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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

香港牧會事奉點滴
    弟兄姊妹，您們好！我們在
香港，至今一切平安。謝謝大
家的關心與代禱！
    2019年於香港而言，是特別
的一年....尤其6月以後，一切都
變得不再一樣。請弟兄姊妹繼
續為香港禱告！
    在香港牧會事奉，挑戰不可
說不大。除了社會運動之外，
這一年我負責的職青團契，可
謂生離死別丶甜酸苦辣，既經
歷了有弟兄家人離世丶也有主
內結合的新婚夫婦，而且也有
一對夫婦懷孕，有傷感也有喜
樂。作為在職人士，弟兄姊妹
在工作上有成功也有失敗，成
功的我們為他歡呼鼓掌丶失敗
的，我們互相支持鼓勵，同喜
也同悲。團契的團友有時可能
覺得相互之間有些疏離，但當

其中一位有事情發生，其他人
定必盡心幫助，在主內一家，
同舟共濟，同心同行。或許每
個人都只是一點燭光之火，感
覺很微小，但我相信，我們靠
主的恩典會越走越近，聚點成
光，燃亮生命丶燃亮教會。盼
望團契弟兄姊妹能彼此互勉。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
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弗 4:4)
    今年團契更加注重查經，從
而以提升團友對聖經的認知以
及在生活挑戰中實踐聖經的真
理。我們集中查考保羅書信，
希望以雙向互動的方式，令團
契弟兄姊妹可以輕鬆分享自己
對聖經的看法及領受，在查經
過程中增加對經文的認知和實
踐，以期達到Empower (加力)和

Equip (裝備)兩個目標。扎根真
理，面向社會。
    除了牧養肢體，還要負責基
督教教育事工的帶領，應對後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般來說基
督教教育包含五種教育形式，

它們是敬拜、教學、團契、 服
務與見證。主日學教育是屬於
教學這部份，但這不等同它只
有教學的成份。基督教教育學
者蕭克諧清楚指出在一堂主日
學之內可以同時包含團契, 教學
與敬拜這三個元素，雖然它們
佔課堂的輕重比例各有不同。
    主日學教育的目標，分為認
知性(cognitive)與行為性(behav-
ioral)兩大類。後現代主義對主
日學教育的目標之衝擊也可以
按這個分類來探討：
    在認知性的目標方面，後現
代主義不承認有絕對真理，所

以它也衝擊主日學教育對真理
的陳述，以耶穌建房子在磐石
的比喻來表示行為與真理的關
係。 (太7:24-25) 磐石是真理，
後現代主義卻表示真理根本就
不存在。 
    第二方面，主日學教育對學
生是有一套教學目標，期望他
們在接受主日學教育後能有某
些成長，但後現代主義者正正
認為這是不應有的，他們認為
主日學教育的教學目標是鼓吹
單一文化，這會限制學生的發
展。
    主日學教育同時希望可以加
強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回應後現

代主義的議題，但後現代主義
牽涉的議題十分廣泛，例如環
保，多元主義，女性主義，權
力與真理，組織與架構等。這
些議題教會都應該回應，或是
考慮增加科目，或是在原有科
目內增添內容，通過主日學的
時段作出詳細的教導。
    作為神的事奉者，願意在未
來的一年與加拿大、香港、海
外各地的弟兄姊妹互勵互勉，
彼此代求。面向前方，「但願
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丶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羅15:13)

Maurice

（下接第4頁）

恩霖的同工及事工
    讀完本期內容的讀者們，會
發現神給恩霖很好的同工，神
也使他們作許多美好的事工。
重要事工:
    我們有同工可到困難環境宣
教，也可以轉為牧養教會。有
同工對青少年工作有負擔，他
可以帶隊作短宣，本期有報導
到泰國以教英文為主短宣隊的
美好分享------學生及短宣隊員
都從事奉中有美好的學習。我
們也有一位同工對日本事工頗

有負擔並很有研究，算是一位
資深的宣教士。他每期在專欄
給讀者提供豐富寶貴的資料。
重要預告:
    作者最近在想: 可以怎樣活用
神給恩霖上述美好的資源?
     (一)事奉者/追求者團契 
    恩霖決定舉辦特別的團契，
好讓教會有心追求真理者，或
好好活出人生下半場的弟兄姐
妹，有個適合的交流平台。特
此預告於今年十一月九日早上

十時在本會辦公室諮詢式地會
面，會後我們一起享用午餐，
有意者請致電: (905-489-1979)留
位。 
    (二) 與巴拿馬之中南美洲聖
經學院有事工合作機會 
    明年將是學院成立廿週年，
慶祝節目包括舉辦聖地學習旅
遊團，日期為2020年5月29日至
6月7日，將由華人導遊，中文
講解，價錢便宜，勿失良機，
有意參加者請與本協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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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短宣 2019 何錦和
( I ) 短宣工作說明

