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2020   8

 43  (Aug 2020)

香港教會何去何從？ 陳光偉
    香港在過往幾年所發生的事
情，由｢和平佔領中環（2014年
）｣演變為大規模佔領的79天雨
傘運動，目標是是要爭取2017
年真普選及反金融霸權。2019
年香港政府推行｢逃犯條例｣修
訂案，演變為｢反送中條例｣運
動，其間有１００萬人上街，再

有二百萬人抗議，港府才稍作
讓步撒回｢送中｣條例，到現在
還沒有了結；跟著2020年6月又
開始有「港區國安法」，香港
的紛亂，真是沒完沒了。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出現宗
教打壓、滲透、迫害、統戰、
宗教物業被收歸國有、牧師被
監禁、也有政治而墮落等……
難道這些情況不會在香港發生
嗎？出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就
是2013年在浙江拆十字架的京
官，清拆２０００多間天主教與
基督教堂的十字架，你相信香
港能幸免嗎？教會面對這樣的
局勢應如何走下去？

(一) 教會碎片化
    教會愈大愈容易被打壓、統
戰，部分｢奉公守法｣的信徒將
盡力配合。教會猶如「連登」
群組一樣碎片化、一盤散沙、
無公司、無大台、人數無法統

計，那對家要打壓你，涉及很
大的成本。即使一個被打壓、
滲透，有智慧的香港信徒也懂
得自行離開，找可信的人共同
另起爐灶。信仰靈活化，是在
這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的方案。

(二) 榮光敬拜事工
    因著反修例的抗爭，教會中
也有黃藍之分。於2020年1月開
始榮光事工，是讓一班對政治
較為前衛的信徒而設，他們理
念相近，無論講者、聽者都可
以暢所欲言，彼此得著牧養激
勵，榮耀主的聖名！。帶領者
也希望這模式可以複製，讓後
來者可以較為低調，保持組織
鬆散、簡約、甚至地下化，以
隨時開展、關閉或者合併，遍
地開花。那到了真正被迫分散
時，信徒便知道只要有簡單的
信息分享，也可以是教會。
(三) 三自與地下教會的抉擇

    面對香港國安法，有部分信
徒會選擇移民，但留下來的要
面對三自與地下教會的抉擇。
大型教會在比較難以轉型的情
況下，將會成為三自、由政府
操控的教會，我們必須考慮如
何面對日後社會與政治環境。

(四) 「去留」抉擇
    當中央決議為香港訂立「港
區國法」，再度觸發香港人信
心危機。明報2020年6月2日作
的調查結果顯示，37.2 %受訪者
考慮移居海外，較三月份額急
增13 百份點，87.8 %的人表示
受現時的局勢影響。基督徒移

居數目三倍高於香港整體人口
結構。教牧與領袖們應積極地
主動地作出引導。鼓勵他們可
以組成支援互助小組，散聚宣
教，自主自發地有會堂式的聚
會；散居在外的信徒，同樣可
以通過網上一起崇拜，過著兩
棲信仰生活。

(五) 守護價值
    最後，對於留下來的教牧與
信徒，確實需要智慧與勇氣守
護價值，就是守護人的尊嚴、
真相與專業。教會重要的使命
之一，就是守護真理；回顧歷
史，東歐教會面對共產極權，
便是人性教育，肯定人性的尊
嚴與自由，教會成為弱者的避
難所，維護人權。守護真相，
我們相信有真理。教會要教導
專業信徒要持守專業價值，不
要成為權貴的幫兇。
結語
    在這次前所未有的風暴中，
教會和機構都在發揮各自的特
性和恩賜，牧養不同需要的肢
體和未信者。面對前面可能更
嚴峻的挑戰和壓迫，我們須再
思考教會的社關和使命定位，
並加強會眾在信仰上的裝備，
深入探討公義和政教關係、合
一和關係修補等。在「分色牧
養」的課題下，即或最終因無
法同行而分道揚鑣，也未嘗不
可。深信上帝在歷史和教會擁
有主權！上帝的道路和意念都
比我們高！求主賜下智慧與勇
氣，預備教會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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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生命的召命～馬其頓的呼聲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
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約翰15:16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
9:37-38

