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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曆 二 ○ ○ 九 年 三 月

本 期 印 製 八 千 五 百 份

非 賣 品

第三次領隊 ·李炳光牧師·

這是我第三次領隊往聖地旅行了。每次都
有不同感受，屬靈的經歷也每次遞增，

對主的認識也與時並進，實在感謝主恩。

近年來，經常有主內弟兄姊妹要求我組團
往聖地，但由於工作繁忙，時間的配合上實在不
易，適逢去年八月真的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故
此便積極地計劃安排，終於決定於去年十一月份
出發，因為十一月是以色列天氣最好的月份，雖
然日短夜長，但為避免酷熱之苦，仍選擇此時出
發。同時我們又選用以色列航空公司，乃避開了
經過中東和埃及的麻煩過關手續，集中在以色列
境內觀光。想不到宣佈組團後不到兩星期，名額
經已爆滿，反應空前熱烈，破了旅行社組團的紀
錄。團員的平均年齡最大（其中一位已超過九十
高齡），人數達四十八人（後來一人因事未能成
行），連兩個導遊和司機，旅遊車已告滿座。個
人實在有點掛心，因為從來未領過如此年齡和人
數的一團，但為了滿足許多長者的要求，只有憑
信心，將一切交託給主，並且懇請同道們在禱告
中記念。感謝主，結果一切非常順利，各人均盡
興而返，長者們均健康活潑，暢快地遊畢全程，
加上團員均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尤其是對長者
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所以我們在充滿愉快的
氣氛之下，享受這次旅程，實在難能可貴。

此行參與的詩班成員頗多，故此在黃碧燕校
長的領導下，輕易組成了四聲部齊全的詩班，所
以我們的歌聲處處，連酒店也讓我們在其大堂提
早報佳音，贏盡了不少掌聲。最難忘的是我們在
伯利恆的野地舉行主日崇拜，詩班獻唱「美哉小
城小伯利恆」，至今餘韻仍在，我們眾人都陶醉

在感人的聖詩之中。當我們在畢士大池旁的聖安
妮教堂內獻唱聖詩，該堂有最佳的聲響效果，詩
歌的回音真有繞樑三日之感。

迦拿婚筵的故事我們都十分熟悉，耶穌以
水變酒的事蹟喻意深長，想不到我們真的到達迦
拿，當我在該地教會為十多對團員夫婦重立婚約
時，有些面露內心的微笑，沐浴在神的愛中，有
些眼有淚光，感謝神豐盛的恩惠，尤其是老夫老
妻牽手上前的感人場面，使人深深感受執子之
手，與子偕老，相親相愛，天長地久，堅貞愛情
的真實見證。他們都重獲得一份婚禮證書，願主
繼續祝佑他們，使他們永遠享受幸福婚姻，美滿
家庭，給年青的一輩留下美好的榜樣。

旅程中較艱苦的一段是登上馬撒大的高山，
此地希律王曾建立山上避暑行宮，也是猶太人死
守此地至全部自殺身亡而不願受辱的感人事蹟，
現在雖變成荒山廢墟，但此可歌可泣的故事，仍
深深印在我們的腦海中。最引起我們興趣的，就
是希律王在高山上儲糧和儲水的方法，真令人拍
案叫絕。

此行另一高潮是在船上經歷加利利海的情

境，當日波平如鏡，風平浪靜，但據說加利利海
隨時會興波作浪。耶穌平靜風和浪的故事立刻呈
現目前，人生的風浪有主同在就可安然渡過。我
們又想起耶穌在湖邊揀選門徒和當門徒整夜勞

力，工作無果效，而耶穌在岸上教他們打魚，並
為他們預備早餐，更向彼得發出挑戰：「你愛
我比這些更深嗎？」此情此境一幕一幕地呈現眼
前。最難忘的是在船上我們與船夫們互唱聖詩，
情緒高昂，我亦藉此分享聖經的教導，各人內心