    去年恩霖中華的短宣隊到泰
北及考拉克 (Khao Lak)作短宣的
時候，我們亦探訪了當地一間
學校。晨光學校是一對香港宣
教士夫婦在七零年代建立，現
在有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
生一共四百多人。馬路的另一
面就是教會，教會旁邊也有一
間名叫瑪娜的中文學校。今年
我們有機會到晨光學校短宣，

教授英文及分享 神的恩典。這
次短宣隊的工作，主要是帶領
兩個星期五到星期日的周末英
文營，周日也參與教授學校的
英文課程。

短宣的挑戰
    短宣隊要適應當地的生活環
境，首先是要適應時差，另外
就是高濕度及炎熱的天氣。宿
舍沒有冷氣，但是這裏有足夠
的电風扇。縱使如此，也有好
幾晚半夜醒來，發覺自己是汗
流夾背！ 這裏的蚊子也是一個
煩擾，剛剛到的幾天都給它們
咬得甚為痕癢，雖然噴了蚊怕
水，但是他們都十分勇敢，無
懼的勇往直前來襲擊我們！語
言溝通也是一個問題。 跟中學
生也勉強可以英文溝通，但小
學生就十分困難，不過其中有
些學生週末學習中文，也可以
用國語和他們溝通 。

宣教的機會
    泰國是一個佛教的國家，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都是佛教

徒。很明顯神已經在泰北設立
不同的屬靈基地，有神學院，
福音戒毒所及其他福音機構。
晨光學校能夠以教育為基礎，
接觸當地的年青人。不單在學
業品格上有所教導，也有很多
機會與他們分享聖經真理及福
音。尤其是寄宿生，他們在早
晚都有敬拜祈禱的時間。在午
飯及晚飯之前也要背金句和祈
禱。很多都逐漸成為基督徒，
有些更進入當地的神学院，畢
業後回來事奉，培養下一代的
青年。在泰國的社會，如果能
夠讀上大學或大專，找工作的
機會就大增。去年晨光學校有
十位學生考高考，成績都能達
到升大學大專的要求，其中九
位學生都繼續升學。晨光學校
能夠培養人才，進身到社會知
識分子的階層，藉此能夠對其
他人作見證，有機會將福音傳
到泰國主流社會當中。在一個
以佛教為主的國家中，這是一
個長線以及比較有效的傳福音
作見證方法。求神大大使用晨
光學校。泰國是一個很大的禾
田，但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屬靈
爭戰的戰埸。

( II ) 隊友的經歷及感想
Patrick 的經歷及感想: 
    我看到這裏的一些矛盾的現
象，這裏的員工薪酬不高，但
是熱誠有加！他們大部分的時
間都與這裏的學生一起渡過，
縱使是學生未來的信仰不知如
何，但員工們仍然很熱心的去
建立他們！員工們都能夠活出
學校的座右銘, 就是生命影響生
命，生命建立生命。另一個令
人費解的觀察就是，縱使設備
和物質不甚豐富，但學生們十
分享受和喜樂。他們不是在冷
氣室內打籃球，而是在烈日的
正午，汗流滿面的打籃球。 汗

水都濕透了校服，而他們面上
所表示出的滿足，在北美實在
少見。這裏的校規很嚴，所有
電子遊戲或手機都不准使用。
取而代之，他們就有很多時間
團契及唱歌。
    飯後都是 一組一組的自由發
揮。因為時常練習，他們唱歌
及彈結他的技術都不俗。最後
一個費煞思量的事，就是有不
少的義工從世界各地來這裏。
他們會花三個月半年或甚至一
年的時間在這裏教學。 
    之後才發現，我一直用北美
物質主義的眼鏡來看這裏的一
切！ 但這裏的價值觀是不一樣
的，他們追求反璞歸真， 注重
人與神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次短宣讓我體會到真正的喜
樂是超越物質，真正的喜樂就
是“以馬內利，與主同在”。
Cynthia 的經歷及感想:
    加拿大華人教會現在面對一
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承傳。擔
心年青的下一代能否興起一群
人來承接教會這個重擔 ? 我覺
得短宣是一個鍛鍊青年領袖的
一個好工場。他們不單學習組
織，也要互相合作；要經歷屬

靈的攻擊，更需要經歷神的恩
典！要放低自我，學習謙卑。
這次英文營主題是 “Servant 
and Learner”。這個主題不單對
當地的年青學生有所裨益，也
給短宣隊的年青人一個好機會
學習事奉的態度，

不單從成功得勉勵，也從失敗
中學習面對，靠著神的恩典，
從而超越困難。
    今次短宣，我覺得自己準備
未夠充足，很多事實與預期的

有偏差；例如他們唱英文聖詩
的水準都比我預期為高 ! 我預
備的英文聖詩是比較簡單，他
們其實可以唱些更為複雜的詩
歌。另外我們準備教英文的課
程資料，到校後覺得有些不適
合，也要臨時修改。所以短宣
是需要有靈活彈性。感謝主給
我一個好的機會去經歷祂的恩
典及帶領 !
Tom 的經歷及感想: 
    每次短宣都看到神在當地的

