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文以載道
敬獻主前

懷念 文國偉牧師

懷念 文國偉牧師
(1937-2020)

安息禮拜

啟 應 文 ......................... （詩篇二十三篇）.................... 陳崇一醫生
啟：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日

期： 主降二○二○年八月八日（禮拜六）上午十時

地

點：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聖堂

主

席： 林崇智牧師

扶

柩： 吳世豪先生
吳健源先生 屈富仁先生
簡祺標牧師
吳屈綺芸女士 吳吳希女士 吳曾婉梨女士 潘玉娟牧師

司

應：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啟：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琴：唐展煌先生

應：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啟：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
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主禮人、靈柩依次進堂，請會眾起立。）

宣

訓................................................................................ 眾

應： 我 一 生 一 世 必 有 恩 惠 慈 愛 隨 着 我 ； 我 且 要 住 在
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坐
祈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慈悲仁愛的天父，我們的安慰者，你的大愛永不
止息，你能將死亡的陰影變成晨曦的光明。幫助我們
聆聽你的話語，好讓我們擺脫哀傷、恐懼和孤寂、重
燃希望。願你的聖靈扶持我們，進入你永恆的平安與
亮光中。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
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約翰福音十一章廿五至廿六節上）

慈愛的上帝，感謝你賜生命給我們，求你幫助我們
珍惜此生，猶如隨時預備迎接死亡。幫助我們聆聽你克
勝死亡和賜新生命的信息，使我們在面對死亡奧秘的同
時，能得見永恆的光明，藉着我們已復活的救主耶穌基
督祈求。阿們！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
的，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
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
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羅馬書八章卅八至卅九節）

唱

詩 .................. 萬古磐石歌（普頌一七八首）.............. 眾
（一） 萬古磐石為我開，容我藏身在主懷；
願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諸罪孽，
使我免干主怒責，使我污濁成清潔。
（二） 縱使勤勞直到死，一生流淚永不止，
依舊不能贖罪過，惟有耶穌能救我；
兩手空空無代價，祇靠救主十字架。
（三） 當我呼吸餘一息，當我臨終目垂閉，
當我誕登新世界，到主座前恭敬拜，
萬古磐石為我開，容我藏身在主懷。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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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 陳德昌牧師

立

獻

唱 .....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鄧欣欣女士、譚嘉茵女士
伴奏：文力申先生
Words: W. S. Passmore

Music: Henry Smart

2.
1.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For lack of His mercies, my soul shall not pant;
In pleasant green pastures I daily abide,
He leads me the peaceful still waters beside.
My soul He restoreth, and for His Name’s sake
The path of true righteousness bids me to take;
Yea, tho’ I pass thro’ death’s dark valley and shade,
I will not by evil be ever dismay’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3

For thou art my Shepherd, and with me alway,
Thy rod and Thy staff are my comfort and stay;
My table Thou spreadest in presence of foes,
My head Thou anointest, my cup overflows;
Th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still,
While life’s earnest duties I daily fulfill;
Till joyous my spirit shall claim its reward,
And dwell evermor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敍述生平............................................................................ 文力申先生

主禮牧師說：
在死亡面前，基督為我們帶來盼望、信心以至喜樂
的確據，因為基督與我們世人一樣，經歷生死，但他卻
從死裏復活，勝過死亡，成為永活的主，在他裏面，他
的子民也獲得永恆生命。讓我們聆聽聖經的話，從中獲
得安慰和力量。

誦讀聖經 ............................................................................. 眾
舊約（詩篇一○三篇八至十八節）
陳升惕先生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惠，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
慈愛。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他沒有按我們
的罪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地何
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
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父親怎樣憐
憫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憫敬畏他的人！因為他知
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至於世人，他的
年日如草一樣。他興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就歸無
有，它的原處也不再認識它。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
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就
是那些遵守他的約、記念他的訓詞而遵行的人。

書信（提摩太後書四章七至八節）

吳思源先生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
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福音（約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六節、廿七節）劉麗詩牧師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
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
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
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
也在哪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多馬對他
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去哪裏，怎麼能知道那條路
呢？」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
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
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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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坐

頌 ........... 基督在前方（普修四八○首）............ 牧師部獻詩小組

（一） 回天鄉，向前行，天門已開敞，靈安息，莫驚惶，基督在前方。
離別苦，愛仍在，難免心悲傷；主基督賜盼望，永生勝死亡。
（二） 無悔疚，無恐懼，主恩醫傷創，夢破碎，今重圓，主恩全顯彰。
主捨生、主復活、祂必再來臨：滅死權，賜永生，惟主愛統領。
副歌：回天鄉，向前行，天門主開敞，
靈安息，莫驚慌，基督在前方，基督在前方。

講

道 .......................................................................... 李炳光牧師

祈

禱 .......................................................................... 袁天佑牧師
慈悲仁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賜下你的兒子作我們
的救主。他與我們一樣經歷人生，並與世人一樣面對死
亡，且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我們感謝你，因你使他從
死裏復活，為一切相信的人，打開天國之門。天父啊，
我們要讚美你，因為你賜給我們歷代忠心聖徒，他們在
基督的帶領下，已經走過死亡的幽谷，在榮耀中親見你
面。他們現已活在天家裏，但仍與我們一同敬拜和事奉
你。
永恆的上帝，你賜給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是一份
何等完全美好的禮物。我們感謝你，你曾透過你已離
世的兒女的生命，賜給我們喜樂。我們特別為文國偉牧
師，以及他為我們所帶來的一切美好回憶和情誼，我們
誠心感謝你。天父啊，我們讚美你，因為他一生得着主
恩惠與慈愛伴隨。現在文國偉牧師在世上的憂患已過，
也經過了死亡；求主他日也帶領我們，與他同享上主永
恆國度的喜樂。
全能的上帝，滿有恩慈的天父，一切安慰的賜與
者，求你安慰在我們當中哀慟的人，讓他們將一切憂愁
哀傷交託給你，並且從你的愛中獲得安慰，藉着我主耶
穌基督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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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禮
默

念 .......................................................................... 眾

祈

禱 .......................................................................... 董建德牧師

立

讓我們將文國偉牧師交託給上帝，我們同心祈禱
慈悲的上帝，凡你所賜給我們的，皆屬於你，現在
我們將文國偉牧師託付在你手中，求你接納他進入你慈
愛的膀臂，進入永恆的喜樂和安息當中，加入光明眾聖
徒的榮耀行列，藉着我主耶穌基督祈求，阿們！

唱

詩 .............. 我靈鎮靜歌（普頌四四一首）.............. 眾

日
地
主

期： 主降二○二○年八月八日（禮拜六）中午十二時
點： 香港柴灣歌連臣角道9號哥連臣角火葬場
禮： 盧龍光牧師

宣

訓 ............................................................................. 眾
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主的人。為此，基督死了，又
活了，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羅馬書十四章八至九節）
願頌讚歸於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他是發
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上帝。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
安慰我們。                  （哥林多後書一章三至四節上）

立

（一） 我靈，鎮靜：上主在你一方；憂痛十架，你要忍耐擔當；
但憑上帝，為你吩咐主張；萬變之中，惟主忠實永長。
我靈，鎮靜：天友最是善良，經過荊棘，引到歡樂地方。
（二） 我靈，鎮靜：上主決然擔任，未來引導，仍似過去情形。
莫讓何事，搖你希望信心；目前奧妙，待後必成光明。
我靈，鎮靜：風浪依舊聆聽，救主當年所發吩咐聲音。
（三） 我靈，鎮靜：若因離別悽惶，若在淚谷，四顧黑暗茫茫，
此時更見我主慈愛深長，親來安慰，使你停止悲傷。
我靈，鎮靜：莫憂所失所亡，主恩豐富，日後賞賜無量。
（四） 我靈，鎮靜：日月過去如飛，到時我眾，永能在主周圍，
失望驚惶，完全消踪滅跡，憂愁忘記，純愛之樂再起。
我靈，鎮靜：世變淚痕既逝，我眾歡聚，大家平安永憩。阿們。

唱

致

謝 ........................................................................ 文力申先生

報

告 ........................................................................ 主

席

瞻仰遺容 ............ 請依次行至聖堂靈柩前致意瞻仰，勿鞠躬跪拜。
成 ....... 主禮人、靈柩、家屬親友依次步出聖堂....... 眾
6

立

詩 ............... 耶穌領我歌（普頌四五七首）............... 眾

立

（一） 耶穌領我，我真喜歡！蒙主引導，心中平安！
無論日夜動靜起坐，耶穌聖手時常領我。
（二） 有時遭遇困苦憂傷，有時大得喜樂安康，
無論危險，無論穩妥，全靠耶穌親手領我。
（三） 我願緊握恩主聖手，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遇禍遇福，兩般皆可，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四） 到時完成一世路程，靠託主恩，完全得勝，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副 歌：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因蒙主恩親手領我。阿們。

祝福差遣 ......................................................................... 李景雄牧師

禮

坐

祈

禱 .......................................................................... 范建邦牧師
生命的主，我們的神天父上帝，文國偉牧師已經走
完世上的路程，他可以從勞碌中得到安息。我們現在將
他的遺體火化在這裏，讓塵歸塵、土歸土、灰歸灰。我
們懷着堅定盼望，深信他將藉着我主耶穌基督復活大
能，得享永生。願榮耀歸與永活的我主耶穌基督，永無
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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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 （詩篇九十篇一至三、七至八、十二、十四至十七節）......何慧儀牧師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
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你
使人歸於塵土，說：「世人哪，你們要歸回。」我們
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驚惶。你將我們的罪
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求你指
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
喜樂。求你照着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
歲，使我們喜樂。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們顯現，願你的
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願主——我們上帝的恩寵歸於我
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
願你堅立。

火葬祈禱 ............................................................................. 林津牧師
眾生之父，我們為那些我們所愛，但彼此不能再見
面的人禱告，求你賜給他們平安，讓永恆的光照耀他
們；在你仁愛的智慧和大能裏，實現你在他們裏面完美
旨意，藉着我主耶穌基督祈求。阿們！
滿有憐憫的天父、賜人各樣安慰的上帝，你的一切
創造皆非枉然，凡你所造的，你都關愛有加。如今你的
兒女們喪失親友和牧者，求你憐憫他們，藉你的恩典幫
助他們，在你裏面得着安慰和力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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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 再相會歌（普頌五一九首）................ 眾

立

（一）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主為良師常指導你，
主為牧人常養護你，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二）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主展全能羽翼護你，
主賜日用糧食養你，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三）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生活危機雖侵擾你，
仁愛聖臂必衞護你，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四）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愛的旌旗常率引你，
死的冷波不能傷你，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阿們。