都充滿感恩和讚美。更難得的乃在午餐時大家都
一嚐「聖彼得魚」的美味。

值得一提的是在約但河為若干團員在水中

祝禱，並且在聖墓旁施行聖餐。參觀死海古卷博
物館，使我們再次肯定聖經文獻的真實。最後我
們更有機會參觀希特拉殺死六百萬猶太人的紀念

館，各人參觀後心情均十分沉重，為何人可以如
此殘忍？人為何人彼此殘殺？為何至今猶太人的
戰爭仍未停止？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也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民族，更是一個苦難的民族，中東的
戰爭何時才能停止？這些問題不斷縈繞在我們的
腦海中。

八日的旅程雖然短暫，但我們參觀的景點
卻頗多，本文不能一一盡錄。這幾天我們享受美
好的天氣，每天都是陽光普照，青天白雲，只有
半天下雨，但雨後四度看見彩虹，大家都嘆為觀
止。我們又享受甜蜜的團契和美好的友誼，最難
得的是各人都健康愉快，平安地興盡而返，為此

我們要不斷感謝天父。

聖地遊蹤

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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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用眼睛代替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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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

江志群 彩虹，是神跟我們立約的憑據，無論在哪裏，祂都是守約

施慈愛的神，愛祂所喜悅

的人。

屈光圻、
屈黃碧燕

相傳這是耶穌
被捕前在客西
馬利園作禱告時旁邊的一棵
橄欖樹。二千多年了，這樹
還在，福音已經傳遍天下！

郭陳璇冰朝聖之旅，沿
途禱告、頌讚、聽道、遊覽。目睹聖城分裂，伯利恆困境，他們亟需平安。

劉愛蓮
上帝藉着這次
以色列之旅，使我感受聖
經 的 真 實 。 我 能 夠 在 約
但河接受李炳光牧師的祝
福，實在難能可貴。

陳婉玲

崔少芳

雖 然 行 程 十 分 緊 湊 疲累，但所見所聞卻令我畢生難忘。

         感謝主！能在繁忙的生活裏與十年沒有回港的母親一同參加。十分多謝李牧師的帶領！

梁國楨 這次以色列聖地遊令我最為感動是能在花園塚領聖餐，並唱「奇妙十架」。

楊蓓蒂
從沒想過自己可在約旦河洗禮，體
驗昔日施洗約翰為主耶穌基督洗
禮的經歷；為我重新確信施洗的是
卅四年前為我主持婚禮的李炳光牧
師，令這次的以色列之旅更別具意
義。主的恩典實在令人喜出望外！

劉永強
聖地之旅讓我深

深經歷到主的偉大。祂以

寶血洗淨世人的罪，祂所

行的神蹟及所受的苦難是

如此真實。

吳麗嫺 此行令我刻骨銘心地感受到耶穌基督的受苦、犧牲及無私的愛，更鞏固了我對聖經背景的認識。

馮楊笑葵
以色列啊，
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
眼見到你，足已令我反
省、反省、再反省。

吳玉娟
聖地之旅是感
恩之旅，是驚喜和讚嘆！感謝主，祂讓我在聖地渡過一個難忘的生日。

陳紹璋

羅少恩

感 謝 主 使 我 們 有 一 個
十四人的詩班隨團，聯
同我們在主生活過的
地方讚美主。

孔繁添
曾麗霞

以前風聞及閱讀聖地事蹟，現在親眼看見。加深我對聖經的認識，使我愛主更深。

何景嫦
這次旅程踏足
耶路撒冷之地感受耶穌基
督降世及一生經歷，令我
對聖經又了解多一些。

陳嘉玲(左)、陳麥亦芝
So many things to see and to 
learn. I saw so many 
good Christian role 
models…readiness to 
provide a helping hand, 
the caring and the sharing. 
Such wonderful lessons!

杜少真

When we visit the Temple 
Mount, what impressed me most are the words 
of a lady guide in the “Treasures of the Temple”.  
She said that all men are God’s creation and are 
equal.  She is a Jewish Girl who is still waiting for 
the Messiah.  If every race on Earth treat other 
races as equal and with the love of Jesus (and 
God), we would have peace on Earth.

