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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亞當悲劇重演之二感
    目前世界各地紛亂的情形，
有目共睹。在香港，美國，甚
至全世界，到處可見。筆者觀
察到三種反應﹕快感、反感、
或不管。總之，誰敢說與你我
無關?！

悲劇其一﹕可怕新冠病毒
    一般說來，自2019年12月由
中國武漢傳出，而至遍滿全世
界，起初大家認為這是天災，
慢慢的，現在連學者都認為是
人禍而起。
    雖然現在有幾種疫苗可打，
可緩慢疫情的蔓延. 但因疫情帶
來普世經濟的損失，可說是天
文數字，而因病毒造成四百多
萬人喪命，更是叫人痛心。
    面對這樣刻不容緩的問題，
奇怪，大家都想迴避“病毒起
源”的調查，連最有可能是禍
根的國家更是如此。他們開始
時想抵賴，說是蝙蝠傳染，接
著 “賄賂”世衛，要求幫助隱
瞞，最後用諸般方法去甩鍋。
    很明顯，以上的作法是不負
責任的舉動。我們怎能厚著臉

皮，還說我們現在活在文明的
世界﹖人心邪惡比萬物都詭詐(
耶17:9) ! 聖經明記，人類始祖
亞當，想要自由，但不願負起
“責任”。亞當犯罪後，神追
問他時，他就推卸責任(甩鍋): 
是「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
人…」(創3:12)，神再追問那女
人，她也用同樣的技倆: 「那蛇
引誘我…」(創3:13)。

悲劇其二: 美國競選舞弊
    引起全世界矚目的2020年美
國總統競選。只要是頭腦清醒
的人，都不會相信癡呆老人會
當選。回顧2020年十一月三日
競選正日前的競選活動──比
較二位候選人的聚會場面，根
本就是天壤之別。怎麼辦? 作「
手腳」(舞弊）! 更改了選舉規
則，做假選票，又用疫情作藉
口，逼用可以作幣的郵寄投票
方法……。癡呆老人若真的是
合法當選，為何怕考驗? 為何在
搖擺州諸多攔阻驗證選票的措
施，也不給驗證計算選票之「
魔女」機?

    直到現在，許多的百姓仍蒙
在鼓裡: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魔
鬼的技倆: 混亂真相─蛇對女人
說: 神豈是真說…」(創3:1)。魔
鬼把這詭詐的技倆──遮掩線
索，否定事實──傳授給耶穌
時代的法利賽人(忿恨醫好瞎眼
的耶穌之人群)。法利賽人不滿
意瞎子承認了是耶穌醫好他眼
睛的答案，就恐嚇他母親，希
望她唱反調。最後，無奈索性
否認那瞎子本是眼瞎(參看約
9:10-34)。真是好笑!
    這樣好笑的事，現在美國正
在重演! 為了憎恨愛護人民的總
統，又因想避免抵觸上層階級
──華爾街億萬富豪們，以及
矽谷(Silicon Valley)高科技人士
們的私人利益，不惜勾結主(豬)
流媒體，來封殺揭露真相的新
聞。“舞弊”，假新聞(fake 
news)……成為被禁止使用的字
句。凡是敢提倡“言論自由”
者，媒體賬號一律被刪除。
    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又回
到亞當時代的「文明」，可喜
或可悲!?

蔡宇銓醫生

                          

我兒勿忘神指教；長壽平安必隨後。
慈愛誠實繫心版；神人眼前恩寵範。
專心仰賴耶和華；不靠聰明空自誇。
一切事主認定祂；人生路標憑祂話。

                  
敬神離惡不自是；百病被驅祂醫治。
應獻財物初熟穀；酒醡倉房必滿屋。
智慧聰明不離目；金銀珠寶勝不足。
長壽富貴安且舒；智慧持者生命樹。
立地定天智慧始；數源應知神在此。