獻

花 ......................................................................... 眾

立

唱

詩 ................................ 讚美詩 .......................... 眾

立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鴻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祝福差遣 ......................................................................... 李鼎新牧師
願上帝賜恩典給在世者、賜安息給離世者、賜
平安給這世界、賜永生給我們和所有忠心的信徒；
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賜福與我們，保護
我們，賜我們平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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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國 偉 牧 師 行 述 (1937-2020)
文國偉牧師，原籍廣東寶安，1937年6月16
日在香港出生。幼年遇上戰亂，舉家遷居澳門。
抗日勝利後返回香港，小學階段在敦梅學校接受
教育，中學階段先後就讀於聖保羅男女中學及拔
萃男書院。早年參加循道公會聚會及團契，於
1956年在香港堂接受堅信禮，熱心事奉。後獲教
會推薦，於1961年遠赴英國倫敦列治文神學院
（Richmond Methodist Theological College）接受神
學培訓，取得神道學學士，再於1965年倫敦大學
修畢教育文憑。
年青時期的文國偉牧師
返回香港後，於循道中學任教，兼任校牧，並協助九龍堂工作，
1964年獲循道公會接納為預任牧師，1967年被按立為屬管牧師。1973
至1980年出任循道中學校長；擔任牧職之後的卅三年間，先後於循道
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安素堂、信望堂、香港堂、鴨脷洲佈道所、救
主堂等不同堂會牧養，並曾擔任香港聯區聯區長及牧師部書記多年，
文牧師於1997年退休。

文牧師的講道自成一格，講章言簡意賅，尤其喜歡引用傳統中國
文學及哲學思想，幫助會眾從不同角度了解聖經真髓。此外，文牧師
記憶力超強，講道素來毋須看手稿。文牧師最喜愛的金句是約翰福音
三章十六節：「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由於文牧師中、英文俱佳，故亦經常協助教區長及會長處理英
文書信來往。1980年代起，文牧師投入文字事工的事奉，先後翻譯
多本研經及靈修書籍，其中包括巴克萊著作《每日研經叢書》系列中
的《馬可福音注釋》、《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注
釋》、《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注釋》、《希伯來書注
釋》、《啟示錄注釋》（上冊及下冊），以及施耐達著《奮進的衞斯
理與教會更新之模式》等。文牧師亦擅長研究循道宗及衞理宗教會來
華歷史，著有中英文版的《水手館的故事》及《循道衞理入神州》。
文牧師赴笈英國期間，認識了來自新加坡的倫敦大學生物化學博
士生——周幼琪女士，並於1966年結為夫妻。兒子力申、女兒碧青分
別於1968年及1970年出生。師母婚後成為全職家庭主婦，相夫教子，
培育兒女成才。力申從事音樂和教育工作，碧青在美國紐約從事金融
投資業務。

2014年慶祝師母生辰

1969年循道中學校祖日全體教職員合照，前排左四為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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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鳥取沙丘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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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師和師母熱愛旅遊，除了南極洲外，足跡遍及世
界各地。文牧師從不參加旅行團，每次出遊之前，必親自
策劃，鉅細無遺，行程豐富多采，帶領師母和兒女，透過
行萬里路，增廣見聞。
文牧師向來喜歡運動，包括游泳和羽毛球，年青時
學習太極拳，之後數十年，每天早、晚各練太極拳一遍。
2015年6月，文牧師在家中不慎跌倒，腦部出現血塊，到
養和醫院治療，同年7月康復後出院，自此深居簡出。
2020年，文牧師身體轉弱，步行和吞嚥出現困難。
6月24日因發燒，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診治，經過服用
抗生素及治療後，情況有所好轉，7月1日轉到沙田醫院
療養。7月13日，因肺炎被送回威爾斯醫院，需用呼吸機
協助呼吸。7月18日，文牧師在兒子力申和兒媳韻婷陪伴
下，並透過視像與身在家中的師母及身在美國的女兒碧青
團聚，在晚上11時15分安詳離世，安息主懷，在世寄居
八十三載。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提後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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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偉牧師於1989-93年及94-97年擔任牧師
部書記負責闡釋牧師部之提案

1977年九龍循道幼稚園
畢業禮

到訪俄羅斯聖彼得堡 (2006)

1975年10月25日循道衞理聯合感恩崇拜，文國偉牧師(中排右一)
遊覽以色列耶路撒冷哭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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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愛之情
文國偉牧師夫婦與女兒(左一)及兒媳(2019)

REMEMBER ME
nn n n n n n
You can shed tears that he is gone,
Or you can smile because he has lived.
You can close your eyes and pray that he will come back,
Or you can open your eyes and see all that he has left.
Your heart can be empty because you can’t see him,
Or you can be full of the love that you shared.

南京(2005)

You can turn your back on tomorrow and live yesterday,
Or you can be happy for tomorrow because of yesterday.
You can remember him and only that he is gone,
Or you can cherish his memory and let it live on.
You can cry and close your mind, be empty and turn your back,
Or you can do what he would want:
Open your eyes, smile, love, live life and go on.

死海 (2010)

- By David Harkins, in 1982

- The verse – sometimes also known as "She Is Gone" – has often been given an
anonymous attribution, but the author claimed his original authorship after it was
chosen by England's Queen Elizabeth II as part of the funeral ceremony for her
mother, 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 in 2002 *

蘇州 (2011)

- The verse is contributed by Mrs MAN KWOK WAI to commemorate The Revd
MAN KWOK WAI in 2020

金婚紀念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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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在家住在教堂內的牧師住所。

我幼稚園和小學階段，爸爸在循道公會九龍堂擔任牧師，我們一

爸爸是牧師，加上以教堂為家，這在我的同學當中可謂絕無僅
有。同學們出於好奇，會問我身為牧師之子的日常生活，我會回答他
們：「其實沒有甚麼特別。」
爸爸在家中是慈父，對我和妹妹循循善誘，並給予我們很大的自
由度去選擇前路。爸爸知道我自幼對音樂甚感興趣，十分樂意悉心栽
培，為我尋找合適的鋼琴、小提琴導師和購置樂器。中五畢業後，開
明的爸爸沒有勉強我升讀中六，卻允許我到香港演藝學院修讀音樂文
憑，唯一的條件是畢業後必須升讀大學。演藝學院提供全面的音樂培
訓，為我日後擔任教會詩班的司琴，建立了扎實的基礎。
在演藝學院期間，我以自修生身分先後報考香港高等程度會考
和高級程度會考。當年爸爸是我的宗教科私人導師，為我講解「神的
愛」Agape、「神的道」Logos等重要神學概念。憑着爸爸的鼓勵，我
在英國語文、音樂和宗教等科目均考獲優異成績。演藝學院畢業後，
我入讀香港大學，沒有辜負爸爸的期望。

提起爸爸，不能不提旅遊。爸爸
媽媽熱愛旅遊，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
間，夫妻二人結伴同遊，足跡遍及亞
洲、歐洲、澳大利亞、北美洲、南美
洲和非洲。爸爸從不參加旅行團，每次
出遊之前，定必親自策劃豐富行程，讓
我們一家透過行萬里路，增廣見聞。
1978年夏季，爸爸安排長達五十六天的
歐洲之旅，遊歷九個不同國家。旅程
當中，我們在挪威西南部風光如畫的
翁達爾斯內斯（Åndalsnes）接受當地
報章採訪，原來在我們之前，從來沒
有香港人踏足過當地。
大學畢業後，我投身教育工作，之後有一段時間沒有和爸爸媽媽
一起旅遊。受到爸爸的薰陶，我與妻子婚後多次旅遊，每次也是由我
自行策劃行程。2005至2011年間，我和爸爸媽媽遊歷中國南京、蘇
州、埃及等地。2010年聖誕，爸爸繼1965年後第二次出遊以色列，並親
自擔當導遊，帶領媽媽和我重溫二千多年前耶穌基督在聖地的腳蹤，並
參觀伯利恆、耶路撒冷、馬薩達、庫姆蘭、耶利哥等地的古蹟。2012
年，妻子韻婷首次與我爸爸媽媽同遊，一起到台北歡度聖誕。
爸爸不常在別人面前展現燦爛笑顏，但他並非一個嚴肅古板的
人。爸爸做事一向認真盡責，有條不紊。爸爸當年委身文字事工的事
奉，不時在家中進行翻譯研經及靈修書籍的工作。見到爸爸全神貫注
的態度，我和妹妹都不會打擾他。爸爸經常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高質量
的工作，讓我們明白專注努力換取美滿成果的道理。
爸爸於1973至1980年間出任循道中學校長，不少循道中學舊生在
畢業後與爸爸仍然保持緊密聯繫，部分舊生更和爸爸成了莫逆之交，
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者，非陳振漢醫生莫屬。過去數十年，陳醫生是
我們一家的家庭醫生，對爸爸的健康照顧得無微不至。更難得的是，
陳醫生願意付出時間去關懷爸爸。身為香港堂教友，陳醫生在每週早
堂崇拜後便會和爸爸一起吃早餐，兩人無所不談。爸爸和陳醫生亦師
亦友，彼此間建立了深厚情誼。

2010年新春與兒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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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向來喜歡運動，包括游泳、乒乓球和羽毛球。爸爸年青時學
習太極拳，之後數十年，每天早、晚各練太極拳一遍。2015年6月，
爸爸在家中不慎跌倒，腦部出現血塊，到養和醫院治療，同年7月康
復出院，自此深居簡出。
2020年，爸爸身體轉弱，6月24日因發燒入院接受治療，後來情
況有所好轉。7月13日，爸爸因肺炎被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需用呼
吸機協助呼吸。7月18日晚上11時15分，爸爸在家人陪伴下安詳地離
世，安息主懷。
我們一家都願意順服天父的旨意。哀傷雖然難免，但知道爸爸已
不用承受肉體的病痛，並先一步回到天父懷中，返抵天家。為此，我
們充滿感恩，也期盼將來在天家與爸爸重聚。
爸爸經常鼓勵信徒務必言行兼顧，實踐聖經教訓和見證主的愛。
爸爸深信生命是天父賜予的，當熱愛和珍惜，並獻上生命，見證主的
愛，常為豐盛的生命感謝和讚美天父。
最後，我以爸爸近年最喜歡的詩篇廿三篇作結。天父的慈愛，有
如汩汩不息的清泉，透過詩人大衛感恩的詩歌，為爸爸離世前提供極
大的安慰：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文 國 偉 牧 師 —— 我 的 慈 父

我

和力申因工作關係在香港兒童合唱團相識，當時我是中級組的
指揮，力申則擔任出國演出組的鋼琴伴奏。1994至1996年間，
我們多次參與合唱團的境外演出，走訪美國、加拿大、日本、廣州等
地。之後，我倆在1998年結婚。
成為文家的媳婦後，我多了一位爸爸——文國偉牧師。爸爸是一
位學識淵博、令人敬仰的長輩，他對人和藹，處事公正，和爸爸相處
令我心曠神怡。爸爸十分開明和通情達理，和兒女的關係非常親密。
爸爸在給予兒女寶貴意見之餘，同時也容許很大的思想空間和自由
度，實在難能可貴。
每當講起旅遊，爸爸就有說不完的話題。力申和我在1998年到西
班牙度蜜月，除了巴塞隆那，我們還到達位處大西洋、在非洲摩洛哥
以西100公里的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力申當年自行擬訂整個
行程，令我頗為詫異，後來才知道他自幼受到爸爸薰陶，從來不會參
加旅行團。力申和爸爸同樣熱愛旅遊，令本來對旅遊興趣不大的我，
漸漸也愛上旅遊。2012年12月，我首次與爸爸媽媽同遊，一起到台北
過聖誕節，這是我其中一段美好的回憶。
爸爸和媽媽在2014年搬到馬鞍山，我們在同一屋苑居住，自此多
了相聚的時間。自從爸爸不慎跌倒入院後，我得到爸爸的信任成為他
的照顧者，我們的關係亦愈見親密。在病患中，爸爸從不抱怨，反而
依舊關心家人，還常常向照顧他的人道謝。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2020年7月18日晚上，爸
爸在我們陪伴下安詳地離世，
安息主懷。我十分懷念爸爸對
他人的包容和體諒，以及處處
為人着想的態度。在我心中，
爸爸既是慈父，也是我的良師
益友。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文力申

再見爸爸！我們將來在天
家再相聚！

2012年首次四人同遊台北

葉韻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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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o My Father –
I Love You and I Thank You
am the most blessed and fortunate daughter in the world, thanks to my
wonderful and loving parents.