感言

李大鈞
遊歷耶路撒冷，展開聖

地 之 旅 ， 回 想 聖 經 記

載，耶穌背起十架，乃

為世人贖罪。

聖地之旅能讓

我親歷聖經時代的世界，

追溯信仰的發源地，更深

體驗主愛浩大。

關小娟

吳梁惠映 齡高逾九十，

蒙恩尚可遊。聖城踪八

日，所見宜久味。李牧善

為導，我眾樂伴隨。哭牆

發古思，浸禮促重生。

聖地遊蹤

    感謝主帶領我們
四十八人在八天的旅程
中平安，仍需要為猶太
人認識耶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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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當年耶穌就是在這荒涼的山脈禁
食四十畫夜

發現死海古卷的山洞

一嘗死海泥的護膚功效

第五天
伯利恆→耶路撒冷

早餐後前往伯利恆，到
「牧人野地」崇拜及「主誕
堂」參觀，然後往「隱迦林
聖經時代中心」享用逾越節
午餐和參觀。後返回「以色
列博物館」觀賞二千年前的
耶路撒冷模型。

第六天
耶路撒冷

早餐後前往「主禱文堂」再思主禱文，
然後到「橄欖山」觀看耶路撤冷和舊城全景。
沿「棕樹主日路」，到「主哭耶京堂」、「客
西馬尼園」及「萬國禱告院」。再由司提反門
到「畢士大池」參觀。午餐後，往錫安山參觀
「大衞塚」及「主餐樓房」。再到空墳證主復
活的「花園塚」領受主餐。

第七天
早餐後前往「聖殿山」，再到「哭

牆」禱告及參觀「耶路撒冷考古公園」，
往「苦路十四站」直到「聖墓教堂」。午
餐後到「猶太人殉難博物館」，然後到特
拉維夫機場乘搭LY-75航機回香港。

在牧人野地唱歌崇拜

逾越節午餐

重塑二千年前的耶路撒冷，模型極之精細。

主禱文堂以各種語言寫出主禱文

耶路撤冷和
舊城全景

猶 太 人 殉 難 博 物 館 展
示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猶 太 人 被 納 粹 政 權 屠
殺 迫 害 的 事 蹟 ， 看 畢
叫人心情沉重！

哭牆以高欄
分隔，男女
各佔一方

抬上十字架，重行當年耶
穌走過的苦路

以色列八天聖地團行程

  讓我們用        代替腳步，一遊聖地……
回顧

眼睛

第一天
中午12時30分一行48人

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經過
一連串嚴密的安全檢查後，
我們於下午4時30分乘搭直航
班機 LY76往以色列特拉維夫
機場。

第二天
該撒利亞→海法→拿撒勒

早餐後北上該撒利亞，參觀羅馬的
遺址「羅馬劇場」、「遠程輸水橋」、
「十字軍城堡」等古蹟。然後登上「迦
密山」，眺望海法市。午餐後，我們前
往「拿撒勒的仿古村」及「天使報喜
堂」參觀。最後，我們到達聖經上提及
耶穌行第一個神蹟─把水變酒的「迦
拿婚禮堂」，李牧師更為團中各對夫婦
重訂婚盟，場面溫馨感人！

出發前由李炳光牧師帶領祈禱。

一行48人大合照，當中包括兩位年逾九十的長者！

拿撒勒人仿古村

李牧師替夫婦重訂婚盟，
溫馨感人！

第三天
加利利→哥蘭高地

早餐後大伙兒乘仿古船暢遊

「加利利海」，感受耶穌在二千年
前平靜風和浪的情景，我們一同
唱詩，頌讚上帝的大能。接着往哥
蘭高地的東北地區及班尼亞斯的該

撒利亞腓立比。吃過聖彼得魚午餐
後，我們登上「八福山八福堂」，
默想耶穌對我們的教導。然後，我
們往「迦百農會堂」及「五餅二魚
堂」參觀。最後上「平安山」觀景
臺遠眺整個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的仿古船