作為。但這次短宣神更藉著一
件看來不幸的事情給我一個很
明顯的信息。
    在上星期一是這裏的假期，
我和兩位隊友坐公車到附近的
商場購物，回來的時候看見有
巡遊，我匆忙地一面下車一面
拿出手提電話拍攝。拍攝完畢
之後才突然發現在口袋中的錢
包掉了! 在車站附近來回走了幾
遍都沒找到，回想應該是下車
時錢包丢在公車上。當時有點
兒不開心，再算算損失了大概
百多元。就叫自己放開一點，
但心裏總是不開心。之後，有
一句聖經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就是耶穌問：你愛我比這些更
多嗎 ? 心裏不期然有些慚愧，
因為神供給我的是超過我的需
要，那為何因這小小的損失而
悶悶不樂呢 ? 靜下來心裏又想
著，如果早上多花點錢購物，
那麼我的損失就會少一點。在
屬靈上來說，我們都豈不是應
該要趁著白晝，多作主工嗎 ? 
就像當我未遺失錢包之前，應
該多買些有用的東西！之後下

午短宣隊去當地遊覽一會，東
家就請我們吃火鍋。回到學校
收到校方何師母的微信說有人
把錢包送回學校 ! 當時心裏面
想：神啊 ! 你恩典比我所想所
求的更大 !  神讓我經歷失而復
得的喜樂，就像路加福音十五

章遺失的羊，失掉的錢幣及浪
子這幾個比喻。
    所以總括來說神的給我訊息
就是 : 你不要顧慮物質，我的
供應是足夠。應該趁著白日，
多作主工。當你看見罪人回轉
時，你會與 神一起享受到那失
而復得的喜樂。感謝神在這次
短宣讓我經歷祂的恩典，感謝 
祂給我一個明確的信息，讓我
再一次肯定未來的方向。

    弟兄姊妹，您們好！我們在
香港，至今一切平安。謝謝大
家的關心與代禱！
    2019年於香港而言，是特別
的一年....尤其6月以後，一切都
變得不再一樣。請弟兄姊妹繼
續為香港禱告！
    在香港牧會事奉，挑戰不可
說不大。除了社會運動之外，
這一年我負責的職青團契，可
謂生離死別丶甜酸苦辣，既經
歷了有弟兄家人離世丶也有主
內結合的新婚夫婦，而且也有
一對夫婦懷孕，有傷感也有喜
樂。作為在職人士，弟兄姊妹
在工作上有成功也有失敗，成
功的我們為他歡呼鼓掌丶失敗
的，我們互相支持鼓勵，同喜
也同悲。團契的團友有時可能
覺得相互之間有些疏離，但當

其中一位有事情發生，其他人
定必盡心幫助，在主內一家，
同舟共濟，同心同行。或許每
個人都只是一點燭光之火，感
覺很微小，但我相信，我們靠
主的恩典會越走越近，聚點成
光，燃亮生命丶燃亮教會。盼
望團契弟兄姊妹能彼此互勉。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
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弗 4:4)
    今年團契更加注重查經，從
而以提升團友對聖經的認知以
及在生活挑戰中實踐聖經的真
理。我們集中查考保羅書信，
希望以雙向互動的方式，令團
契弟兄姊妹可以輕鬆分享自己
對聖經的看法及領受，在查經
過程中增加對經文的認知和實
踐，以期達到Empower (加力)和

Equip (裝備)兩個目標。扎根真
理，面向社會。
    除了牧養肢體，還要負責基
督教教育事工的帶領，應對後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般來說基
督教教育包含五種教育形式，

它們是敬拜、教學、團契、 服
務與見證。主日學教育是屬於
教學這部份，但這不等同它只
有教學的成份。基督教教育學
者蕭克諧清楚指出在一堂主日
學之內可以同時包含團契, 教學
與敬拜這三個元素，雖然它們
佔課堂的輕重比例各有不同。
    主日學教育的目標，分為認
知性(cognitive)與行為性(behav-
ioral)兩大類。後現代主義對主
日學教育的目標之衝擊也可以
按這個分類來探討：
    在認知性的目標方面，後現
代主義不承認有絕對真理，所

以它也衝擊主日學教育對真理
的陳述，以耶穌建房子在磐石
的比喻來表示行為與真理的關
係。 (太7:24-25) 磐石是真理，
後現代主義卻表示真理根本就
不存在。 
    第二方面，主日學教育對學
生是有一套教學目標，期望他
們在接受主日學教育後能有某
些成長，但後現代主義者正正
認為這是不應有的，他們認為
主日學教育的教學目標是鼓吹
單一文化，這會限制學生的發
展。
    主日學教育同時希望可以加
強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回應後現

代主義的議題，但後現代主義
牽涉的議題十分廣泛，例如環
保，多元主義，女性主義，權
力與真理，組織與架構等。這
些議題教會都應該回應，或是
考慮增加科目，或是在原有科
目內增添內容，通過主日學的
時段作出詳細的教導。
    作為神的事奉者，願意在未
來的一年與加拿大、香港、海
外各地的弟兄姊妹互勵互勉，
彼此代求。面向前方，「但願
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丶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羅15:13)