From a very young age onwards, my father taught me and my brother critical

life skills and important habits by simply leading quietly with his own daily
examples of being a man who was highly focused, hardworking, persevering,

My virtuous father was a true inspiration and the consummate role model for

meticulous to a fault, and punctual--always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At the same

shining examples and saintly qualities of selfless love, compassion, generosity,

of humour. While my father spoiled me and my brother with his seemingly

came across in his journey of life. He achieved all of that in his subtle and

also taught us self-confidence and independence, and encouraged us to pursue

the world. With his heart of gold, my father led, taught and inspired us by his

time, my father never took himself too seriously--he also had a good sense

kind-heartedness and respectful consideration for each and every person he

unlimited patience and forgiveness during our childhood, he and my mother

patient ways, and with gratitude and joy.

what our hearts desire.

My brother and I are forever indebted to my learned and wise father who

Most importantly, my father was our biggest champion and protector, shielding

us how to truly appreciate all that God has created for us--the wonderful

felt absolutely safe and secure when my father was right next to me, and that is

frequent travels around the world. In doing so, our father illuminated for

brightly into eternity and guide us towards safety.

lifelong learning.

Dearest BaBa, we love you very dearly and you will forever remain my

taught us the correct values and the value of a good education. He also taught

us from darkness and fears with his heart of pureness and selflessness. I always

worlds of nature, culture, history and religion--through countless books and

the luckiest way to grow up as a child. May our father's light continue to shine

us the joys and gifts from developing a passion for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best friend and guide. We can never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the love you

showered on us and all the sacrifices you made for us over the decades. You
are sorely missed by all of us, but we shall be reunited by God.

BaBa, may you rejoice, smile and rest in peace in Heaven, knowing that you
were the best father and teacher in the world that my brother and I could ever

wish for, and the most loving and devoted husband and true partner for life
that my dearest mother could pray for.

Our family shall endeavour to continue to follow all of your shining examples
and make you glow with pride from Heaven above us. May the Lord protect us
all and grant us peace in all our days. Amen.

MAN BEC CHENG

2017年文國偉牧師慶生，左二為女兒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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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ve is patient and kind; love does not envy or
boast; it is not arrogant or rude. 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or
resentful; it does not rejoice at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Love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ends. As for prophecies, they will pass away;
as for tongues, they will cease; as for knowledge, it will
pass away.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the perfect comes, the partial will pass
away. When I was a child, I spoke like a child, I thought
like a child,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gave up childish ways. For now we see in a mirror
dimly, but then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have been fully known.

以色列死海 (2010)

攝於以色列耶路撒冷聖殿山 (2010)

So now faith, hope, and love abide, these thre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1 Corinthians 13
以色列馬薩達 (2010)

台北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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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偉排行第三。基於庭訓關係，我們沒有一位在同一行業工
們文氏家族這一支以國字輩排名，兄弟姊妹足有十人，國

作，因此我們一直都享受和睦的大家庭生活。

國偉從小對文學和中英文特別感興趣，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表
現。他有一興趣是很喜歡寫作、翻譯英文書籍和聖經，數量相當驚
人，往往一個普通房間才可僅夠存放他的作品。在國偉有生之年，曾
在短短一個晚上只用寥寥數十字便寫出了家父一生經歷，在家父辭靈
當天告貼在靈堂上，我們對他的才華均十分拜服，最後國偉的墨寶亦
刻鑿在家父的墓碑上。自此，每當我們拜祭家父時，都能重溫家父的
奮鬥往事和做人道理，使我們時刻也能以之記省為處世的座右銘。

1968年10月在啟德機場為五弟國棋
前往澳洲悉尼送行 (由左至右)：
四弟國榮、五弟國棋、二哥國柱、
三弟國偉

國偉大學選科時到了海外進修神學，畢業回港後，除了在教會擔
任牧師外，還在循道中學任校長，決心履行他造福社會和幫助別人為
己任的心願。
不久前，驟然得悉國偉離開了我們的噩耗，哀慟不寧，多晚不能
成眠。可幸是想到國偉的一生能夠實踐他志願的工作，以及他的一對
子女各有成就、才德兼備，相信國偉亦該無憾。
我們家族各人都希望他的心意永存，永無休止的延續下去。

二哥

文國柱
眾兒孫到文合輝先生家中拜年 (1978)

1989年1月7日兄弟飯敘（由左至右）：二哥國柱、
三弟國偉、大哥國森
文國偉牧師之父親文合輝先生80歲生辰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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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小到大偉叔叔（文國偉先生）給我的感覺是和藹可親，從未
見過他向別人大聲說話。小時隨父母到他家中探訪，十分
羨慕堂兄和堂妹可以通屋跑跳，屋內的牆上又可以塗滿堂妹的畫
作。還記得當時偉叔叔介紹堂妹的畫作時，說只要她喜歡就可以
了，要讓他們自由發揮。到高小時我問偉叔叔如何向堂兄妹們學
習，做到既可成績優異，又有時間達到如此高的音樂造詣，偉叔
叔便回答，說讀書不能只靠強記，還要看是抱着甚麼心態學習，
只要掌握到箇中竅門便能發掘到其有興趣的地方，加以鑽研了。

2010-11年間文氏兄妹聚會 (由左至右)
前排：國柱伉儷、國森、國偉
後排：國榮、十弟國熾、八妹國愛伉儷與子女、九妹國英、七
妹
國平與國英的女兒和朋友

及後日漸長大雖然見面少了，但間中偉叔叔仍會致電給我，
無所不談，當說及妻子的時候，他的聲線多年來也是顯得特別溫
柔。每當得知堂兄妹各有卓越成就，也感到高興。偉叔叔表示他
們能夠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十分高興，他說不會干預子女的意
向，只希望兄妹間能夠永遠互相扶持、快樂及依照自己喜歡的方
式生活。有一次我們談及宗教題目，他的見解令我大開眼界。記
得在掛線前他叮囑無論何種信仰都是導人向善，每個來到這世界
的人雖然有着不同使命，但絕不能有害人之心，如能力許可便要
幫助別人。
在與偉叔叔言談間，發覺他縱使有不開心事情，也沒有抱
怨；有開心事情，他亦沒有吹噓；談及各叔伯和問候家中各人，
語氣謙遜。一切像輕描淡寫的娓娓道來，但可感受到他內心對各
人的關懷。
少時其實很多道理是不知其所以然，到如今回顧歷年來的點
滴，使我覺得文國偉先生是一位懂得怎樣教導後輩的好老師，一
位豁達而開明的君子，一位好父親和好丈夫。他不單學識淵博，
思想亦十分前衛。雖然我也是一個喜聚不喜散的凡人，但十分感
恩在過去的不同人生階段裏，能夠不斷得到偉叔叔的循循善誘和
生活上的分享。

侄女
文婉玲
兄弟飯敘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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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d Man Kwok-wai
od grant eternal life to His servant Man Kwok-wai and grace and peace to
Patricia and their family.

It is a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pay tribute to a friend in Christ. We were fellow
students sixty years ago at Richmond Methodist Theological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ere in addition to our academic studies we were training for ministry,
evangelism, pastoral care and discipleship.

We both met together, with one or two others, to drink tea after evening prayers each
evening and discuss the Bible, theology, culture, our hopes for the future and how
God was leading us in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of Jesus.

亦師亦友

文

牧師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輩，可以說亦師亦友。我們相識於
循道中學，當時他是校長也是老師，但是畢業後我們也跟着
少了聯絡。後來他當了香港堂的主任牧師，我們又再一次遇上。
我真的很感激天父給予我們重遇的機會。我也特別喜歡聽
他講道，他講道的時間恰到好處而且簡潔鏗鏘。我最欣賞他的地
方是他能夠在短短的二十至三十分鐘內把聖經的教訓講得生動有
趣，好使我們能夠容易明白真道及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每逢早堂後我們都會一起吃早餐，無所不談。轉眼間，我們
已分享了許多年的早餐，我非常懷念及珍惜這段時光。我在文牧
師身上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真是獲益良多。
有很多的星期天，我都會懷念我們一起吃早餐的日子。感
謝神派了一位牧者在我身邊與我一起成長。當我回想這一切的時
候，都覺得自己特別蒙福。我們現在只是暫別，基督必再來；我
們必再見！多謝文牧師；再見文牧師！

陳振漢醫生

Kwok-wai was courteous and kind and totally trustworthy. He took time to care
for us, listening to us and sharing wisdom and ideas from Hong Kong. Our College
motto was “Pro Christo et Ecclesia” and he was a model student, willing to serve
Christ and the Church.

In 2002 it was a great honour for me and my late wife Sylvia to represent the UK
Methodist Conference at the vibrant Hong Kong Methodist Conference. This was
a significant occasion for both of us. We celebrated with you the great work of
God being accomplished in y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social and pastoral care,
evangelism, community service and the life of Churches and Chapels. We received
great welcomes and wonderful hospitality.
One the special joys for us was to meet Kwok-wai whom we had not seen since 1962
in London. It was a privilege to sit with him in your Conference and to hear his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your ministries and achievements.

In every Conference there are those who exercise authority under God and the Revd
Man was not one of those people.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benefactors because God
has blessed them with great wealth and benevolence and the Revd Man was not one
of those people.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servants and who wash our feet and that is
where I found my friend the Revd Man, as always, following the Servant King, Jesus
Christ our Lord.
May Kwok-wai rest in peace and rise in glory.