船上默想耶穌在二千年前平靜風和浪的情景

加利利海獨有的聖彼得魚
八福山八福堂

第四天
大浸池→昆蘭→馬撒大→死海

早餐後前往世界各地信徒都慕名而來

的「大浸池」。之後我們經約旦河谷到昆
蘭，車程長達兩個多小時，途經耶穌接受
魔鬼試探的「試探山」，看見連綿荒涼的
山脈，很難想像耶穌如何渡過漫長的四十
天！午餐後我們到「馬撒大」、「昆蘭博
物館」及「死海古卷博物館」，看看昆蘭
人當年抄寫聖經的情況及發現古卷的經

過。最後一站到「死海」體驗浮水和一嘗
死海泥的護膚功效，輕鬆愉快！

聖地遊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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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進修見聞
·曾萍霞宣教師·

北角衞理堂

感謝上帝及教會，於二○○七年暑假給我
三個月進修假期；使我有機會到以色列

進修，我分別在耶路撒冷的「Tantur Ecumenical 
Institute for Theological Study」學習「耶穌生平
與第五福音」，在撒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聽取猶太拉比教授「希伯
來聖經簡介」，更有機會探訪以色列當地不同宗
派的教會。可以親身到基督降生之地使我十分興
奮，但同時也讓我感到迷惑。

伯利恆
兩千年來，伯利恆的朝聖者和旅遊者絡繹

不絕，從電視上看到聖誕夜的伯利恆山城燈火輝
煌，半山腰的主誕教堂通體透明般朦朧神幻。百
米見方的馬槽廣場人山人海，十幾米高的聖誕綵
燈樹下，上演各地信徒用不同語言表達着一個共
同主題─願新的一年和平降臨全人類。

但事實並非如此，伯利恆被認為是耶穌誕生
之地而成為不同宗教聖地。於四世紀建成的主誕
堂入口很狹小，因怕人多搗亂。自從二○○一年
十二月廿九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發生自殺式炸彈襲

擊，以色列軍隊進入伯利恆建造圍牆，伯利恆居
民不可以自由出入耶路撒冷，此舉遭到伯利恆居
民的強烈反對，此後，伯利恆發生的衝突持續不
斷。我曾探訪當地一個幫助失業青少年人及失婚
亞拉伯婦女的基督教機構，負責人說如果要去耶
路撒冷開會，每次都要申請通行證，若未能準時
按通行證時間前回來，則會被監禁。

以色列政府為避免衝突，設立許多規則、檢
察站等。在以色列國內有許多不同身分證，持有
不同身分證人有不同待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
各自乘搭自己的巴士。在我進修期間，最常看到
保安員及軍人，希伯來大學的老師常常提醒我們
不可以坐阿拉伯人的巴士，因為很危險，會被綁
票；進入大學範圍最少經過三個檢查站，所有保
安員都有槍，聽聞前幾年大學餐廳仍舊有炸彈事
件。但是差不多每天在以色列各地檢查站都會有
不同衝突。在Tantur學習時，我認識一個亞拉伯人
基督徒婦女組織，他們很勇敢的每天義務到檢查
站幫忙解決紛爭，避免演變成更大的傷亡。我深
深感受到武力不能帶來和平，只會帶來不信及恐
懼感。

拿撒勒
我有機會在耶穌基督的家鄉拿撒勒城走了一

天，參觀了馬利亞和約瑟的故居、耶穌基督少年
時參加的會堂、拿撒勒仿古村、馬利亞時代的土
耳其浴室等，了解到耶穌基督年輕時的生活。

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城市，人口有65,000
人，主要是阿拉伯人， 35至40％是基督徒，其
餘的是穆斯林。拿撒勒城內一個主要由回教徒組
成的團體曾策動全副武裝大遊行，於市區內主要