    在英國劍橋宣教23年，我們
深深體會到卑微的我們竟蒙了
神的揀選是何等大的福氣。祂
使我們本應是平庸的人生變得
不再一樣。
    宣教的歲月經歷了不少衝擊
起伏，信心備受考驗，但正是
這樣更能體驗到父神奇妙的作
為。在22年前劍橋街上難得碰
上中國人，但現在華人竟成了
劍橋最大的少數族裔。130多年
前「劍橋七傑Cambridge Seven」
要歷盡千山萬水才可以把福音
傳給中國人，今天中國有千千
萬萬的精英來到英國，來到劍
橋！
    歴史從來都是神所掌管的，
這樣的福音契機也是神所預備
的。我們何其有幸能夠參與其
中，在這裏我們看到不少剛硬
的心轉為柔軟，迷惘的人生找
到出路，絕望的變為有希望 。
這些改變乃是他們找到了主，

得到了永恆的生命。而且這些
寶貴的新生命會繼續影響無數
的生命，因為他們當中有人回
去後已經當了接棒人，正在傳
遞著這福音的火炬。
    而鳯仙Rosa的原生家庭，亦
都是因為一位加拿大宣教士的
緣故而認識真神，以致整個家
族至今三代都蒙了大恩。
    普世宣教是實行主給信徒們
的大使命。每一位重生得救的
基督徒都是蒙神㨂選，得稱為
神子民，並賦予我們“君尊祭
司”的身份，就是要我們負起
責任，帶領未認識神與神為敵
人歸主；更要向所有未聴過主
名的，宣揚神對世人的大愛，

見證祂是如何將我們從黑暗之
地，帶到光明之境，享受與祂
同在並同工之樂，讓別人也有
機會聽聞並接受主基督的十架
大愛。
    今日普世宣教的事工是多樣
化的，任何職業，任何民族，
都可以被主使用。主當初呼召
我們作雙職宣教士，也按着事
工的需要而指示我們轉為全職
宣教士。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
少。所以當求莊稼的主，打發
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記得當年主差我們要去英國
時，我們還在遲疑等候，主把
這話語給我們，並提醒我們應
該積極地求祂打發我們出去而
不應拖延。

    

    我相信，今日主仍在對大家
發出同樣的呼召。也許我們當
中有弟兄姊妹會認為自己不適
合，不可能或是不夠資格，並
認為主不會揀選自己。
    有時候只會關心或奉獻金錢
支持宣教事工，卻從未想過奉
獻自己去投入宣教行列。事實
上没有人是配被揀選，但父神
看重的是我們的心多過我們的
能力。
    正如剛才說到現今宣教是多
元化的，現今很多需要宣教的
地方，專業人士前往遠比全職
宣教士方便。因為只要有一個
基督徒家庭，在一處没有福音
傳播過的地方，這個家庭便可
以發揮宣教作用。任何人若有
宣教的心志，願意回應主的呼
召，主若用你，祂就必裝備你
合乎祂所用。
    當初我們回應主說：「請差
遣我！」之後，時隔十多年後
的1997年父神才差派我們用“
百基拉、亞居拉雙職”模式離
開加拿大卡加里前往英國劍橋
宣教。
    從宣教心到宣教路都不可謂
不長，但回想過去所經歷的㸃
㸃滴滴， 無一不是來自父神的
恩典，祂真的賜給了我們最上
好的福份，但願你都能得這福
份！
       

   鄺維新長老夫婦

(編者按：作者之分享續文刊登
於「院訊」2020年8月號，請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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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日本洗浴文化漫談》
    我們一家在日本北海道宣教
十年，其中接觸日本文化印象
格外深刻的，就是他們的洗浴
文化。每年的特會及令會，都
會選擇在一些温泉酒店擧行，
在時間表上，印在晚餐和晚間
聚會之間的項目，就是“風吕
”（日語意即洗澡），我們和
歐美宣教士及日本牧師一起，
在酒店的公共浴池赤裸相見，
也會出去户外的“露天風吕”
一起泡澡，增進感情。
    日本人很喜歡洗澡。一天不
洗澡就渾身不舒服。説日本是
世界上最愛洗澡的國家也不為
過。日本人洗浴的場所一般是
家裏、公共浴室或温泉。而日
本人的洗浴方式通常分為洗（
淋浴）和泡兩個程序，先洗後
泡，即先將身體洗乾凈，然後
再到浴缸或浴池去浸泡。
    日本的國土位於地震帶上，
火山和地震活動頻繁，帶來無
數的自然災害，但是這種惡劣
的地理特徵，反倒使日本擁有
了得天獨厚的温泉資源，被譽
為“温泉王國”，全國各地温
泉勝地星羅棋布，共有兩萬多
個，各具特色，温泉的成分亦
各有不同。日本的温泉洗浴文
化歷史悠久，而且還與治病療
養有機地結合起來，凡通過泡
温泉來治病的方法統稱為“湯
治”（湯指熱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
很多“露天温泉”，一般位於
日式小庭院中，露天浴池邊配
以紅楓垂櫻，浴池不大，最多
能容十人，平時水温在40度左
右，人泡在裏面，不會有悶熱
感。如果碰上在大雪紛飛的冬
季，更是美不勝收，泡在43度
熱氣繚繞的温泉池裏觀賞雪花
亂舞，時不時有雪花落在温泉
裏，落在你的頭髪和肌膚上，