The Revd Dr. Malcolm Braddy
Minister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Britain
and the Revd Man’s classmate

The Revd and Mrs Malcolm Braddy
與文國偉牧師相聚於2002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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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 誼
情
2009年3月27日牧師部週年會議全體照，文國偉牧師於前排左三

文牧師：

文循道衞理同工。他一向沉默寡言，尤具是最近幾年聽說他健康不
國偉牧師去世的消息傳來，即時的反應是失去了一位三十多年的

讓我衷心的代表教會，感謝你多年的委身、付出和貢獻。

感謝主對你的揀選和呼召，並為祂國度的緣故，賜你一份既獨特，
又多姿多彩的牧職。你先以牧師的身分，投身本會教育工作，擔任循道中
學老師、校牧和校長，及後你又全時間投身多間堂會的牧養職事。在我
心中，你是一位「不喧嚷，不揚聲」，努力地默默耕耘，不喜歡鎂光燈，
甚至可說是一位虛懷隱藏的牧者。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基督教文字
工作上的許多付出和貢獻，那套廣為牧者和信徒參考和使用的巴克萊《每
日研經叢書》，便是由你以一人之力和堅忍不拔的熱誠，將新約廿七卷當
中十一卷翻譯成書，讓許多華語世界的基督徒藉此認識聖經真理，建立生
命。這可說是你忠誠委身，有許多聽眾的另一個「講壇」（當然你的譯作
不止於此)。
然而對本會來說，你其中一項重要和獨特的貢獻，就是透過文字，用
心地對我們後輩介紹本會和本宗的歷史。我雖在本會長大，但對本會和本
宗的故事認識不多，若沒有你在許多年湮代遠的史料中不斷努力發掘和篩
選整理，我們是無從知道百多年前本會早期的發展歷史。還有那十位循道
公會華南教區主席、香港循道公會八位主任牧師及二十三位香港堂義務教
士的生命故事和《循道衞理入神州》這本精簡小書，因着你不為人知的努
力，今天我們獲益匪淺。透過你默默的工作，我們不單知道本會的歷史往事
和同工同道的雲彩見證，這些歷史事蹟同時也給我們信心和挑戰，學習先賢
懷抱高瞻遠矚的信心和眼光，在艱難中堅靠上主，忠勇地與上主同工同行。
相信你知道你最為弟兄姊妹津津樂道的牧職事奉，也是我們要努力學
習的，就是言簡意賅的講道。你的講道既不冗長，也沒有東拉西扯，而是
清楚、簡潔，有條理和透徹的將信息帶出來。相信上主給你良好的歸納、
組織和推理能力，但也一定是加上你廣泛閱讀和用心思考的習慣，讓你能
不用撰寫講章也可帶出美好的信息。

太好，加上跌傷了腿，我想去探訪，但他總是表示不要勞煩別人。我
想他有師母在一起，兒女各有所成，他就是這麽自給自足的人。
文牧師本人雖然說話不多，但其實為教會效勞不少。

從他早期在英國學成歸來，據我所知，他是長輩牧者——黃仲凱
牧師和黃作牧師——的得力助手。例如作為一個英國循道公會與香港
循道公會之間的聯繫（尤其是書信的往來）；從英國循道公會派來的
傳教士適應香港環境的事上他也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到了「循道」和
「衞理」兩會磋商聯合的時期，文國偉（循道公會的第二代）和衞理
公會同一代香港華人傳道人之間肯定沒有隔膜。就在那時期我認識文
牧師，與文牧師都無語言上、神學上的隔膜可言。
再說文國偉的沉靜少言性格，他講道也是如此。他的講章都是精
簡的，而且不用寫好全篇的手稿，最多是幾行字、表示分段。他簡短
的講章總是一針見血，有信息可傳。
文牧師不但講道言簡意賅，他的文章也是如此。他撰寫一本小書
《循道衞理入神州》，用簡明的言語追蹤英國循道公會從最初的來華
宣教事工開始，細心分析並用圖解述說循道衞理諸派系來華宣教的故
事，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延續這個故
事。期望日後本宗所有華人堂會的圖書室都藏有這一冊小書。

李景雄牧師

你是上主賜給本會和教會
界一份美好和獨特的恩典禮物，
為你被上主使用和作出的貢獻感
恩、為你留下的典範感恩。願你
在上主永恆的喜樂和平安中，與
我們一起繼續敬拜事奉祂。願你
所作的一切皆蒙主悅納稱讚。
林崇智牧師按立典禮(1987)，文國偉牧師(前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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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智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現任會長

1975年 10月 25日 循 道 衞 理 聯 合 感 恩 崇 拜 ， 文 國 偉 牧 師
(左一)，旁為李景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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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到遺憾甚至是自責，自己在近數年來沒有主動與他聯絡相聚。記

別矣！文牧

得知文牧師離世、安息主懷之消息時，內心有種失落和感嘆，感

突

接到文牧離世消息，噩耗傳來，極感難過，當讀畢其公子所撰寫
有關他的生平，更引起了不少回憶，感觸良多。與文牧相處及同
工數十載，深感其才華洋溢，無論中英文造詣俱深。他記憶力特強，
對本會歷史更如數家珍；曾翻譯多本釋經及歷史著作，膾炙人口，並
任循道中學校長多年，對本會學校教育貢獻良多；後牧養多間堂會，
至今教友仍懷念不已。惟文牧性格內向，不喜交際，不拘小節，不慕
名利，恬淡自如，生活簡樸，退休後更少參與教會事務，隱居家中，
研讀中國哲學，與他傾談常引用老莊名句，使人如面對隱世高人之
感。
走筆至此，突想起陶淵明著名詩句，正正描述文牧超脫俗世的人
生態度：「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
辨已忘言。」
文牧雖甚少參與教會活動，但每
逢牧師部週年會議必報告近況，並關
心教會發展，亦為教會祈禱。文牧抱
恙期間，未能親臨探候，深感歉疚，
願主看顧安慰師母及其兒女與家中各
人。別矣！文牧！現息了人世的勞
苦，在天父家中得享永生與榮耀，並
願在父懷中恩惠慈愛永相隨。阿們。

李炳光牧師

得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和交談幾句是在他出席週年牧師部座談會，當時
我約他一起吃午餐，但他說：「不方便，甚少外出。」在此之前，他
勉強應允我出席飯聚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當時他說是專程從沙田坐的
士到灣仔赴會，我推想他回程也必是乘專車回家。

文牧師不單牧職輩份比我高（他按牧時我還未神學畢業），當時
我倆分屬「循道」和「衞理」教會，但在1975年兩會聯合前，我們亦
有機會見面交流。1968年我被接納為「試用傳道」，在衞理堂事奉。
雖在崇基接受神學訓練時，讀過周郁晞牧師教授的衞理宗教會歷史和
神學觀，但對整個循道宗的歷史和分流發展的認識，則是從文牧師所
著的《循道衞理入神州》而來，獲益匪淺，開闊了我的視野。我在聯
合醫院任院牧時，文藝出版社邀請我翻譯我在伯明翰大學的教牧學老
師Dr Michael Wilson所著之“A Coat of Many Colours: Pastoral Studies of
the Christian Way of Life”，我自知不足，因而推薦文牧師，他在文字
和學識上比我更高、更強、更好！
從我有限的交往中，文牧師有兩點很獨特的牧職風格是我很欣
賞和羨慕，是我至今仍未學到。一是他那種悠然自在，充滿信心而又
令人對其肅然起敬的風度；另一是讓我佩服不已的講道能力，他不用
講章，但卻引人入勝，詞簡意深，他講完坐下我仍在沉思他的一言一
句。他生命的內涵不靠外表衣着服飾來表露，甚至很少見他穿牧師
袍；他的講道大綱早已烙在他的生命中，無須紙筆寫出！
2008年我在倫敦生活時，參加循道公會Hinde Street Methodist
Church，認識了一位退休牧師The Revd David Cruise，原來他是文牧師
在列治文修讀神學時的同班同學。每次見他，他都會問候文牧師的近
況。
文牧師是位謙和內斂、溫文爾雅、在信仰上探索不懈的牧者。今
天，他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已經守住了。

1997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會長李炳光牧師
(右)致送榮休紀念品予文國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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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師，感恩能成為你的同工！

李鼎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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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文牧師的溫文爾雅

約

在1967年，文牧師剛按立牧師不久，被派到觀塘堂主日崇拜講
道，當時我們一群少年人對他非常欣羡，因為知道他剛從英國留
學回來，他有一種溫文爾雅的紳士形象。
至1973年，我修讀神學，週末在九龍堂實習，才開始和文牧師有
個人的頻密接觸。最記得1974年的暑假，我在九龍堂全時間實習，有
一天，文牧師特別來找我，對我說：「盧龍光，我有些神學書籍，現
在很少用了，送給你吧。」我當時非常高興，因他給我的，都是當時
很難在香港買到的英文神學書籍，雖然不少是60年代或之前出版的，
很多都是重要的著作；到今天我還保留着這些有他簽名的書籍。
文牧師的講道風格非常突出，博學而思想敏捷，說話不急不緩，
聞說他有些講章，只寫在電車或巴士的車票上，講道最短的時候只有
八分鐘，最長的大概也不會超過十五分鐘，但言簡意賅，時常發人深
省，這是誰也學不來的。
文牧師說話不多，但是每次見面，都非常親切，有時他還拉着我
的手來問候。他為人低調，據說他結婚的時候，故意在英語循道會舉
行，即現在的國際禮拜堂，並且不發請帖，所以參加的人很少；而他
的形象有時是不修邊幅，一條領帶可以帶很長的時間，頭髮好像很少
整理，據聞有教友在他結婚的時候，送了一把梳子給他作禮物。文牧
師的逸事趣聞，也經常在熟悉他的弟兄姊妹中私下傳遞。
近年文牧師因為體弱，更少出來參加我們的牧師部會議，突然聽
到他離世，心中難過和不捨，懷念他的溫文爾雅，裝束簡單，親切而
不多言的形象！
主息了他在世的勞苦。文牧師，天家再見！

盧龍光牧師

能認識文牧師，一生無憾。

我於1975年奉獻作傳道人，修讀神學，被安排在加士居道九龍堂
實習，及後又被調派在這堂所事奉。雖然只是短短五年的日子，但與
文牧師接觸的機會最多。當然後來在同一教會事奉，也經常有接觸。
我最後在香港堂事奉，他退休後，也常來香港堂參與崇拜，亦多有交
談機會。
從接觸中，看到文牧師溫文的性情和多方面的才能，實在非常羨慕：
(一)		他溫文爾雅。正如他的一位下屬司徒淑嫻校長所說，文牧師從
沒有疾言厲色的待人，總是帶着微笑，細語的與人交談。遇有
不同意見時，他會安靜聆聽，不與人爭拗。
(二) 學養高深，但從不誇耀自己。他對聖經、對中國文化哲學都有
涉獵，也常將兩者融會在一起，與人談論人生和信仰，但他從
沒誇耀自己擁有此等學識。
(三) 講道精簡，但意境甚深。人人都知道，他講道多只是十分鐘左
右，從沒有不必要的說話，兩三個要點已將要說的道理講得清
清楚楚。正如上一點所說的，除聖經外，他引用一些莊子哲
理，教人更深體會信仰之廣和深。他告訴我，他的講章只是寫
在一張電車票或巴士票背後（當時乘車會有一張不大於兩平方
吋的車票）。一張車票能寫得多少個字？明顯的，他的講章已
在他腦海中。沒有激昂的語氣，只是溫和的語氣，但令人進入
更深的反思。
(四)		文字工作。他曾替出版社翻譯不少書籍，再讀他翻譯的書籍
時，總看到文字的精簡，但能將原作者的意思清楚表達出來。
能講能寫，實在是上主給他的恩賜。
文牧師擔任過不少工作，除了學校教育外，他常被調派到一些不
容易的工作單位主理事工。他的忍耐謙讓，均能贏得單位內同工與會
眾的接納。
能認識文牧師，並與他在同一教會事奉，向他學習，實在是一份
福氣。
文牧師在世時留下美好的腳蹤，現在安息主懷。