（下接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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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

( I ) 短宣工作說明
    去年恩霖中華的短宣隊到泰
北及考拉克 (Khao Lak)作短宣的
時候，我們亦探訪了當地一間
學校。晨光學校是一對香港宣
教士夫婦在七零年代建立，現
在有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
生一共四百多人。馬路的另一
面就是教會，教會旁邊也有一
間名叫瑪娜的中文學校。今年
我們有機會到晨光學校短宣，

教授英文及分享 神的恩典。這
次短宣隊的工作，主要是帶領
兩個星期五到星期日的周末英
文營，周日也參與教授學校的
英文課程。

短宣的挑戰
    短宣隊要適應當地的生活環
境，首先是要適應時差，另外
就是高濕度及炎熱的天氣。宿
舍沒有冷氣，但是這裏有足夠
的电風扇。縱使如此，也有好
幾晚半夜醒來，發覺自己是汗
流夾背！ 這裏的蚊子也是一個
煩擾，剛剛到的幾天都給它們
咬得甚為痕癢，雖然噴了蚊怕
水，但是他們都十分勇敢，無
懼的勇往直前來襲擊我們！語
言溝通也是一個問題。 跟中學
生也勉強可以英文溝通，但小
學生就十分困難，不過其中有
些學生週末學習中文，也可以
用國語和他們溝通 。

宣教的機會
    泰國是一個佛教的國家，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都是佛教

徒。很明顯神已經在泰北設立
不同的屬靈基地，有神學院，
福音戒毒所及其他福音機構。
晨光學校能夠以教育為基礎，
接觸當地的年青人。不單在學
業品格上有所教導，也有很多
機會與他們分享聖經真理及福
音。尤其是寄宿生，他們在早
晚都有敬拜祈禱的時間。在午
飯及晚飯之前也要背金句和祈
禱。很多都逐漸成為基督徒，
有些更進入當地的神学院，畢
業後回來事奉，培養下一代的
青年。在泰國的社會，如果能
夠讀上大學或大專，找工作的
機會就大增。去年晨光學校有
十位學生考高考，成績都能達
到升大學大專的要求，其中九
位學生都繼續升學。晨光學校
能夠培養人才，進身到社會知
識分子的階層，藉此能夠對其
他人作見證，有機會將福音傳
到泰國主流社會當中。在一個
以佛教為主的國家中，這是一
個長線以及比較有效的傳福音
作見證方法。求神大大使用晨
光學校。泰國是一個很大的禾
田，但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屬靈
爭戰的戰埸。

( II ) 隊友的經歷及感想
Patrick 的經歷及感想: 
    我看到這裏的一些矛盾的現
象，這裏的員工薪酬不高，但
是熱誠有加！他們大部分的時
間都與這裏的學生一起渡過，
縱使是學生未來的信仰不知如
何，但員工們仍然很熱心的去
建立他們！員工們都能夠活出
學校的座右銘, 就是生命影響生
命，生命建立生命。另一個令
人費解的觀察就是，縱使設備
和物質不甚豐富，但學生們十
分享受和喜樂。他們不是在冷
氣室內打籃球，而是在烈日的
正午，汗流滿面的打籃球。 汗

水都濕透了校服，而他們面上
所表示出的滿足，在北美實在
少見。這裏的校規很嚴，所有
電子遊戲或手機都不准使用。
取而代之，他們就有很多時間
團契及唱歌。
    飯後都是 一組一組的自由發
揮。因為時常練習，他們唱歌
及彈結他的技術都不俗。最後
一個費煞思量的事，就是有不
少的義工從世界各地來這裏。
他們會花三個月半年或甚至一
年的時間在這裏教學。 
    之後才發現，我一直用北美
物質主義的眼鏡來看這裏的一
切！ 但這裏的價值觀是不一樣
的，他們追求反璞歸真， 注重
人與神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次短宣讓我體會到真正的喜
樂是超越物質，真正的喜樂就
是“以馬內利，與主同在”。
Cynthia 的經歷及感想:
    加拿大華人教會現在面對一
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承傳。擔
心年青的下一代能否興起一群
人來承接教會這個重擔 ? 我覺
得短宣是一個鍛鍊青年領袖的
一個好工場。他們不單學習組
織，也要互相合作；要經歷屬

靈的攻擊，更需要經歷神的恩
典！要放低自我，學習謙卑。
這次英文營主題是 “Servant 
and Learner”。這個主題不單對
當地的年青學生有所裨益，也
給短宣隊的年青人一個好機會
學習事奉的態度，

不單從成功得勉勵，也從失敗
中學習面對，靠著神的恩典，
從而超越困難。
    今次短宣，我覺得自己準備
未夠充足，很多事實與預期的

有偏差；例如他們唱英文聖詩
的水準都比我預期為高 ! 我預
備的英文聖詩是比較簡單，他
們其實可以唱些更為複雜的詩
歌。另外我們準備教英文的課
程資料，到校後覺得有些不適
合，也要臨時修改。所以短宣
是需要有靈活彈性。感謝主給
我一個好的機會去經歷祂的恩
典及帶領 !
Tom 的經歷及感想: 
    每次短宣都看到神在當地的