箴言三章一至六節 箴言三章七至廿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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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
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 
4:2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2021
年已過了一半，西方國家在防
疫劑充足的情況下，民眾都準
備過與病疫共存的生活。過去
的時間對很多人來説真是惡夢
一塲。有人喪失至親，有人掉
了工作，由於封城和限聚令的
緣故。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受限
制，社交活動被逼停止，教會
也取消了所有的實體聚會。
    回想起當初疫情在中國爆發
時，我們在校園中心的事工立
即受到影響。因很多訪問學者
都有從國內來探訪的親友，為
了避嫌大家都不來參加課程；
三月初時他們的親友們都離開
了，卻輪到英國爆發疫情，這
時中國來的訪問學者都成了驚
弓之鳥，除了買必需品，連大
門都不敢出。還未到封城時，
已很多人不參加任何聚會了。
    感謝賜人智慧的主！因為訪
問學者們只有一年的時間在英
國；我們覺得傳褔音給他們的
機會失去了就很可惜，故在二
月時就安排預備網絡聚會。當
時也確實擔憂不知效果如何！
但主恩實在奇妙！先是一位大

學教授的太太決志信主後才回
國，在網絡上校園中心的課程
和查經班得以舉辦，更感恩的
是多個已回國的訪問學者仍繼
續在我們的網絡上學習聖經，
這個課程延續到現在，期間甚
至有一些從未來過英國的國內
學者參加。而在職青年培訓課
程因在網絡舉行而多了一倍人
參加，參加者遍佈英國各地。
    病疫襲擊全球的確是很不幸
的事情，我們也實在無法躲避
和明白為何它會發生？但在其
中卻經歴到主奇妙的保守和帶
領，從校園中心的購買和裝修
在疫情前完成，需要償還的貸
款在2020年底疫情期間全數還
清，到祂帶領了好幾位同工願
意加入校園中心的團隊等等，
都讓我們感受到神的作為不受
任何外在環境影響！另一方面
疫情提醒我們，人是多麼的有
限，轉瞬間都會有意想不到的
事發生，我們更應趁著白日多
作主工。
    今年從中國來英留學的學生
並沒有減少，除了繼續原來事
工外，我們計劃開展在劍橋大
學以外的另一所大學的福音事
工。這所大學從來都是硬土，
感謝主在眾多弟兄姊妹禱告下
最近衪給我們開了一扇門；讓
我們看到了希望，祈求主繼續
帶領我們。

    

    在教會方面，雖然還無實體
聚會，但網絡上的聚會使很多
遠方弟兄姊妹都可以參加，從
去年封城到現在共有五位慕道
友決志信主，最奇妙的是神使
用我們間接幫助在斯里蘭卡可
倫坡教會的宣教工作。另一方
面，從去年年底開始很多香港
人移民到英國。這一些新移民
家庭的兒女大多是兒童和青少
年；他們到了英國面對很多生
活上的難題，因此在父神的感
動和帶領下我們教會開展了廣
東話堂，盡量提供屬靈與日常
的幫助。而這些家庭中有很多
是未信主的，真是一個很大的
禾場。一下子我們的工作量大
大的增加了，實在需要更多的
禱告，讓神的恩典遮蓋我們。
但想到在劍橋多年一直以服事
國內同胞為主，現今有機會服
事港人，實在是神的恩典！疫
症當道，生命卻仍然存留，豈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求主繼續使用我們為基督贏
得這一代的知識份子！