袁天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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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謙君子，良師善牧

認而不容易接近。他上課時用心教導我認識聖經真理，是我的一
識文牧師是我在循道中學讀中一的時候，那時的感覺是可遠觀

文一語中的。特別文牧師講道，簡直無人能及，簡而精。
牧師給我印象沉默寡言，會議中說話不多，但一出聲就

相信很多聽過文牧師講道的人都一定認同。
雖然與文牧師沒有很多接觸，但令我深刻有兩件事。記
得很多年前，文牧師雖然退休，但每年牧師部週年會議他一定
會出席上午部分，並且一定早到，很多時我都是趁這時間與文
牧師交談，每當我問他最近去了甚麼地方，他一定滔滔不絕，
很興奮地分享遊歷趣聞，令我們後輩羨慕不已。
另一件就是我擔任宣教牧養部部長時，每年要負責與同
工編寫崇拜之經課表，文牧師雖然不能出席會議，但卻答應我
幫忙「守尾門」，當我們一班同工編好自己要負責之部分後，
便請文牧師為我們作最後審議和潤飾，他每次都非常認真幫忙
修改，以致我們能夠順利完成這重要工作，實在非常感激文牧
師。
當收到您7月18日在摯愛家人陪伴下離我們而去，心感難
過和不捨。但知道您已奔走完世上的路程，在主裏得享安息，
文牧師，我們為您的生命感恩。盼天家與您再相會！願主親自
安慰文師母、力申、韻婷和碧青。

潘玉娟牧師

位良師，後來更成為我們的校長。偶然在九龍堂附近遇見他與師母出
外做運動，遠遠便和他們打招呼。
年少時，很喜歡聽他在九龍堂崇拜講道，因為他言簡意賅，卻帶
給我們很多提醒和反思！
當自己成為同工和文牧師有更多接觸後，與他聊起一些本會的歷
史和往事，才發現他原來很健談，對教會重要的事件如數家珍。看着
他如童真的微笑，感恩本會有這一位善牧。
認識文牧師的同工與弟兄姊妹，都佩服他對文字工作的熱誠和恩
賜，中西文化學識淵博，更是一位謙謙君子。
離別縱然是傷感與不捨，但深信我們總有一天能在天家再相聚！

王玉慈牧師

念．文牧師

7

月22日早上，在牧師群組得知文牧師離世的消息，心裏不單感到
突然，還浮出一種茫然的感覺。

文牧師學識淵博，為人謙遜溫厚，他的著作《循道衞理入神
州》，是我翻閱最多的一本小書。由於他擅長本宗歷史研究，所以我
和他見面時，較多談論的話題便是「循道衞理在澳門」。
記得我還在澳門事奉的時候，文牧師已經提出，在戰亂時期，循
道衞理宗的先賢曾經在澳門逗留一段時間，繼續辦學和教會聚會，只
是不知道地點位置在哪裏。他還囑咐我有興趣的話，可以追查一下。
話猶在耳，還想着待自己退休之後，再向他請教多一點當中佚
事，甚或一起重遊舊地，此刻只嘆機會已過。高山仰，雖不能及，然
心生嚮往，天家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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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禹勤牧師

驟

一鱗半爪憶「文牧」

聞噩耗，內心痛惜不已。

我和文國偉牧師之交情始於上世紀50年代，當時大家都是中學
生，同屬灣仔循道公會香港堂青年團契，為團契之活躍分子。1956年
教會差我往新加坡三一神學院攻讀神學，1960年回港後被派往循道公
會九龍堂並兼任循道中學校牧助理，時文國偉也在中學服務。1961年
他被差遣往英國倫敦附近之列治文神學院，兩年後教會也同樣保送我
往該院進修。我初到貴境，幸有國偉師兄不時給我生活和學習上之指
引，很快就適應新環境。他人緣甚佳，得同學與師長們的喜愛，我們的
新約科教授 Marcus Ward 就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及他，對他讚賞有加。
1964年他神學畢業，但仍留校繼續攻讀教育文憑。我於翌年畢
業，同年七月，我與以前新加坡三一神學院之同學馮叠歡在當地結
婚，文國偉也是我倆的其中一位證婚人。不久，我就北上蘇格蘭，在
愛丁堡大學進修，國偉也回香港服務。1970年後我回港，先在北角堂
服務，後調任崇基學院神學組任教職。在港時，因工作不同關係，我
和國偉多只在教會議會或特別活動時，才有機會碰頭聚舊，但從1982
年，我舉家移民溫哥華，在該地牧養教會，可幸在該教會中，有國偉之
兄長文國森夫婦，偶爾在他們口中得知國偉近況之一二，聊解懸念。
文國偉牧師一生勤奮好學，聰慧過人，無論在牧養教會、教育
或文字工作方面，都有很驕人的成績，有目共睹。我真佩服昔時的
Marcus Ward教授，他一早就已慧眼識英雄，知他終非池中物。
文牧師之離世，對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人才方面真是一個大的損
失。痛惜之餘，也祈求
天父保守安慰師母及眾
家人，並堅定大家對永
恒的信念，相信在永恒
的天家裏，仍有相會之
機緣。

潘應求牧師

英國列治文神學院畢業照(1964)，文國偉牧師(前二排右四)
和潘應球牧師(前四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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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港已三十多年，雖然其間也偶有回港探親或因事工而路過，但總沒有甚麼
機會與文牧聚舊。收到他離世的消息也是一點悵然，畢竟認識多年，是上
帝的僕人，也曾一同事奉。

五十多年前一個早上，我還是在讀高中吧，忘記了為甚麼那時候會在香
港堂，第一次踫到我不認識的這位年青人跑進來，他不是那種客氣寒暄的人，
也可能我年紀太小，旁邊的吳炳南牧師告訴我，他是文國偉牧師，昨天才剛結
婚，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見到文牧的印象了。
之後不多久我到台灣升學，幾年後回來，都是在香港堂度過我的教會生
活。雖然曾任青年事工幹事，但也沒有甚麼機會與文牧接觸，因為他的工作都
是在九龍聯區（那時候隔一道海還是很遙遠），遇見他的機會也不多，可能只
在一些大會上。他很少說話，翩翩君子類型。每隔一段時間在香港堂晚堂講
道，字字珠璣，很受歡迎，因為從不超過二十分鐘。更深印像的一次，我從講
台後面詩班座位上，看到他擺着一張小紙（好像是當時的電車票），那便是他
的講章，可能他在坐電車的時候想到要分享的信息而寫下吧。
1976年我入崇基神學院，其間三年還是在香港堂，踫到他的機會更少。
記得在一些總議會代表部會議等大會中，由於他的中英文都很好，擔任總議會
書記，卻是十分文靜；只記得他不拘小節，沒有熨的黑色牧師襯衣已變灰色，
牧師袍也是皺皺的，腳下穿着露趾的涼鞋、穿了洞的襪子，這種脫離塵囂的不
羈，在眾教牧中着實少見，但他卻自得其樂。
我從崇基畢業，第一年在香港堂跟隨李炳光牧師學習；而文牧已經在循道
中學任職校長多年，所以只在一些同工會議、退修會或總議會代表部會議見到
他。他沉默寡言，但偶爾幾句也頗為精警，讓在當時我們為數不多卻生龍活虎
年青一輩教牧中（當時梁光牧師稱盧龍光、袁天佑和我，加上後來的簡祺輝為
「四大天王」；陳彩恩宣教師叫我們「幾隻馬騮」）也不得不靜下省思；雖然
沒有太多交流，但他就是一位歷經世故的長牧。
我第二年暑假過後被調派到九龍堂擔任黃作牧師助理，當時總議會調派文
牧師專職文字事工。還記他搬出九龍堂牧師住所前幾日，我到他那裏與他談遷
入的事，並將問候卡送上，他只是淡然的多謝，沒有多說話。生命的歷程總在
上帝手中。
之後他更少出現在同工聚會的場合。我後來看到他翻譯的書本，包括巴克
萊的《新約釋經》等，只感到他的筆法清晰、行文暢順、內容貼切，上帝實在
使用他的後半生在文字工作上牧養眾人。
往者已往，讓我們就為着一生事奉主的牧者而慶賀生命，不是論成敗得
失；而是感恩在主裏服侍的那份堅執與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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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豪萬牧師

范甘霖、黃玉麟及李炳光按立牧師典禮，文國偉牧師(後排左一)

1985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後聚餐，文國偉牧師(中間戴眼鏡者)

1985年宣教同工退修會專題講座，文國偉牧師擔任主席，與施建德牧師合攝

文國偉牧師(前二排左一)

1984年循道衞理開基一百
週年紀念教牧研討會會後
聚餐，文國偉牧師(中)
1987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後聚餐，文國偉牧師(右五 白 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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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宣教同工退修會，文國偉牧師(右邊由後數下第二位)
1988年教牧同工退修
會(由左起)：文國偉牧
師、梁林開牧師、沈冠
堯牧師、梁光牧師、張
樂基牧師、黃作牧師及
李炳光牧師

攝會1989年牧師部退修會上，文國偉牧師(左二)首年擔任牧師部書記

1990 年 英 傑 時 夫 婦 訪 港 ( 由
左起) ：江大惠義務教士、
英傑時牧師、文國偉牧師及
李炳光牧師

1992年 世 界 循 道 衞 理 宗 華
人教會聯會第二屆宣教大
會歡迎晚宴上，文國偉牧
師與江大惠義務教士(右)

文國偉牧師於風雨中誦讀會祖靈
性復甦的經歷
1988年衞斯理約翰靈性復甦二百五十週年紀念聯合崇拜，文國偉牧師(前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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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歡送高佑恩牧師夫婦，文國偉牧師(前右一)

1993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文國偉牧師(右一)

2003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梁林開牧師(左)沈冠堯牧師(中)及文國偉牧師(右)

2001年 慶 祝 循 道 衞 理 宗 首 位 差 遣 員 抵 港 一 百 五 十 週 年 暨 香 港 循 道 公 會 及 衞
理公會聯合廿五週年紀念崇拜，文國偉牧師(前排左三)

2004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與英國循道公會代表Revd David Halstead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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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七月一日靈音稿