浪漫之餘更充滿了純淨之感。
現在泡温泉已成了日本人休閒
娯樂的一種重要方式。每逢周
末假日，人們都會扶老攜幼去
温泉勝地度假數天，來消除疲
勞和減輕壓力，其中既經濟又
方便的是温泉一日遊，廣受大
家歡迎！
    除了温泉，公共浴室也是日
本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洗浴場
所。”錢湯“（就是付錢洗熱
水澡的公共浴室）的歷史可以
追溯到公元6世紀的佛教傳來初
期。據説，勸説沐浴功德，洗
淨身上的污垢是佛寺的重要任
務。所以當時的寺院中設有澡
堂，並經常行善向施主開放，
即所謂的”施浴“。在家裏没
有浴室，街上也没有公共浴室
的年代，對於老百姓來説，寺
院的施浴不僅具有宗教意味，
也讓他們享受到沐浴的樂趣。
    到了江户的時代（1603-1868
），就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錢
湯，在大都市還出現了錢湯的
大衆化，直到現代。錢湯的特
點大致可以歸納為幾點：第一
是經濟性，因價格比較便宜，
對於家中浴室狹小、洗浴設備
簡陋的平民百姓來説也可以輕
易負擔；其二是實效性，因在
大浴池泡澡能舒筋活骨，使人
感覺暢快，連家中洗浴設備完
善的人也願意去；其三是大衆
性，每個人都是赤身露體，没
有隠藏，雖然社會上等級觀念
森嚴，在浴場大家却可以放鬆
心情，安心進行社交。
    在日本，和洗温泉、錢湯一
樣，家庭浴室中也是按照先洗
再泡的順序，先在浴缸外把身
體洗乾淨，然後再進入放滿熱
水的浴缸中泡上一番，值得一
提的是家中浴缸一般比較小，
但比較深，大人坐下，熱水剛

好到頸部，適合泡澡需要。通
常一家人用浴缸裏的同一缸水
泡澡，兩三天才換一次水。且
按先長輩後晚輩，先男人後女
人的順序入浴，通常是身為一
家之主的父親先洗，母親身為
主婦最後洗，若遇到有客人留
宿，則讓男客人最先洗，女客
人第二等等。
    綜上所述，日本人喜歡洗澡
的原因，首先，這和日本的地
理以及氣候特徵有關。日本四
面環海，水資源豐富，在温泉
方面也得天獨厚；其次，和宗
教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錢
湯就是在佛教滲透及融入日本
的過程中出現的，加上神道教
也重視祓禊潔淨的禮儀，所以
注重去除污垢的活動；最後，
日本的洗浴文化和其獨特的審
美意識也是分不開的，日本人
崇尚自然，認為萬物有靈，洗
浴被視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回歸自然的重要方式。
    我曾聽見一位日本牧師半開
玩笑的説，如果日本人肯跟你
去錢湯，又彼此擦背的話，他
慕道的心便很明顯了！

1.  歡迎鄺維新長老夫婦加入
恩霖成為新伙伴同工。
2.  蒙神帶領，恩霖同工 – 陳
光偉牧師夫婦及Maurice & 
Emily 傳道，由香港回來加拿
大事奉。
3.  恩霖的開創董事之一朱焯
暉長老己於2018年7 月6 日回
天家，而朱伯母也剛於今年 7
月15日安息主懷。兩位長輩愛
主事主的熱忱，堪為後輩良
範。