我懇請你在禱告中記念以色列的需要：

1.	為在以色列的宣教士禱告。他們遇到很多傳道困難，特

別是簽證問題。當地的教堂很宏美，崇拜禮儀也很感

人，但崇拜人數卻很少，求主復興教會。

2.	為亞拉伯人基督徒禱告。他們面對回教徒同胞的欺負、

政府不公平的對待，使他們靈性及信心受到許多挑戰。

3.	傳統基督教區基督徒的人數不斷減少（如拿撒勒、伯利

恆、加利利等），而回教徒人數不斷增加，求主憐憫。

4.	為猶太人和亞拉伯人之間的仇恨可以化解祈禱。求主耶

穌基督捨己救人的愛充滿在這二族人的心，醫治他們的

傷痛，使他們可以化敵為友，和睦同居。

5.	為猶太人得到內心平安禱告。祈求他們不要花費那麼多

錢在作戰預備，而是用更多的錢來改善民生。

6.	為在伯利恆服侍的基督教會及機構禱告。他們遇許多限

制，特別是自由出入的限制。

7.	為在伯利恆的青少年和婦女禱告。因政府的限制，他們

都找不到工作，沒有前途和盼望，以致有些人會做激烈

行動報復猶太人；求主憐憫。有些回教徒婦女因婚姻問

題也找不到出路，求主憐憫。

8.	猶太人中也常有不同政見紛爭，求主賜智慧和遠見給掌

權者去有解決紛爭和治理亞拉伯人。

9.	為以色列的經濟禱告。許多人失業，特別是亞拉伯人的

失業率很嚴重，求主憐憫。

10.	為在以色列華人教會的事工禱告。這裏有許多華人勞

工，然而服侍的同工人手不足，求主保守服侍華人的王

長老夫婦及張牧師夫婦，又祈求能解決這裏教會接班人

的問題。

11.	為在以色列設立的禱告堂禱告。求主使用這些禱告的地

方，讓猶太人早日信主，中東地區有和平及喜樂。

街道高喊「伊斯蘭是唯一真理、伊斯蘭應統治萬
有」等口號。不少受威嚇的基督徒紛紛走避，經
商的基督徒甚至拉下鐵門不做生意，有人提及回
教徒對基督徒經營商店的騷擾，以及對當地女性
基督徒的羞辱，甚至阿拉伯裔的基督徒拿撒勒市
長也曾遭激進的回教黨派成員襲擊。當地天主教
發言人的名片職銜卻印着「國際顧問中心」主
管，因為「一旦表明基督徒的身分便常遇威脅，
多數信徒與教堂漸漸少了聯繫。」不少基督徒陸
續遷移至海法市，他們關心工作是否順利、生活
是否安全無虞，遠超過當地回教與基督教之間的
爭執。海法市是以色列境內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相
處最和諧的城市，為守猶太教規，以色列全境每
逢安息日都沒有公共交通工具運作，但是海法市
公車仍照常行駛。

不過在不利於福音傳揚的環境中，仍有基督
徒留守拿撒勒。一位八十高齡的長者法拉（Fuad 
Farah），他堅信馬太福音四章十六節所述，「那
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
人有光照耀他們。」激勵人心。

他泊山
我在以色列學習深深的體會，唯有捨己精

神才能消弭彼此敵視，律法和武器也不能解決仇
恨，唯有耶穌十字架路才可以。

我曾到他泊山參觀，相傳耶穌就是在這座山
「登山變像」。在十二世紀有位聖法蘭西斯修士，
他到聖地朝聖及考古時，發覺巴勒斯坦地方種族及
宗教仇恨十分深，他立志在聖地成為和平之子，在
不同地方建立修會，傳揚上帝愛的信息，並把自己
的信念寫成詩歌，就是我經常唱的〈使我作祢和平
之子〉。我在以色列短短二個多月的學習，使我對
聖法蘭西斯的看法十分認同；更深信不單在中東，
在香港的社會和家庭都很需要這個愛的信息。我
們身為主的門徒，求主賜我們力量成為和平之子。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
人必然興旺！」（詩一二二：6）雖然這個地方仍
有許多罪惡、黑暗，神仍使用它提醒及賜福世人，

見證上帝救世的計劃。

伯利恆街市

牧羊人教堂

拿撒勒全景

他泊山聖法蘭西斯修院

主誕堂入口

聖地遊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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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入境處辦理旅遊簽證，費用全
免。

香港身份證明書（HKCI）、香港簽證
身分書（HKDI）、中華人民共和國護
照持有人，必須在啟程前向任何一間
以色列外交或使節團申請簽證。

政治　以色列採議會民主制，有立法、行政及司法部，
實施分權，以確保相互制衡。立法團體由120位議員的
一院制國會，透過15個常設委員會運作全體集會。政府
或議員的立法提案以及政府政策和活動之相關討論及投