務要傳道

鄺維新長老、陳鳳仙牧師
英國劍橋大學校園宣教士

    1. 最近有多位讀者都熟悉的
同工或親友，先後安息主懷，
(詳情請參上兩期之「通訊」
及第26期之「院訊」)，大家

難免會有痛惜之感。

    2. 本期有兩篇稿文，可以成
為傷心讀者們的安慰與鼓勵﹕
    (甲) 蔡宇銓醫生的合時之詩
詞。蔡醫生是巴拿馬中南美洲
聖經學院的榮譽董事兼講師，

他也是該院及「恩霖」經費支
持者。
    (乙) 另一篇由「恩霖」的伙
伴同工──鄺維新長老夫婦之
報導。文中詳述他們是怎樣在
病毒的疫情中，傳揚福音的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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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神慈秀明會簡介》
  “我能為你的健康和幸福來祈
福嗎？”在醫院內、地鐵站或
者大學附近常有要求‘淨靈’
的，就是神慈秀明會信徒的一
種常見活動。源自日本的這新
興宗教，已經在香港、台灣、
美國活躍多年了！
    神慈秀明會屬於神道系統的
新興宗教（但也拜觀音、彌勒
佛和大黑天），學者認為這類
宗教的特徵是注重現世利益、
巫術性濃、教理貧弱、崇拜教
主、禮儀簡單、較大眾化、沒
有僧侣、中年婦女多、企業性
强、善用傳媒等等。
一、教祖岡田茂吉（明主樣）
與開祖小山美秀子（會主樣）
    1. 岡田茂吉（1882-1955）生
於東京古董商人家庭，自幼多
病，被迫輟學，後經歷生意失
敗，妻子病逝等打撃，曾加入
大本教（另一屬神道系統的新
興宗教），1925年自言有觀音
和其他神明附身，並告之他身
負救世的使命，針對解決“貧
、病、爭”（廣大民眾長年所
面對貧窮、疾病和糾紛等）三
大問題，之後積極以“淨靈”
來幚助别人去除靈魂的陰影，
他看自己是神人合一的存在，
腹內有觀音力或如意寶珠，曾
創岡田式神靈指壓療法。1935
年創立大日本觀音會，1950年
經過合倂成立世界救世教。 
    2. 小山美秀子（1910-2003）
畢業於基督教自由學園（高中
），曾因病於1941年尋求岡田
神靈指壓療法的治療，受岡田
器重。後來，她加入世界救世
教，成為其屬下最大的秀明教
會會長，但於1970年脱離世界
救世教，而獨立成立神慈秀明
會，尊岡田茂吉為明主樣，信
徒稱她為會主樣。教徒人數曾

達四十四萬人。由於她的長男
即初代會長小山莊吉48歳英年
腦出血身亡，她便倉促任命一
直是會務素人的長女小山弘子
出任第二代會長。
二、從舊體制到新體制---三
項藝術活動
      神慈秀明會的發展方針，很
明顯是分為前後兩部分。從
1970年創會到1996年底，全力
傳教，以入教者人數、捐獻數
額、參拜人數為指標，每年初
便訂下目標，全力以赴，鼓勵
無私奉獻，但社會上掀起軒然
大波，曾引起信徒的家人、學
校、公司的極大抗議並甚至訴
訟。但是從1997年初起，整個
教團進入新體制，從以往崇高
的口號-----“救濟全人類”和”
建設地上天國“，轉而緩和為
“祈求世界和平”和“宗教即
藝術即生活”。
    1. 淨靈（生命的藝術）-----為
他人的幸福祈禱
    信徒領受神光的那一刻就是
新生命的開始，這神光帶有明
主樣拯救世人的靈（大光明，
就是下凡救世的彌勒佛）。信
徒領受神光紙（神符袋）後，
只需把它掛在頸項上，便可替
自己和别人淨靈，不論場合地
點，三至五分鐘，便可完成，
利己利人，可達到健、富、和
（健康、富庶、和諧）的最高
目標。
    2. 美術館（美的藝術）-----美
的感化
    小山美秀子是一位美術收藏
家，私藏已相當可觀。她聘請
了知名華裔建築家貝聿銘來設
計這象徵地上天國的現代桃花
源。她也創辦了美秀美學院（
六年制中學），培養美術方面
的人才。

    3. 秀明自然農法（農業的藝
術）-----美麗的生活方式
    岡田主張尊重自然和順應自
然，自然農法就是不施用任何
農葯及肥料於榖物及蔬菜。經
常主辦自然農法講座及體驗學
習班、自然料理教室、參與自
然農夫市集活動等。極力關注
環保，鼓吹永續農耕，熱心公
益，拯救病態地球。
三、三處聖地與相關活動
    1. 水的聖地-----黄島（水）
    設於瀬户內海國立公園，其
目的在擧辦活動培育青少年。
    2. 聖地-----神苑（火）
    位於滋賀縣甲賀市信樂町，
作為地上天國雛型敬拜中心。
    3. 土的聖地-----美國科羅拉多
州Crestone （土）
    這是國際交流中心，透過參
拜、靜修、講座，促進各大宗
教之間的對話及交流。
    神慈秀明會極力把自己包裝
成“宗教即藝術即生活”的高
尙、優雅、利他，同時實際、
理性、寛容的形像。在普世教
會合一運動、聨合國的各類非
政府組織、日本傳統藝能活動
（尤其是秀明太鼓）、美術教
育、自然農耕等都有極大的發
展，所以不止在日本國內，在
歐美以及第三世界國家都吸引
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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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滿華真理必叫爾得自由(三)