作為。但這次短宣神更藉著一
件看來不幸的事情給我一個很
明顯的信息。
    在上星期一是這裏的假期，
我和兩位隊友坐公車到附近的
商場購物，回來的時候看見有
巡遊，我匆忙地一面下車一面
拿出手提電話拍攝。拍攝完畢
之後才突然發現在口袋中的錢
包掉了! 在車站附近來回走了幾
遍都沒找到，回想應該是下車
時錢包丢在公車上。當時有點
兒不開心，再算算損失了大概
百多元。就叫自己放開一點，
但心裏總是不開心。之後，有
一句聖經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就是耶穌問：你愛我比這些更
多嗎 ? 心裏不期然有些慚愧，
因為神供給我的是超過我的需
要，那為何因這小小的損失而
悶悶不樂呢 ? 靜下來心裏又想
著，如果早上多花點錢購物，
那麼我的損失就會少一點。在
屬靈上來說，我們都豈不是應
該要趁著白晝，多作主工嗎 ? 
就像當我未遺失錢包之前，應
該多買些有用的東西！之後下

午短宣隊去當地遊覽一會，東
家就請我們吃火鍋。回到學校
收到校方何師母的微信說有人
把錢包送回學校 ! 當時心裏面
想：神啊 ! 你恩典比我所想所
求的更大 !  神讓我經歷失而復
得的喜樂，就像路加福音十五

章遺失的羊，失掉的錢幣及浪
子這幾個比喻。
    所以總括來說神的給我訊息
就是 : 你不要顧慮物質，我的
供應是足夠。應該趁著白日，
多作主工。當你看見罪人回轉
時，你會與 神一起享受到那失
而復得的喜樂。感謝神在這次
短宣讓我經歷祂的恩典，感謝 
祂給我一個明確的信息，讓我
再一次肯定未來的方向。

《武士道精神與日本軍國主義》
一、武士道簡單來說是甚麼？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社會中武
士階層的道德規範以及哲學。
它和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類
似，武士道是基於一些美德如
義、勇、仁、禮、誠、名譽、
忠義、克己。只有通過履行這
些美德，一個武士才能保持其
榮譽。而喪失了榮譽的武士不
得不進行『切腹』自殺。武士
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國家
滅亡却不隨之而亡的人被稱之
為『浪人』。

二、武士道的起源及經典
    最旱的武士是在大化革新之
後，作為封建貴族莊園的扈從
而出現的。在後來武士不斷壯
大，開始介入政治，成為日本
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勢力。
武士道真正完成於德川幕府時
代，來源於神道教、佛教和儒
學。從神道教中，武士道得到
了忠於主君，尊敬祖先；從佛
教的禪宗中，武士道得到了專
注、平靜、沉着、不畏死；而
從儒學中得到了五倫：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稱為《葉
隱聞書》，是江户時代的佐賀
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
士道修養書，是一部『武士論
語』，所以又稱《葉隱論語》
或《葉隱論語摘抄》。『葉隱
』一詞的由來，緣於西行上人
詩句：『隱於葉下，花兒苟延
不敗，終遇知音，欣然花落有
期。』『葉隱』就如樹木的葉
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
君捨身奉公之意。作者山本常
朝於該書開宗明義：『武士道
者，死之謂也。』武士道者常
常尋覓通往死亡之路，『每朝
每夕，念念悟死，則成常住死
身，於武道乃得自由』。

三、武士的教育與訓練
    在武士道的訓練中，主要的
學科有劍道、弓道、柔道、相
撲、騎術、槍術、戰略戰術等
等，這些都進而演化為日本的
傳統文化。而與佛教一道傳入
日本的詩文、繪畫、音律、服
飾、飲食、陶瓷等作為禪宗文
化的外在表現，也為當時武士
階級提供了修養品格的鍛煉。
而花道、茶道、將棋、邦樂、
香道、書道、文學等，都是武
士修身養性的手段，培養一種
不驕不躁、謙遜雅致的心境。
遵守武士道的武士腰間經常佩
帶武士刀，以象徵勇武。武士
刀是一種狹長而且鋒利的冷兵
器。武士刀必須由優秀的工匠
鍛造，只有這種工匠鍛造岀的
刀，再經過武士使用，才能稱
作武士刀。在江戸時代，切腹
在刑法和禮法上，成為一種制
度。切腹是一種嚴肅而莊重的
行為，只有上層武士，才有資
格被賜與切腹之刑，一般百姓
不許處以這種刑罰。
四、近代武士道精神的發展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建立的近
代常備軍和西方列強的軍隊比
起來頗不相同。這種常備軍不
稱國防軍而稱『皇軍』，即天
皇的軍隊，強調效忠於天皇。
為此，明治政府建立了嚴格的
軍事教育，向軍隊灌輸絕對尊
崇天皇的思想。1878年以當時
陸軍卿（陸軍部長）山縣有朋
名義發佈的《軍人訓誡》，第
一條就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
作超人的神來崇拜。而且，將
這一條定為一切日本軍紀的根
本。《軍人訓誡》特別提倡封
建的武士道精神，說軍人精神
的根本在於『忠誠』（效忠天
皇）、『勇敢』（勇於為天皇