票，都在全體集會中舉行。法案須經過國會三讀才能通
過成為法律。國會的選舉通常是四年舉行一次。18歲以
上公民具有投票權，21歲以上具有被選舉權。總統是名
義上的國家元首，主要只是擔任禮儀上的象徵。目前的
以色列總統是佩雷斯（Shimon Peres），總理則是內塔尼
亞胡（Binyamin Netanyahu）。

國旗　以色列國旗的基本圖案是猶太

教祈禱者的蒙頭巾，上飾藍色的大衞之
星。

國徽　是一個七叉狀燭臺，據說其形狀依照
一種古代植物。兩側的橄欖枝標誌以色列對
和平的渴望。

地理環境　以色列全國的面積為 20,770 平方公里。周
邊國家有北面的黎巴嫩、東北面的敘利亞、東面的約旦
和西南面的埃及。

氣候　以色列氣候溫和，陽光普照，十一月至四月為
雨季。氣候隨地區而異：沿海平原夏季炎熱潮濕，冬季
涼爽濕潤；山區夏季溫暖乾燥，冬季微寒有雨，偶爾飄
雪；約旦河谷區夏季炎熱乾燥，冬季氣候宜人；南部則
全年處於半乾燥狀態，晝熱夜涼。

經濟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最為工業化、經濟發展程度
最高的國家。以色列在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氣、煤
炭）、糧食、牛肉、原料、以及軍事配備上都依賴進
口。儘管自然資源的限制，以色列發展出了非常成熟而
密集的農業和工業。除了牛肉及穀物以外，以色列在

以色列... . . .

封面回顧會訊

認識 糧食上可以自給自足。鑽石、高科技、軍事配備、電腦
軟體、藥物、高級化學原料、以及農業產品（水果、蔬
菜、和花卉）都是以色列的主要出口貨物。

人口狀況　依據以色列人口統計處的資料，直到2006
年1 2月為止，以色列有7 1 0萬人口，其中7 6 %是猶太
人、20%阿拉伯人以及4%「其他」人種。

語言　以色列有兩種官方語言：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
希伯來語是主要的也是最優先的國家語言，並且被大多
數人口所使用。阿拉伯語則是由阿拉伯族群與阿拉伯猶
太人使用。以色列學校都會教授英語，大多數的人口也
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

教育　6至16歲的人有義務接受教育，18歲前不需繳
交學費。「聖經教育」是大學入學考試的必考題材。以
色列有八所大學（由政府補助）以及數十所學院，其中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是世界聞名的學府。依據聯合
國，以色列是中東地區識字率最高的國家。

以色列國防軍　由徵兵、後備軍人和職業軍人組成。
所有合格男女18歲時受徵召入伍，男性服役三年，女性
服役21個月，男性至51歲前有擔任後備軍人之義務，女
性則至24歲。常備軍的規模不大，以色列國防軍主要由
後備軍人組成，他們定期被徵召，從事訓練及服務，因
此，軍隊是由全民組成。