加倍感動

文國偉牧師

這個題目的出處是舊約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師
徒二人的對話。以利亞臨終前希望替弟子作一件事，
於是着以利沙放心請求。以利沙毫不客氣，立刻回答
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原文的意思是
「你若真的被接離開我，那就讓我雙倍承受你所有的
靈力」。以利亞知道只有耶和華才是靈力的賜予者，
這是他能力範圍所不及的。以利亞坦白說：「你所求
的甚難得，唯一的辦法是當我被接離開時，你若看見
我，就必得着，若看不見，就必得不着。」
聖經沒有敍述以利沙得着師傅加倍的靈力，但
結果他看見旋風接去師傅時，天上出現火車和火馬，
就是「戰車」和「馬兵」。在此刻，他又看見以利亞
仍在其中，意味着老師一生為上帝的緣故，經歷一段
如戰火般的掙扎，能敢言直說，並為真理而肯置身度
外。以利亞一生的總結如乘火車火馬飛躍而過，這是
一幅多麼鮮明而感人的圖畫。過去和將來，凝聚在這
一刻，莫非自己也要走相同的道路？
以利沙事實上承受了以利亞加倍的靈力，上帝曾
指示以利亞膏立耶戶作以色列王，以利沙照樣去做，
耶洗別曾追殺以利亞，以利沙為建立純正的宗教信
仰，授意耶戶清洗暗利王朝，以利沙一脈相傳的承襲
了以利亞的美德，建立以色列優良的先知風範。
「加倍感動」一方面是指權柄和能力的承接，另一方面帶領我們明白委身
和責任的雙重意義。師徒二人的啟應和權柄的傳遞亦可從以利亞擲下「外衣」
和以利沙「拾」起來的行動中，看見以利沙以學生和承繼者的身分，不負所
託，完成師傅所託的使命。以利沙步師傅的後塵，把自己的舊東西除掉，用以
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打水，面前的水變成乾地，親身走過去，如同以利

亞昔日一樣，為上帝作美好的見證。先知衣缽相傳，往往是青出於藍，希望
自己得着師傅雙倍的靈力又有何妨？
重要的是當自己加倍受感動時，不要為了名利而求自己的益處，而是投
身在「火車」和「火馬」中，讓聖靈帶領我們為真理而作見證。以利沙所求
的，不是自己的榮譽，而是一個「苦杯」，因為在日後宗教改革的舞台上他
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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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 風
春
1979年循道中學校祖日全體教職員合照，文牧師（前排中間）

I

first met Man Kwok Wai in 1960 when I arrived by ship from England to

I think since then I have been four times to Hong Kong. Though Kwok Wai

teach in the new Methodist College. The Church had already chosen him as

has not been much in the city, we have usually been able to meet up for some

Richmond College in London. In fact he should already have been in London

College Speech Day. I am told it was a memorable occasion for Kwok Wai as

a potential Chaplain and teacher there and intended to send him for training at

but he had contracted T.B and so his departure had been delayed. We became
good friends in those early days and we kept up the friendship when he was
able to leave Hong Kong and take up his ministerial training in England.

Indeed when I briefly returned to England in the summer of 1963 he came to
stay with our family in Lancashire.

Kwok Wai was always a quiet studious and gently learned man, fond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and knowledgeable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mingling of these traditions

occasion. I remember a wonderful meal when Rosemary and I came for the

well. I remember on another visit talking to him on Hennessy Road, near the
Church, surrounded by memories, and feeling very deeply in our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deep natural sympathies which were very precious.

So I am very sad to hear that my old friend has died. I am also very grateful

for his friendship over so many years and in such varied situations.

Brian Hollingworth
English Department Head of Methodist College (1960 – 1966)

and how they affected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became Christians. These were
interests which, at a much less competent level, I shared with him.

Yet, as a young man he was much more than only bookish. A Minister friend

who happened to be at Richmond at the same time has told me "it was Peter

Jarvis who was 'champion of champions' at table tennis before the Quiet Fellow

arrived. It was always a huge spectacle when they played each other but M.K.W.
was usually victorious."

I came back to England in 1966, before Kwok Wai had returned to

Methodist College, but, as you will know, he did serve as the Church intended,

first as Chaplain and then as Principal. For twenty three years we kept up a
correspondence but never saw each other.

In 1989 I came on a business trip to Hong Kong to recruit students for

Derbyshire College. I had a busy schedule and so I had made no fixed plans to
meet people, hoping that I could contact them on my last day when I would

have some free time. Then one of our events was cancelled so I volunteered to
take my companions on a ferry trip to Cheung Chau. Imagine my astonishment

when we got on the ferry and loudly from behind us a well-known voice called
out "Brian". Kwok Wai's voice from twenty three years ago! The Methodist

ministers were going on retreat to Cheung Chau to discuss the Church's
preparations for the 1997 changeover! Such moments of surprise and delight
would be well-nigh impossible in this electronic age, but it is something quite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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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were sorry to hear of the death of Man Kwok Wai. He was a
good friend and we valued him highly. Kwok Wai was Principal

of Methodist College when I was Chaplain, Supervisor and teacher. He
was a good colleague and we worked well together. He and his family

were our first visitors as we settled in Barker Road, and he brought
us the gift is a rice cooker which we valued for many years. We were
impressed by the musical talent of his son at that time and we remember
the whole family with affection.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his wife and family and the

whole Church at the loss of Kwok Wai.

還他。意思是指他會安排課室讓同學晚上在學校温習。

記得文牧師曾說過，如果同學在家中温習有困難，可以找

記起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每當二、三、四月間，晚間
坐在巴士上層，車子經過彌敦道時，總見校舍有課室燈火通明，
便知有同學挑燈夜讀，以學校為家，心中泛起陣陣暖意。後來社
會風氣日趨複雜，有扑頭黨、紅底黨出現，此德政才無疾而終，
但卻讓我印象深刻，現今仍有舊生記得。
這件塵封的小事，勾起我對文牧師管理學校的一個印象。表
面上雲淡風輕，波瀾不興，但骨子裏，有着他親民的同理心及對
學生的愛錫。

陶文理

Yours in His Service

Geoffrey and Amy Senior

循道中學教師 (1968-2004)、副校長 (2001-2004)

The Revd Geoffrey Senior is the Supervisor of Methodist College (1974 - 1981)

1979年循道中學校祖日全體教職員合照，文牧師（前排中間）
循道中學校祖日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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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en Rev Man took over the helm as Principal of Methodist
College without much fanfare, school was as usual without

much change for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He was kind, soft
spoken and a family man. On certain days of the week, right after
school, I could see him from the ladies staffroom window dusting

his car to take his family out for a spin and to drop their two
children for their music lessons at Kowloon Tong.

When I was expecting my first child, I went to Rev Man, the

Principal, to inform him that I would be starting my maternity
leave the next day. He wished me well by saying, "Bless you, may
everything go smoothly". I was so touched, I almost cried.

As a Principal he was understanding and was not always

breathing down our neck. I remember he wanted the department

heads to give a speech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on Parents' Day
to the parents regarding their children's progress in their studies. I

was flabbergasted, knowing my Cantonese was not fluent, I asked

the Principal to kindly do the interpretation for me. Knowing my
predicament, he acquiesced. Afterwards, my other colleagues said
that he had done a good job of interpreting my English speech.

我學的教職人員。那時，由於工作崗位不同，我對他的認識不算

是在1958年9月開始認識文國偉牧師，我們是第一批踏入循道中

深。不久他負笈英國攻讀神學，幾年後回來，成為循道中學的副校長
和校牧，那時我和他的接觸仍然不多，直至1973年屈海圻校長退休，
他接任為校長，而我則被升為副校長，我們才有頻密的接觸，對他多
了認識。
文牧師有儒者風度，談吐温文。共事這麽多年，我從未見過他疾
言厲色對人。文牧師思想敏捷，處理問題快而準確。他學問廣博，除
聖經外，對莊子的哲學也很有研究。還有，他的書法造詣也很深厚，
寫得一手非常秀麗的楷書。文牧師曾經翻譯過很多靈修書籍，文筆暢
順。
我和文牧師在性格上雖然很不相同，我是比較急躁的人，可是這
麽多年來我們合作愉快，這完全是因為他包容我的緣故。他是一位好
上司，也是一個好朋友。
文牧師返回天家了，雖然我們暫時不能見到他，但他永遠會留在
我們的記憶中。對文牧師來說，他已得到永遠的安息，在天父身邊享
受天國的快樂。
親愛的文牧師，我們永遠懐念您。

司徒淑嫻

Thank you Rev Man. R.I.P.

循道中學校長
(1980 -1994)

Mrs Ho Leong Fee Cee
English Department Head of Methodist College 1973 - 1992

2001年3月文國偉牧師（後排左四）與當時循道中學的校長簡祺亮先生及前任校長司徒
淑嫻女士等 在 校 長 室 歡 迎 舊 同 工 回 校 訪 問 ， 包 括 Revd & Mrs Geoffrey Senior, Mrs
Thelma Gowers, Dr Brian Hollingworth, Miss Rosalind Gartsid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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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那年我剛唸中六。

國偉牧師於1973年接任屈海圻校長出任循道中學的校長，

那句迴盪半世紀的話

小

學畢業之後的暑假某天，跟所有已被循道中學取錄的
新生一樣，我戰戰兢兢走進校長室，由當時的屈海圻
校長和文國偉副校長逐一接見。面見結束之際，文國偉牧
師輕聲對我說：「你屋企環境唔係咁好，你俾啲心機讀書
啦。」我默默點頭回應。時隔幾十年，文牧師說這話時的
語調神態，仍舊歷歷在目，每當回想，感動依然。中學時
代，少不更事，用功不成，但文牧師簡單一句話，卻時刻
提醒着我，做人做事不能胡來，至今仍然鞭策着我，誠懇
面對世界，認真探求學問，謙卑面向上主。

任志強 沙田堂
循道中學校友 (1970-1975)

之前認識文牧師，因他是循中的校牧，也多教我們聖經
科。記得有次隨學校基督徒團契（SCF）到梅窩衞理園參加夏令
會，幾個男生正聯袂到浴室洗澡，竟然遇見文牧師在裏面，嚇
了大家一跳，但他若無其事的和我們打招呼。
文牧師給人的印象就是好整以暇，舉重若輕，從容不迫。
他童年曾在澳門生活，大概也受澳門人薰陶了那份悠然自得的
「無為」性格，他後來對老莊的道家思想頗有研究。
拜讀文牧師的公子文力申為他寫的行述，他一生誠然貫徹
出一份恬淡飄逸、寵辱不驚的情懷，也是因這緣故，即使他曾
受打擊，也豁然面對。
文牧師，你以身教示範了人怎樣勝過橫逆。

吳思源 九龍堂義務教士
循道中學校友(1967-197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副會長 (2000-2006, 2012-2018)