重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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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歸 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您們好！
自從2005年，我們在天道神學
院 (Tyndale Seminary)畢業，旋
即加入差會，到中國西南地區
事奉，最後兩年半則於香港教
會服侍，轉眼已經15年了。
    在外的宣教事奉，經過了15
年的時間，於我們而言，不啻
是一個階段的完成。回看在工
場上所經歷的各樣事情，有機
會在教會，小組，查經班，門
訓，在慕道朋友和信徒群體當
中，講道教導，牧養關顧，不
單親身目睹神的實在和奇妙，
也真切地體會禾場的廣大，以
及牧養與教導的重要。
    在信仰的成長路上，我們都
需要不斷努力，學習聖經，以
愛行道，作主門徒；知識得以
增益，生命有所長進。熱切追
求認識主，被主得著。「直等
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以弗所書 4：13) 要成為一個
能使別人蒙福的上帝兒女，實
在不是容易的，但深信我們若
願意要朝著這目標而行，就會
更深體會、明白「神的恩典夠
用」的真切。
    國內弟兄姊妹的難處，是不
明白聖經而缺乏動力或恆心參
與，或有些覺得聖經乏味，或
個人持續力不足，缺乏鼓勵與

教導，漸漸廢弛。為此，希望
肢體重拾對聖經的熱忱，通過
有系統的查經課程，讓肢體先
了解，再閱讀，增加對聖經的
興趣及閱讀的動力。 
    國內改革開放，發展迅速，
尤其在中國西南部地區事奉，
看到其中許許多多的變化: 物質
條件雖然漸漸充裕，人的心靈
卻仍是空虛，惟有主耶穌的福
音才可以叫人滿足。特別是偏
遠地區和少數民族事工，當中
有許多的朋友，從來沒有機會
聽聞福音。
    回望在這一階段裡，我們都
經歷了上帝奇妙的保守，現在
平安地回到多倫多，乃是我們
事奉的一個新開始。可以與本
地的弟兄姊妹聯絡聚首，彼此
問候，同心祈禱，得以調節重
整。感謝主！事奉之路雖然並
不一定常是一片坦途，這是作
為事奉者常常面對的問題，但
神的話語能成為我們大家「腳
前的燈，路上的光」，雖然有
時路途會崎嶇，但仍有亮光導
引，免至失腳。現在正值夏日
炎炎，日照高昇，溫度上揚，
祝願弟兄姊妹：心裡火熱，常
蒙主恩！
    「疫」境當前，我們兩人在
六月下旬返抵多倫多，於酒店
順利完成了14日的家居隔離，
一切平安。兩個星期裡，我們
嚴格遵守隔離的指引，足不出
戶，都在房間之內，幾位弟兄
姊妹愛心的服侍，先後幾次為
我們預備日常所需的食物和飲
料，放在房門之外，供應給我
們，不單滿足口腹，他們的款
待，這正如主教導﹕給小子一
杯涼水一樣(太10﹕42)，更是叫

人心中溫暖。
    我們甫一
完成隔離，鄭
博士即到來探
望我們，驅車
接我們到恩霖
的辦公室，關
顧鼓勵，為我
們禱告。更為
我們買豐盛的
午膳，給帶返酒店享用，感謝
萬分！
    在平常的日子，很容易忘記
了主的恩典與保守，處身這一
場遍及全球的大疫情，原來生
活與生命，並不是想像中的牢
固，那位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之主，方是亙古長存的磐石和
倚靠！
    我們親身經歷了國內教會的
急速發展，又在香港目睹她的
變化，明白自己在牧養經驗和
知識上都有不足；未來日子在
加拿大，希望通過在教會的事
奉與學習進修，好好豐富和裝
備。曾有弟兄姊妹問我︰事奉
艱難嗎？這問題我也曾反覆思
量了，我在想，難！是因為在
這職事並非靠自己的恩賜或過
往一些人生經驗便可成事。生
命的牧養更需要時間、耐心等
待，扎根成長，同時也要學習
接受和面對力有不逮，甚或遇
枯萎凋零的光景。此為其難；
易！因為有神同在，這是我們
真實的經驗，在事奉路上變得
輕省，懂得學習適時放手，交
托給神更使心靈平穩。此為其
易。弟兄姊妹，彼此共勉！
    申命記 26:11下
「要因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和你
家的一切福份歡樂。」

Maurice and E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