宗教信仰　依據以色列人口統計處的調查，有76.1%的
以色列人是猶太教、16.2%是穆斯林、2.1%是基督徒、
1.6%是德魯茲教派、3.9%未分類。

旅遊備忘　以色列時區是格林威治加二小時，即慢香港
六小時，行夏令時間期間則與香港相差五小時。

簽證　持有香港英藉護照（ B N O）、香港特區護照
（HKSAR）、澳門特區護照人士，可於到達以色列時，

約旦

敘利亞

黎巴嫩

以色列

埃及

300期〈會訊〉，由一九七五年走到
二○○九年，回顧部分封面，彷如回顧本
會和香港三十四年的歲月，濃縮了的人和
事，當中你還記得多少？

聖地遊蹤

有用連結

以色列政府官方網頁：

www.gov.il/FirstGov/english
以色列政府遊旅局網頁：

www.tourism.gov.il/Tourism_Euk/
HomePage.htm
聖地資源中心：

www.holyland.com.hk
你更可電郵至香港以色列領事館，

免費索取《認識以色列》一書。

網頁：hongkong.mfa.gov.il 
電郵：info@hongkong.mfa.gov.il

創刊號

報道「循
道」「衞
理」聯合，
見證合一
精神。

本會第一
屆總議會
代表大會，
於香港堂
舉行。

八九年
「六四」
事件

葛培理佈
道大會首
次在港舉
行

香港回歸
香港堂
重建

我愛香港
運動

香港立法會
歷史上的第
一次直選 邁向千禧

美國
911事件

討論九七
後的公民
責任

討論賭波
合法化

現在「家暴
條訂」修訂
說得沸騰，
四年前我們
再思了「家
庭制度」。 南亞海嘯

由「性傾向
歧視條例」
討論基督徒
對同性戀者
的關懷

「循道」．
「衞理」
 聯合30
 週年

查理士衞
斯理誕辰
300週年

全球金融
海嘯

本會邁進
廿一世紀
第二個五
年的路向

趕上北京
奧運熱潮

今次適逢〈會訊〉第300期，我們特別
換上新形像，期望你與我們分享對新〈會
訊〉的意見（傳真：2866  1879，電郵：
l it@methodist.org.hk），作為我們日後出
版方向的參考。



6 左起：陸樹德、徐寶輝、劉志強、吳達明、周華耀、潘英華、鄭耀雄、李錦康
能在快要踏入（或已踏入）耳順之年，能找到八個既有共同理想、又能互相扶持的好兄弟，誠然是一個
美麗的恩典。

訪問大埔堂敬拜隊
          「4 Eyes」

行政文員、木工、焊工、小學校長、工
地主管、電梯技工、的士司機和退休

人士，每個人都年過半百，八個人加起來有四百
多歲，他們有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家庭、不同的
背景，但他們有同一信念，就是要以歌聲頌讚上
帝，和八個人都同樣要配戴眼鏡，所以他們便自
稱為「Four Eyes」。

約在六年前，這班大埔堂衞斯理團契的中年
男士有見平時團契並無司琴，時常要清唱，他們
便一心組成敬拜組，每星期練歌一次，期間他們
曾經參加樂理課程、樂器訓練班，可惜大家的音
樂造詣並沒有明顯改進，他們仍覺得自己五音不
全，鋼琴彈不來，鼓不曉得打，最後只有靠數十
年前學會的結他，成為敬拜組的唯一樂器，就是
這樣，這隊中年男士組合，合共超過四百歲，要
向神唱出男人的心聲。

Fou r  E ye s敬拜組成立一年之後，曾在商場
報佳音，但最為他們津津樂道的，是在前年堂會
的十週年聚餐，這班已白髮斑斑或頭頂已被「地
中海」所佔據的中年「四眼佬」把心一橫，戴
上有幾束金髮的假髮，「肥肚腩頂住畢挺中山
裝」，他們一出場便全場嘩然，他們的愛妻、女
兒「Fans」爭相上前獻上鮮花、香吻，他們把全
晚的氣氛推到最高點。

他們放聲高唱，哪理會五音不全，只管盡情
釋放平日男士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枷鎖，還要用盡
男士無比的力量去唱。你可以說他們厚臉皮，就
是他們這股蠻勁，平時男士們不敢做的，他們都
絕不修飾的唱了出來，他們只管憑着向神高歌的
信念，又有何「藏」之有呢？

李錦康  五十歲，是一位行政文員，他參加敬拜
組之後，更投入教會事奉。他認為他的
使命感是大家一起用詩歌讚頌神，男士
可以放下自己，抒發中年男士的感情。

徐寶輝  五十二歲，是一位木工，加入敬拜組使
他更投入信仰和敬拜，他說：「每當我
舉起手、放聲高歌時，我都會有摩西禱
告的感覺，我希望以男人的力量歌唱，
使弟兄姊妹投入敬拜，更放膽去唱、去
敬拜神。」

陸樹德  五十二歲，是一位焊工，在敬拜組他學
會與整體弟兄彼此合作、融洽交流。他
說：「起初沒多大信心，但其他人支持
之下，現在不但不會怯場，還學會用心
對神高唱。」