（待續於下期）

言論自由 
    中國古人也明白，也珍惜言
論自由，所以，范仲淹的《靈
鳥賦》，「寧鳴而死，不默而
生」，才會廣為流傳至今。
    言論自由，如今已經成了普
世價值，文明冠冕上一顆耀眼
的明珠。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19條聲明﹕「人人有
權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見及主
張」，「有權利自由發表主張
和意見，含﹕不分任何媒介和
國界，尋找、接收和傳遞資訊
和思想之自由」﹔又「行使言
論自由時，必須尊重他人權利
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
秩序。」
   《公約》用意甚善，然而，
在現實裏，言論自由有可能被
操縱、被壟斷而名存實亡﹔「
自由發表主張和意見」和「保
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一旦
起衝突，很容易就會後者壓倒
前者，因為後者看來如此正義
凜然，而且無比强大。
    如前所述，彼得和約翰遭官
長和宗教領袖逮捕審訊，嚴令
他們閉嘴。彼得回答﹕「要我
們聽從你們，而不聽從上帝，
這在上帝看來合理嗎﹖你們自

己想想吧。我們耳聞目睹的，
不能不說！」
    果不其然，兩人出去，繼續
「老子到處說」。後來保羅廣
傳福音，「自由發表主張和意
見」，甚至到一個地步被稱為
「擾亂天下的人」！甚至被投
入獄內，受盡折磨，仍不改其
志，真是堅持「言論自由」到
了極至。
言論自由，不但是個人可以擁
有和申張自己的主張，更意味
著我們能夠做到「有所為有所
不為」，且能擇善固執，隨心
所欲不踰矩。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詞
粗暴，激發憤怒。(箴言15:1)
我們與人交談，可以選擇用柔
和的語氣，智慧的語言，也可
以選擇傲慢的態度，粗魯的語
言。
    保羅說﹕「污言穢語一句都
不可出口，要隨時隨地說造就
人的好話，使聽的人得益處」
，不是「不能」說污言穢語，
乃是「選擇」不說，「選擇」
說造就人的好話，因為「凡事
我都可以做，但並非事事都有
益處，凡事我都可以行，但並
非都造就人。」
    在一個民主社會，言論自由
基本得到落實，加上互聯網的
普及，衍生出新問題﹕資訊排
山倒海而來，聲音太多，意見
紛紜，讓人無所適從。這倒也
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而是
古已有之，至今尤烈。
    三千年前，〈箴言〉的作者
便諄諄告誡﹕
    孩子啊，你要守護智慧和明

辨力，別讓她們離開你的視線
。她們必給你帶來生命，作你
頸項上的美飾。箴言﹕3:21-22
二千五百年前，詩人向上帝矻
矻禱告﹕「求你賜我知識，教
我辨別是非，因為我信靠祢的
命令。」詩篇﹕119:66
    二千年前，保羅為腓立比教
會的信徒孜孜祈求﹕「你們的
愛心隨著屬靈知識，和辦別力
的提高，而日益增長，使你們
知道怎樣擇善而從，做誠實無
過的人，一直到基督再來的日
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仁義
的果子，使上帝得到榮耀與頌
讚。」
    相隔千年，作者不謀而同，
强調了一項重要的能力﹕明辨
力，或﹕辨別力，亦有中文譯
本譯作﹕審斷力，此詞英文是
discernment，在別的經節裏則有
譯作﹕辨別是非，或譯﹕理解
力，或﹕悟性，所指的是一種
慎思明辨，分辨鹿與馬，魚目
與珍珠，真與偽、是與非、善
與惡，沙中淘金的能力 。
   「明辨力discernment」，從舊
約到新約一脈相承的人生智慧
。諸位前輩早早便已經明白、
珍惜其重要性。在知識爆炸的
今天，我們更需要這樣的悟性
和洞察力。
    見賢思齊，我們每一個人都
可以效法前輩，禱告祈求上帝
賜給我們慎思明辨的能力，也
有像彼得、約翰和保羅等敢於
堅持真理，逆流而上的勇氣和
行動力，擇善而從，擇善固執
。我們向上帝祈求，也在日常
生活中身體力行，踐信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