賣命）、『服從』（作馴服工
具），等等。
    在20世紀那場侵略戰爭中，
日本皇軍發揮了狂熱的武士道
精神，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及
反人類罪行。向井、野田兩少
尉用武士刀來進行『百人斬比
賽』，後來的南京大屠殺，三
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
而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更利用
十多歲的少年，組成神風特攻
隊，以人肉炸彈方式，撞向美
艦！
    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島由
紀夫在日本自衛隊東部總監部
陽台向800多名自衛隊軍官發表
演說，呼籲『真的武士』隨他
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否定日本
擁有軍隊的憲法，使自衛隊成
為真的軍隊，以保衛天皇和國
家的傳統，但是沒有人響應。
三島隨後從陽台退入室內，按
照日本傳統儀式切腹自殺。三
島事件最使人震驚之處，就是
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的抬頭，
他們用『崇高』、『美麗』、
『漂亮』和『純潔』這類形容
詞來形容三島的切腹自殺！

    弟兄姊妹，您們好！我們在
香港，至今一切平安。謝謝大
家的關心與代禱！
    2019年於香港而言，是特別
的一年....尤其6月以後，一切都
變得不再一樣。請弟兄姊妹繼
續為香港禱告！
    在香港牧會事奉，挑戰不可
說不大。除了社會運動之外，
這一年我負責的職青團契，可
謂生離死別丶甜酸苦辣，既經
歷了有弟兄家人離世丶也有主
內結合的新婚夫婦，而且也有
一對夫婦懷孕，有傷感也有喜
樂。作為在職人士，弟兄姊妹
在工作上有成功也有失敗，成
功的我們為他歡呼鼓掌丶失敗
的，我們互相支持鼓勵，同喜
也同悲。團契的團友有時可能
覺得相互之間有些疏離，但當

其中一位有事情發生，其他人
定必盡心幫助，在主內一家，
同舟共濟，同心同行。或許每
個人都只是一點燭光之火，感
覺很微小，但我相信，我們靠
主的恩典會越走越近，聚點成
光，燃亮生命丶燃亮教會。盼
望團契弟兄姊妹能彼此互勉。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
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弗 4:4)
    今年團契更加注重查經，從
而以提升團友對聖經的認知以
及在生活挑戰中實踐聖經的真
理。我們集中查考保羅書信，
希望以雙向互動的方式，令團
契弟兄姊妹可以輕鬆分享自己
對聖經的看法及領受，在查經
過程中增加對經文的認知和實
踐，以期達到Empower (加力)和

Equip (裝備)兩個目標。扎根真
理，面向社會。
    除了牧養肢體，還要負責基
督教教育事工的帶領，應對後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般來說基
督教教育包含五種教育形式，

它們是敬拜、教學、團契、 服
務與見證。主日學教育是屬於
教學這部份，但這不等同它只
有教學的成份。基督教教育學
者蕭克諧清楚指出在一堂主日
學之內可以同時包含團契, 教學
與敬拜這三個元素，雖然它們
佔課堂的輕重比例各有不同。
    主日學教育的目標，分為認
知性(cognitive)與行為性(behav-
ioral)兩大類。後現代主義對主
日學教育的目標之衝擊也可以
按這個分類來探討：
    在認知性的目標方面，後現
代主義不承認有絕對真理，所

以它也衝擊主日學教育對真理
的陳述，以耶穌建房子在磐石
的比喻來表示行為與真理的關
係。 (太7:24-25) 磐石是真理，
後現代主義卻表示真理根本就
不存在。 
    第二方面，主日學教育對學
生是有一套教學目標，期望他
們在接受主日學教育後能有某
些成長，但後現代主義者正正
認為這是不應有的，他們認為
主日學教育的教學目標是鼓吹
單一文化，這會限制學生的發
展。
    主日學教育同時希望可以加
強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回應後現

代主義的議題，但後現代主義
牽涉的議題十分廣泛，例如環
保，多元主義，女性主義，權
力與真理，組織與架構等。這
些議題教會都應該回應，或是
考慮增加科目，或是在原有科
目內增添內容，通過主日學的
時段作出詳細的教導。
    作為神的事奉者，願意在未
來的一年與加拿大、香港、海
外各地的弟兄姊妹互勵互勉，
彼此代求。面向前方，「但願
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丶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羅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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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短宣工作說明
    去年恩霖中華的短宣隊到泰
北及考拉克 (Khao Lak)作短宣的
時候，我們亦探訪了當地一間
學校。晨光學校是一對香港宣
教士夫婦在七零年代建立，現
在有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
生一共四百多人。馬路的另一
面就是教會，教會旁邊也有一
間名叫瑪娜的中文學校。今年
我們有機會到晨光學校短宣，