文國偉牧師

1973年5月循道中學地理學會展覽開幕禮，
文國偉校長親臨簽名致賀。

62

63

1

謝謝你，文牧師！

975年8月，文國偉牧師在循道中學的校長室接見我。

我當時向學校申請在下學年（即九月升上中五時），由理
科班轉到文科班。我希望以「聖經科」取代兩科理科參加翌年
的會考。學校以前很少有這樣的先例。
文牧師以溫文卻略帶威嚴的語氣對我說：「如果你要轉讀
文科，便要修讀「經濟及公共事務科」（EPA）。雖然你以前沒
有讀過這科，但這科對你的前途及視野很有幫助。不要因為會
考容易合格才選讀聖經科。」
學校終於批准了我的申請，但中五的文科班已人滿，文牧
師為我作了特別的安排——我仍然留在中五的理科班，但他卻調
動課堂，當理科班上物理科及化學科時，我便到文科班上EPA。
中五時，雖然只有八個月應付EPA新的學習及要自修追回中
四的課程，我從來沒有後悔。日後在EPA的公開考試成績不單助
我繼續升學，這學科更開啟了我對經濟及公共事務的認識，並
對有關知識探索的興趣，一生受益良多。
回想起來，文牧師沒有把「高言大智」的教育理論掛在口
邊，卻給一個普通的中學生鼓勵和指導；更不厭其煩地改動學
校的某些行政安排，從此幫助了一個年青人的成長，改變了他
的發展機會。文牧師活出了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愛心。

文文牧師是他在九龍堂事奉的時候。那時，我的雙親還在，他們都
國偉牧師是我最敬愛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牧師之一，我最初認識

是九龍堂的會友，而我父親最喜歡的牧師就是文國偉牧師。父親特別
喜歡文牧師講道聚焦而精簡易明，最重要的是只需時十五分鐘左右便
把主題詮釋得淋漓盡致。

我與文牧師的私人接觸，第一次是在1975年6月，當時他是循道
中學的校長，而我是循中第二屆的畢業生。那時香港政府派我到英國
深造，我找文牧師取英國資料。文牧師與我傾談了差不多一小時，替
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去Methodist International House找平價住所。雖然我
到倫敦時所有房間已租出而向隅，但我仍感謝文牧師與我分享了很多
在倫敦的生活情況，以及要注意的事項。
1996年，文牧師在西環的救主堂擔任堂主任，我再因個人事宜
向文牧師請教。當時我計劃提早退休到崇基神學院研讀神道學碩士課
程，需要他的指導和希望他能作我的諮詢人。那次他花了兩個小時和
我傾談，使我獲益良多。
之後，我與文牧師見面多數是在每年五月的總議會代表部大會
中。文牧師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好牧者，臉上經常掛着微
笑，也很樂意抽時間面見有需要的人。
現在文國偉牧師已安息在主懷中，我們感謝上主恩賜我們有文牧
師的三十年事奉，使我們教會及會眾都蒙文牧師悉心教導和牧養。
願上主安慰及繼續賜福文國偉牧師的家人。阿們。

張小樸 九龍堂

文牧師喜歡以綠色水筆親筆在學生成績表上簽名。自從轉
科後，他都在我的成績表上加上鼓勵之詞，令我畢生難忘。

循道中學校友 (1958-1962)

謝謝你！文牧師！在天家再見！

吳健源 九龍堂
循道中學校友 (1971-1978)

參與學生活動

64

65

1

966年，文國偉牧師英國學成回港，到循道中學任教，我是
第一批學生。相信很少人知道，文牧師除了教聖經課，也教
數學，他就是我當年F3C的數學老師。
文牧師表達能力良佳，無論中英翻譯、書寫演講、言簡意
賅，三言兩句已道出主題核心；講道一定是三個要點，不需看
稿，從不超過十五分鐘，都是我們津津樂道的。

文循道中學擔任校牧，也負責教授聖經——當年中學會考有
牧師在英國修讀神學課程及教育文憑畢業回港，隨即在

「聖經知識」一科，同學可自由選修，文牧師就是其時全港罕
有具備足夠有關資歷（聖經和教育兼備）的專科教師。

1960年代是循道中學創校期，作為副校長，文牧師行政哲
學看似無為而治，實心胸廣闊，觀察入微，敢於賦權，信任學
生自發領導，為循中學生會及學生基督徒團契的萌芽茁壯，提
供肥沃土壤，也為教會社會，孕育了一大群領袖人才。

我們有二十多位中四／中五學生在文牧師的「聖經知識」
課堂上學習馬可福音，閱讀會考課本——英文的RSV 聖經，這
兩年的聖經課大大增強我以後對研讀英文聖經的信心和興趣。
課堂中最難忘的，就是文牧師不厭其煩地在每課中都詳細介紹
和解釋「彌賽亞的秘密」，擴闊了我們對基督的認識。此外，
他以英國學者的風範，簡單明瞭卻又含蓄幽默地闡釋耶穌的福
音，深化了我們對信仰的理解，也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文牧師也是我在九龍堂上主日學時的老師。文牧師，懷
念你！

陳升惕 北角堂義務教士

梁郇光 觀塘堂

循道中學校友 (1964-1971)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副會長 (1994-2000, 2006-2012)

循道中學校友 (1962-1969)

文國偉牧師溫文爾雅，性情平和，EQ甚高，面對不同意
見，氣定神閒，不怒而威，贏得師生尊敬與讚賞。

與循道中學校董會成員合攝(1968)，文國偉牧師(後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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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國偉牧師（前排左四）擔任循道中學副校長兼校牧，與
校長屈海圻先生（前排左五）及領袖生合照，最後排右二為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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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深夜，接到司徒淑嫻校長通知有關文國偉牧師在數日前離世
的消息。頓感愕然，不知如何回應！

失去這位良師、慈牧，心情沉重！回想，跟文牧師一起年日雖不
算長，相聚機會也不算多，但總覺得跟他是那麼遠卻又是這麼近！
我曾經是循道中學他任教聖經科時的學生；那時他也是校牧和副
校長。他為人親切、風度紳士（不知是否因剛從英國留學回來）、謙
謙君子、溫文儒雅、嘴角常掛着微笑；就算遇上頑皮的學生，他也不
慍不火、只是溫柔勸喻。他的和靄可親甚得學生們的愛戴，他確實具
備老師和牧者的風範和慈愛！
離校幾十年，仍然不會忘記文牧師是我當年第一份工作的保薦
人，很感激他義不容辭的幫助及給我真誠的鼓勵！

記 念 屈 海 圻 校 長 榮 休 牌 匾 揭 幕 禮( 1 9 7 3 ) ， 文 牧 師
（左二）

事隔多年，因緣巧合及上帝恩典，1990年初我和先生雷志江一
同加入香港堂，欣喜再遇文牧師及其弟文國榮（曾是循中教職員）和
其他舊老師、同學等，感覺特別親切。文牧師未減當年風範，只是更
穩重和幽默。他在講壇上的講道是精簡而有力（常笑說他是「簡而
清」），信徒常被吸引，很能掌握他每次講道的信息。感恩上帝惠賜
文牧師有這獨特的講道風格，牧養祂的羊群，榮神益人，造福天國！
近十多年都未再遇見文牧師，近年我也多在美港來回，只是間
中透過文國榮略知他情況，知道文牧師深居簡出，過着平靜安穩、與
世無爭的生活。至今才得知他近年身體轉弱，尤幸有孝順兒媳侍奉在
側！

陸運會頒獎

主持開球禮

今聞噩耗，依依不捨！感恩文牧師生命豐盛，活得精彩，無憾
矣！
願文牧師在天家主懷安息、永享神的榮樂！也願主安慰及祝福他
的家人，在主內平安喜樂！

雷鄧愛金 香港堂
循道中學校友 (1963-1968)

校祖日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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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 牧
良
救主堂(1996年聖誕)

文耿、樂於助人。記得他在香港堂擔任主任牧師期間，當

國偉牧師是一位文靜、不多說話的牧者。他對上帝忠心耿

時我有機會協助多倫多循道會幫香港學生申請去加拿大留學，
每當我需要一些資料時，他都會樂意協助我，非常感激他的幫
忙。
最深印象是我們經常在早堂崇拜後和榮叔（黎應榮先生）
及黎輝荃等人一起到高美餐廳吃早餐，之後再回教會參加午堂
崇拜，好懷念這些日子。
現今文牧師已在天家安躺在天父懷中，他日我們在天家相
見！
文牧師，我們永遠懷念您！

王李葆芳
香港堂

我學者風範，滿有基督耶穌的心。在牧養、教育和文字事工
和文國偉牧師相識已超過半個世紀。他為人誠懇樂觀，具

上，文牧師為教會作出重大的貢獻。他更具有上帝恩賜的講道
天份，他的講詞永遠是簡而明、切題動聽，一向給人深刻的印
象，令聽道者獲益匪淺。

如今文牧師安息主懷，我們雖感悲痛，惟對文牧師終身奉
獻、忠心事主的信實，我們永遠懷念，並為他蒙恩的生命感謝
主。

敬

愛的文牧師：

今晨聽到您離世的消息時，腦海裏馬上呈現一幅又一幅與您相交
的圖畫：
1) 還記得在1960年代，我因自修報考GCE試的聖經科，來到循道中
學請您指導，那時您不單細心給我講解，而且借了數本書給我參
考。結果名師出「高」徒，我當然及格了。
2) 您研究歷史的認真態度是我畢生學習的對象。每次打開《香港堂
金禧紀念特刊》，心裏總是萬分佩服。當年作為總編輯的您，親
力親為，覓得很多有關香港循道公會的原始資料，寫成〈循道公
會華南教區十位教區主席簡介〉、〈悼念香港循道會八位主任牧
師〉、〈悼念二十三位香港堂義務教士〉和〈香港堂自1882-1985
的歷史〉等重要文獻，這些都是近年來每次香港堂堂慶歷史展覽
的主要資料來源。
3) 您的講道從來都是簡而精，聽道的人不會覺得沉悶。聽說您曾把
講章大綱寫在一張電車票上。記得在1989年您從香港堂調任救主
堂堂主任不久，有一主日早上，您因聲帶發炎，來到香港堂請我
那天代您在救主堂講道，您還告訴我，您那次剛破例寫出了全篇
講稿。結果我就這樣第一次講了別人的講章。
文牧師，這幾年曾經數次想前來探望您，向您請教香港堂的歷
史，知道您曾跌倒，暫不方便見面。不料今天突然接獲您離世的消
息，心裏實在感到失望和難過。謝謝您多年來的教導、牧養和作我研
究歷史的榜樣，他日在天家相會時，學生定必再向您請教，再見！
學生

吳業立 敬上

鄭漢鈞

香港堂義務教士

香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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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懷念

