學的⼼志��⾄彼��享�⼒�喜�����同⼼
把⾯對的⼀切�向神陳明��⾄�續下主⽇參�主⽇
祈禱會——2021年開��主⽇學課�更改為�年三個
學期�每學期為期四個⽉�仍���12堂�因每⽉的
�三�為主⽇祈禱會�該�的主⽇學暫停���間參
加主⽇祈禱會�
不��幼⿑⽴⾜線上������同來��頌讚��



結語︰
順�������������焦�再�焦���重
�確⽴主⽇學��的鮮明形��活出我們獨�⽽�晰
的使命——傳講神的話語�彼��就⽣命�當��學
⼀同看重主⽇學的重�性�關⼼⽀��事⼯——作�
�的願⻑期����常更��學�容�技巧�⼼志；
作學員的堅��定出席�勤奮研��就�札根���
同得豐盛⽣命�出游或順或�的�境�作個�智��
���⾏的基督⾨徒����我們⼜怎�不同來��
頌讚��
但願尚未加�主⽇學��學⾏�中的兄�朋友們��
來�我們⼀�出游�阿們� 



          凡事都�神的�意          
                                           
                                                               關⽟冰��   
  

在2019年9⽉我被確診患上�癌�當⽇我⾛出診所
���海⼀��⽩�我知�在往�的⽇⼦我可��
⾯對⼿���療或�療�但我沒�太⼤的不�, 我�
信上帝會給我��的���

其實在四年��我�⼀位��的朋友罹患乳癌�
因�沒��⼈�在整個治療���包括⼿���
療�我都陪��診�⾯對�每�打�療針都�到�
痛�的尖叫��我⼼裡�不�受�我不�得���
��的�話�我只��陪���輕輕握��的⼿�
看到�在�療��中�⼿���趾被�物影响⽽�
曲��發⿊�我祇知�����成��很⼤的傷
��那�我在想�果�事發⽣在我�上�我會怎樣
⾯對��我可�受���物�來的副作⽤嗎�



�天我真的確診癌症�我沒�太⼤�應�我��知�
�⼀切是出於神的���儘�當下我們不明⽩�理
��但�信神所作的每⼀件事都��奇�的智�和�
意�

�院�依從院⽅的���我�先做⼀個正�檢�確定
�瘤�沒���或轉�到其�器官��⼆早上便�⾏
約⼀⼩�的��⼿��我⼼裡很平��相信神⼀定會
恩�我�會���的���雖��⽣話�瘤很⼤不會
是1或2期�我當�⼼想可�就是2期吧�做完⼿��
不�做�何治療�很�便會����⼀天順利完成檢
����家⼈的陪伴��會弟兄����代祷�我早
已把檢�報告的事�記⼀乾⼆淨�

到了晚上11點��兩位�⽣告��瘤已��到附�淋
巴��部�確診為4期（末期）��到�⽣的報告,我
整個⼈都�了�我沒�想到�就是上帝��的���
下⼀步我應該�何�



�⽣建議���和���同⼀⽇做⼿�,我⼼裡�⼼
是��⼤的�療費���的治療���晚上11點�
可�找到���科�⽣嗎�⼿�室��到嗎���
��師�當我�在躊�的���當值的�⼠告�
我�朱�⽣已�我找到⼀位�科�⽣為我做��⼿
��明天可���

1⼩���負責���科�⽣來到向我講�⼿��
由於��⼿�較為���所��開⼑�原本⼀⼩�
的⼿�變為5⼩�,原本只在��位置開5個⼩孔�現
在卻�加�⼀�7吋⻑的巴痕�

事�發⽣得很��當�⽣�去�我即上�看看�位
��科�⽣的��,原來�在�⽅⾯��經驗�除收
費昂貴�����痛的��⼿����我相信�⼀
切都是神的���因為�⼀切來的太���太巧
合��早已���癌症病⼈��懼的是��,⾯對⾃
⼰的�驗结果�上帝奇�的��我⼿��10⼩�才
讓我知�我患上末期癌症��更恩�我�半⼩��
可���到��的�療團隊�⼿�室���師��
��我�不住���神啊�祢的��是��的��
�祢�



5個�⼩�的⼿�順利完成����展良��由於是
�癌四期�我仍���受跟�8��療�在�療的�
��我沒�太⼤的不��對�物的不良�應�
�甩頭��沒��吐�沒��瀉��狀�在家⼈�
⼼照�下�我較⼿���重了⼆⼗�磅���神�
�識我的⼈�看不出我患上重病�

每��受�療��物都�雙⼿⾎�疼痛�在�受�6
針��兩⼿的⾎�疼痛�更強����況��續6-7
⽇便��緩和了�但⼿痺�痺�況卻仍�續�
當我�受��計��記憶很�刻��受完注�回家
��到⾟���吐⼤作�⼼想��1針我怎樣⾯對
�����⼀把�⾳對我��「你��⼀針就可完
成啦�」是��我只�下⼀針�神�恩�我 �之�
6針我沒�太⼤�應�到了�7針才���副作⽤�
但我卻向天⽗��「我知祢��我�祢�我就�到
�吧� ���不�都拿⾛�」我祈禱完便���⾛
上牀休息�我不知�了�久�祇知我�來�屋漆
⿊�原來我祇在床上�了45�鐘�但之�的不��
�沒�了�跟��8針�沒�不�的�覺�



��的經�讓我�驗神的�治, 慈��同在�上帝賜
我�錫我的家⼈�早晚照��為我預������
讓港⽣可�⼼在�會事奉�更賜我�我的弟兄��
不停為我禱告, ⽀�和⿎��讓我在病患中仍可��
們⼀�� 

��經�讓我�會不論�於順境或�境,我�信⼀切
是出於神的��和�的�意�⼀切臨到⾃⼰�上的
事都是神許可的�我們��存��畏神的⼼�順服
�受從神來的⼀切�並�禱告�求神的⼼意�希�
����的經��成為別⼈的⿎�和⽀��求主使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