教授英文及分享 神的恩典。這
次短宣隊的工作，主要是帶領
兩個星期五到星期日的周末英
文營，周日也參與教授學校的
英文課程。

短宣的挑戰
    短宣隊要適應當地的生活環
境，首先是要適應時差，另外
就是高濕度及炎熱的天氣。宿
舍沒有冷氣，但是這裏有足夠
的电風扇。縱使如此，也有好
幾晚半夜醒來，發覺自己是汗
流夾背！ 這裏的蚊子也是一個
煩擾，剛剛到的幾天都給它們
咬得甚為痕癢，雖然噴了蚊怕
水，但是他們都十分勇敢，無
懼的勇往直前來襲擊我們！語
言溝通也是一個問題。 跟中學
生也勉強可以英文溝通，但小
學生就十分困難，不過其中有
些學生週末學習中文，也可以
用國語和他們溝通 。

宣教的機會
    泰國是一個佛教的國家，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都是佛教

徒。很明顯神已經在泰北設立
不同的屬靈基地，有神學院，
福音戒毒所及其他福音機構。
晨光學校能夠以教育為基礎，
接觸當地的年青人。不單在學
業品格上有所教導，也有很多
機會與他們分享聖經真理及福
音。尤其是寄宿生，他們在早
晚都有敬拜祈禱的時間。在午
飯及晚飯之前也要背金句和祈
禱。很多都逐漸成為基督徒，
有些更進入當地的神学院，畢
業後回來事奉，培養下一代的
青年。在泰國的社會，如果能
夠讀上大學或大專，找工作的
機會就大增。去年晨光學校有
十位學生考高考，成績都能達
到升大學大專的要求，其中九
位學生都繼續升學。晨光學校
能夠培養人才，進身到社會知
識分子的階層，藉此能夠對其
他人作見證，有機會將福音傳
到泰國主流社會當中。在一個
以佛教為主的國家中，這是一
個長線以及比較有效的傳福音
作見證方法。求神大大使用晨
光學校。泰國是一個很大的禾
田，但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屬靈
爭戰的戰埸。

( II ) 隊友的經歷及感想
Patrick 的經歷及感想: 
    我看到這裏的一些矛盾的現
象，這裏的員工薪酬不高，但
是熱誠有加！他們大部分的時
間都與這裏的學生一起渡過，
縱使是學生未來的信仰不知如
何，但員工們仍然很熱心的去
建立他們！員工們都能夠活出
學校的座右銘, 就是生命影響生
命，生命建立生命。另一個令
人費解的觀察就是，縱使設備
和物質不甚豐富，但學生們十
分享受和喜樂。他們不是在冷
氣室內打籃球，而是在烈日的
正午，汗流滿面的打籃球。 汗

水都濕透了校服，而他們面上
所表示出的滿足，在北美實在
少見。這裏的校規很嚴，所有
電子遊戲或手機都不准使用。
取而代之，他們就有很多時間
團契及唱歌。
    飯後都是 一組一組的自由發
揮。因為時常練習，他們唱歌
及彈結他的技術都不俗。最後
一個費煞思量的事，就是有不
少的義工從世界各地來這裏。
他們會花三個月半年或甚至一
年的時間在這裏教學。 
    之後才發現，我一直用北美
物質主義的眼鏡來看這裏的一
切！ 但這裏的價值觀是不一樣
的，他們追求反璞歸真， 注重
人與神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次短宣讓我體會到真正的喜
樂是超越物質，真正的喜樂就
是“以馬內利，與主同在”。
Cynthia 的經歷及感想:
    加拿大華人教會現在面對一
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承傳。擔
心年青的下一代能否興起一群
人來承接教會這個重擔 ? 我覺
得短宣是一個鍛鍊青年領袖的
一個好工場。他們不單學習組
織，也要互相合作；要經歷屬

靈的攻擊，更需要經歷神的恩
典！要放低自我，學習謙卑。
這次英文營主題是 “Servant 
and Learner”。這個主題不單對
當地的年青學生有所裨益，也
給短宣隊的年青人一個好機會
學習事奉的態度，

不單從成功得勉勵，也從失敗
中學習面對，靠著神的恩典，
從而超越困難。
    今次短宣，我覺得自己準備
未夠充足，很多事實與預期的

有偏差；例如他們唱英文聖詩
的水準都比我預期為高 ! 我預
備的英文聖詩是比較簡單，他
們其實可以唱些更為複雜的詩
歌。另外我們準備教英文的課
程資料，到校後覺得有些不適
合，也要臨時修改。所以短宣
是需要有靈活彈性。感謝主給
我一個好的機會去經歷祂的恩
典及帶領 !
Tom 的經歷及感想: 
    每次短宣都看到神在當地的