認牧師。直至1984年文牧師剛調任到香港堂，與梁光牧師並肩作

識文國偉牧師是始於先父口中的陳述，對他的印象只是本會一位

戰，領導香港堂展開了配搭事奉的緣機。我們為1986年慶祝香港堂建
堂五十年，早一年便成立「金禧籌委會」。在討論過程中，推選文牧
師為紀念特刊小組的組長，他花了不少時間和心思，搜集資料，述往
事、念先賢、思來者，將本會在香港的發展、人和事，以精簡扼要的
方式，編輯成一份滿載溫情的紀念特刊，令人津津樂道；此後每當香
港堂要出版特刊時，資料都按金禧版本加上去，成就香港堂豐富歷史
的啟蒙檔案。
文牧師在香港堂事奉的日子不算長，他待人謙恭有禮、作風低
調，態度誠懇，很有學者風範；然而最令會友難忘的就是他講道的風
格，簡潔而精闢，能幫助會眾明白真理，渴慕追求。直到1988年文牧
師調派往另一堂會，我們各有各的忙碌，才疏於聯絡。
由於文牧師的公子力申在早堂詩班事奉，文牧師退休後也經常返
香港堂參加早堂崇拜，與教友短聚會面；及後文牧師在家跌倒，尤記
得透過電話問候他，他很高興地稱讚兒媳二人十分乖巧孝順，對他們
兩老照顧周到，感謝上帝的恩典夠用。
能夠認識文牧師，是我的榮幸，他提醒我做人處事的態度；一個
平凡的人，能夠在不同的處境中經歷上帝同在的恩典，知足、樂觀地
過着每一天。文牧師，今天你已行完世上的路程，願你在主懷中享受
永遠的安息，求主悅納你獻上的生命，感謝讚美主！

公義的冠冕

那

美好的仗他已打過了，當跑的路已跑盡了，所信的道已守住了，
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

回憶已有四十多年未能與文牧師會面，只能回憶細味他的軼事。
我記起他首次講道，只用了十五多分鐘，引古喻今、內涵精簡，令人
明白真理。
助我得益的是他著作《循道衞理入神州》。書的第七十頁用特大
字體刊印1975年10月25日「循道」「衞理」兩會正式聯合，體現他對
兩間教會合一是他的理念、歡欣、喜樂，可想而知他認為信徒要有合
而為一精神才能建立上帝的國度，更因此啟發我思想關於循道公會在
中國神州的宣教歷史紀錄。
感恩，在四年前有位信徒送教會一本書，內容是講述循道公會在
中國雲貴地區宣教一百五十多年來的歷史。詳讀該作者的序言時，我
流淚了，思念循道會友合一的重要性。
文牧師留下的教言永誌不忘。誠心所願。

張常安
香港堂義務教士

吳曾婉梨
香港堂義務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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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偉哥」

我 敬 佩 的 牧 者 —— 文 國 偉 牧 師

955年期間，文國榮弟兄邀請我返香港堂參加青年團契，因而認識
文國偉牧師，我跟隨大家暱稱他「偉哥」。在團契中，同期有潘應
求、李炳光、黃玉麟、文國偉等人，而「偉哥」特別關顧新團友，帶
領他們查經、協助他們溫習功課、主理活動遊戲，大家打成一片，儼
如一家人。

牧師已在主懷安息了，仍記得他那儒雅學者的風範和謙謙君子之
氣質。他的講道言簡意賅，雖然在十五至二十分鐘內便完成，信
息卻是提綱挈領，注重內涵，俾會眾能得以謹記。文牧師驚人的記憶
力，應是從神而來特別的恩賜，對於歷史年份和日期，或是曾發生的
事物，他都可以如數家珍，隨口便能數算出來。文牧師每次講道，只
用一張如車票大小的紙塊，把講章的提要記下來，在講壇上即能發揮
他內在的潛能，侃侃而談，在靈性上造就會眾。

1

每逢周末下午及主日崇拜後，青年團契組隊前往那打素醫院探
訪及在街頭佈道，醫院探訪原本是以李炳光牧師為首，當他前赴新加
坡攻讀神學，便改由「偉哥」帶領我們往醫院探訪、在牀邊向病人傳
福音，並為病者祈禱，表達關懷；亦往修頓球場派單張，向街坊作見
證，介紹耶穌為救主，勤到的團友包括夏滌東、文國偉和我。這件美
事直至1961年「偉哥」要遠赴英國接受神學訓練而停止。
後來「偉哥」回港擔任牧職，我也工作忙，大家甚少見面，只有
在文氏家族聚會中有相聚的機會。雖然已沒有年青時代在團契學習那
種熱誠，但醫院探訪卻成為我今天仍積極參與的事奉之一。
「偉哥」講道以精簡短道出上帝的旨意，能深入人心。「偉
哥」，懷念你！

文

文牧師的聰明DNA與恩賜，他的兒女全都承襲下來，這真是一份
從神而來的珍貴禮物，他們都是讀書聰慧，理解力強，長大後服務社
群，為光為鹽。兒子力申自幼音樂才華卓越，並擔任教會司琴，殷勤
事奉，孝順父母，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文牧師是一位慈愛的牧者，從來不為屬世的事物煩擾，他優游自
得的性格，好像馬利亞一樣，選擇了上好的福份，他一生定睛在神的
身上，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相信文牧師現在一定安坐在耶穌的脚
旁，聆聽神的話語，得享永生的平安與福樂。

屈黃碧燕
九龍堂

黎輝荃
香港堂

「講道內容很豐富」，這是文牧師在三十多年前在香港堂崇拜後
給我的一句話，相信是客氣地提醒我，講道不在材料多，要精到。我
要感謝他未有吝嗇對後輩的關心和提點，也不忘他言簡意賅的講道。

陳崇一醫生
九龍堂義務教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現任副會長
1971年九龍循道學校全體教職員合照；文國偉牧師(前排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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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交談

當

接到文牧師離世的消息，立刻在腦海中泛起他祥和的容貌，溫文
的語調……

文牧師1997年退休後，每當接近牧師部舉行會議前，我常再致
電提醒他，他總是說：「Kat，很高興聽到你的聲音，你們各位都好
嗎？」並興致勃勃地問：「教會近來有甚麼消息？」他和師母出門遠
遊前，也會通知我，興奮地告訴我他們的行程，並請我替他在離港期
間舉行之會議致歉。每年大概十二月初吧，他總會致電查探教會送給
牧師部成員的靈修書籍 Disciplines 已否運抵香港，有的話便放在香港
堂地下，待他的兒子Eric早堂崇拜後替他取回。
牧師部屬下「讀經表專責小組」負責編訂本會每年之讀經表，
文牧師說：「我不參加會議了，但可以幫忙作最後的審閱。」由於文
牧師沒有電郵，也沒有傳真機，我們只可將小組草擬之讀經表郵寄給
他，然而兩、三天後我們必定收到他寄回的修訂稿件。

文牧師雖然深居簡出，但如遇舊同學、舊朋友來港，他都樂
於重聚。有一、兩年，英國循道公會派來參加本會總議會代表部
會議之代表是他修讀神學課程時的同學，他便告訴我，說會早一
些到會議場地，或說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安排和舊同窗吃頓飯。
記得是去年的夏天，他致電來請我查探一位他惦記的老教友，仍
否在港及希望取得聯絡電話號碼。他對這位老教友惦念之情，溢
於言表。
認識文牧師多年，深深感受到他對人真誠及信任的作風。近
月未有致電問候、未有積極安排陪同會長探望他、未有帶他參觀
衞斯理大樓……實在感到遺憾歉疚。
文牧師，在天家再見！

吳希
九龍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總幹事

2015年年中，文牧師早上做運動時不慎跌傷頭部，當我個多月後
打電話給他時，他說：「Kat，你知道我跌倒，住了個多月醫院嗎？」
此時傳來師母溫柔的聲音，說：「16 days only」。自此，我致電時，
師母總是在他身旁。有一次文牧師說：「我年紀大了，聽覺轉差，眼
睛及記性也沒有以前好！」師母在旁卻說：「他很進步，以他的年
紀，其實記性還是很好……」師母對文牧師悉心照顧及時加鼓勵，可
見一斑。
是年多前吧，他打電話來，很高興地說：「很奇怪！總議會辦事
處的電話，2528 0186，我不用看記事簿也記得，另一個是香港堂的電
話，2528 0225。……教會近來有甚麼消息？」當我提議待秋涼後，
Eric禮拜六不用教書，我建議Eric接載他和師母來看看他們有份奉獻建
成之衞斯理大樓，然後一起茶敘。他倆也表示樂意，說：Let’s do that。
2 0 0 4 年 歡 送 循 道 中 學 校 祖 日 嘉 賓 講 員 Dr Brian Hollingworth (循 中 60年
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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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已久，卻從未相見的領航者

我

在大學唸中國研究-歷史專業。我的畢業論文是循道衞理聯合
教會在1975年的合一歷程。其時，我對於教會的歷史故事所知
二三，大概只是知道俾士牧師來華、約翰衞斯理重生等基本史料。
當我要鑽研教會歷史的時候，首兩本接觸的書籍，就是文國偉牧
師的《循道衞理入神州》和《水手館的故事》。這兩本書，可說是幫
助了我踏出對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豐富歷史認識的第一步。因為這些書
籍的旁徵博引，我漸漸接觸了不少原始史料，建立了我在學術上啟航
時的研究領域。
在過程中，我曾經致電文國偉牧師，希望約他作口述歷史訪問。
可惜，文牧師因當時身體不適婉拒，而這幾句對話，就是我一生中和
文牧師唯一的接觸。
文牧師是我在學術研究中的領航者。沒有文國偉牧師，肯定就沒
有我的研究，也沒有我的今天。謹附上我們在長洲衞斯理小屋，根據
文國偉牧師《循道衞理入神州》一書而編寫成的中國宣教地圖（有少
許錯誤，但大致準確），以誌記念。願主安慰文牧師一家。

文彬、謙謙君子，他不計較不爭競，努力實踐聖經的道理。

牧師在1987-1997年擔任救主堂堂主任，給我的印象不單文質彬

他令人最為敬佩的是精簡又有內涵的十五分鐘講道。這可不是
容易，各人都能聚精會神的聽道，然後又期待他下一個主日的講道。
還有，就是他對古典中國文學的愛好，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經》，我
們都買漫畫版來學習一二，也請文牧師一再開班講授基督教與《道德
經》的異同。
對我個人與文牧師一起最印象深刻的有以下數件：一是紅色《門
徒》最後一堂來我家中舉行聖餐；另一是為我兩個月大的孩子施行嬰
兒洗禮；在我1992-1995年擔任堂會主席時，彼此合作無間又順暢愉
快；他剛到救主堂時，覓得司琴及指揮來協助詩班的開心表情；及到
訪位於大圍的他家中，他也會經常分享他一對兒女成長的喜悅。
文牧師也曾分享他如何經歷曾任中學校長，及後為本會翻譯了
幾本書到被委派來牧會。他沒有埋怨也沒有懷恨，常常帶着平安的微
笑，感謝主讓文牧師來救主堂陪我們成長的十年，現在文牧師安息主
懷，願主安慰他的家人。

林美潔

梁逸軒

救主堂

觀塘堂

攝於1997文牧師退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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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偉牧師部分著作及翻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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