作為。但這次短宣神更藉著一
件看來不幸的事情給我一個很
明顯的信息。
    在上星期一是這裏的假期，
我和兩位隊友坐公車到附近的
商場購物，回來的時候看見有
巡遊，我匆忙地一面下車一面
拿出手提電話拍攝。拍攝完畢
之後才突然發現在口袋中的錢
包掉了! 在車站附近來回走了幾
遍都沒找到，回想應該是下車
時錢包丢在公車上。當時有點
兒不開心，再算算損失了大概
百多元。就叫自己放開一點，
但心裏總是不開心。之後，有
一句聖經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就是耶穌問：你愛我比這些更
多嗎 ? 心裏不期然有些慚愧，
因為神供給我的是超過我的需
要，那為何因這小小的損失而
悶悶不樂呢 ? 靜下來心裏又想
著，如果早上多花點錢購物，
那麼我的損失就會少一點。在
屬靈上來說，我們都豈不是應
該要趁著白晝，多作主工嗎 ? 
就像當我未遺失錢包之前，應
該多買些有用的東西！之後下

午短宣隊去當地遊覽一會，東
家就請我們吃火鍋。回到學校
收到校方何師母的微信說有人
把錢包送回學校 ! 當時心裏面
想：神啊 ! 你恩典比我所想所
求的更大 !  神讓我經歷失而復
得的喜樂，就像路加福音十五

章遺失的羊，失掉的錢幣及浪
子這幾個比喻。
    所以總括來說神的給我訊息
就是 : 你不要顧慮物質，我的
供應是足夠。應該趁著白日，
多作主工。當你看見罪人回轉
時，你會與 神一起享受到那失
而復得的喜樂。感謝神在這次
短宣讓我經歷祂的恩典，感謝 
祂給我一個明確的信息，讓我
再一次肯定未來的方向。

    弟兄姊妹，您們好！我們在
香港，至今一切平安。謝謝大
家的關心與代禱！
    2019年於香港而言，是特別
的一年....尤其6月以後，一切都
變得不再一樣。請弟兄姊妹繼
續為香港禱告！
    在香港牧會事奉，挑戰不可
說不大。除了社會運動之外，
這一年我負責的職青團契，可
謂生離死別丶甜酸苦辣，既經
歷了有弟兄家人離世丶也有主
內結合的新婚夫婦，而且也有
一對夫婦懷孕，有傷感也有喜
樂。作為在職人士，弟兄姊妹
在工作上有成功也有失敗，成
功的我們為他歡呼鼓掌丶失敗
的，我們互相支持鼓勵，同喜
也同悲。團契的團友有時可能
覺得相互之間有些疏離，但當

其中一位有事情發生，其他人
定必盡心幫助，在主內一家，
同舟共濟，同心同行。或許每
個人都只是一點燭光之火，感
覺很微小，但我相信，我們靠
主的恩典會越走越近，聚點成
光，燃亮生命丶燃亮教會。盼
望團契弟兄姊妹能彼此互勉。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
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弗 4:4)
    今年團契更加注重查經，從
而以提升團友對聖經的認知以
及在生活挑戰中實踐聖經的真
理。我們集中查考保羅書信，
希望以雙向互動的方式，令團
契弟兄姊妹可以輕鬆分享自己
對聖經的看法及領受，在查經
過程中增加對經文的認知和實
踐，以期達到Empower (加力)和

Equip (裝備)兩個目標。扎根真
理，面向社會。
    除了牧養肢體，還要負責基
督教教育事工的帶領，應對後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般來說基
督教教育包含五種教育形式，

它們是敬拜、教學、團契、 服
務與見證。主日學教育是屬於
教學這部份，但這不等同它只
有教學的成份。基督教教育學
者蕭克諧清楚指出在一堂主日
學之內可以同時包含團契, 教學
與敬拜這三個元素，雖然它們
佔課堂的輕重比例各有不同。
    主日學教育的目標，分為認
知性(cognitive)與行為性(behav-
ioral)兩大類。後現代主義對主
日學教育的目標之衝擊也可以
按這個分類來探討：
    在認知性的目標方面，後現
代主義不承認有絕對真理，所

以它也衝擊主日學教育對真理
的陳述，以耶穌建房子在磐石
的比喻來表示行為與真理的關
係。 (太7:24-25) 磐石是真理，
後現代主義卻表示真理根本就
不存在。 
    第二方面，主日學教育對學
生是有一套教學目標，期望他
們在接受主日學教育後能有某
些成長，但後現代主義者正正
認為這是不應有的，他們認為
主日學教育的教學目標是鼓吹
單一文化，這會限制學生的發
展。
    主日學教育同時希望可以加
強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回應後現

代主義的議題，但後現代主義
牽涉的議題十分廣泛，例如環
保，多元主義，女性主義，權
力與真理，組織與架構等。這
些議題教會都應該回應，或是
考慮增加科目，或是在原有科
目內增添內容，通過主日學的
時段作出詳細的教導。
    作為神的事奉者，願意在未
來的一年與加拿大、香港、海
外各地的弟兄姊妹互勵互勉，
彼此代求。面向前方，「但願
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丶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羅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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