劉志強  別名「班長」，五十一歲，是一位工地
主管，他認為敬拜組的使命是團結眾
人，用心引領弟兄姊妹敬拜。他曾經因
為節奏感不好，音調不準而發脾氣，但
他的投入程度如「唱爆咪」一樣，內心
如有一股澎湃的動力湧上心頭，「感到
神與我們同在。」

吳達明  五十五歲，是一位小學校長，起初他本
負責製作敬拜組的powe rpo in t，後來
受到組員的感染，自己也加入唱歌頌讚
神的行列。他說：「敬拜組加深我對敬
拜意義的認識，亦更加投入敬拜中，雖
然個人對音樂認識不深，甚至說不上有
唱歌的技巧，但自從參加這事奉，明白
要發自內心，衷心的讚頌必蒙上帝悅
納。」他更表示，敬拜組使弟兄之間感
情更深厚。

潘英華  五十八歲，是一位電梯技工，他說他特
別欣賞敬拜組彼此之間的關係，如遇上
聲部不協調時，會互相鼓勵。

周華耀  五十三歲，別名「周同學」，是一位的
士司機，也是組內唯一一位懂得樂器的
組員。他在中一時學過六個月結他，就
是這半年的學習使他成了組內的靈魂，
也是敬拜組的組長，他說：「平日練
歌之後，都學習怎樣去安排組內的事
務、帶領組員，很高興他們也非常支持
我。」

鄭耀雄  六十歲，是退休人士，組內的鼓手，從
以前害怕唱歌，到現在已勇於放膽高

唱。

後記： 筆者身為中年男士，完全感受到Four Eyes的心境─活了半世紀，難得可以放開自己，不再介
懷莊嚴的父親形像，去做中年男士想做、但不敢做的，盡情放聲為主而頌讚。

放下自己，為主高唱！

金色的假髮，「肥肚腩頂住畢挺中山裝」，全場哄動！

宣教牧養

四眼禿頭大肚腩，
　　　　只管放聲頌讚主

·蘇永權·

北角衞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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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思源對話劉賀強校長
吳思源先生（吳）：政府於二○○五年提出

「三三四學制」，新課程將中國語文、英
國語文、數學科以及通識教育科列為四個必
修的核心科目，學生亦可因應自己的興趣，
從二十個新高中科目或應用學習課程中選讀

兩至三個選修科目，還要加上其他學習經歷
（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體育、藝術教育、
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並於二○
一二年起以香港中學文憑取代香港高級程度

會考及香港中學會考，成為唯一的公開考
試。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今年九月即有第一批學生接受新課程，然而
至今仍有很多學校覺得舉步維艱，老師們也
憂心忡忡，不知道九月開課後情況如何。

劉賀強校長（劉）：我看這些困難可以分成兩
部分，一是較低層次，如課室的安排、課程
內容、考試準備等；另一是較高層次：教育
目的。我們要培育一個怎樣的學生？我覺得
學校更應去思考這個問題。

吳：我認同推行新高中學制及通識科是回應教育

的目的，但今次的推行來得太急、步伐亦太
快。我對這個學制存悲觀的看法，有兩個困
難至今仍未能解決。一：評核問題，距離二
○一二年的公開試只有三年時間，但很多評
核問題仍未解決；二：我個人接觸過很多不
同組別及類型的中學，他們對通識科中單元
的設計及進度是茫無頭緒，學生要達到專題
研習的標準亦有困難。我個人估計到二○一
○或二○一一年，會有一大批學校出現很大
的困難，可能是管理的問題，或是學生表現
的問題，或是因通識教育而拉扯其他科目質
素的問題，致使學校或家長出現反彈，而過
去五、六年教育局的一貫做法是，當出現強
烈反彈時，會設立一個委員會研究，以微調
方法解決。劉校長同意這個觀察嗎？

劉：從一個課程的發展來說，運作三年左右的確
需要一個檢討。我對這個學制較為持平樂

整理：編輯室

觀。香港現今社會的通識教育層次比較低，
在全球性的知識型社會中，強調每個人都要
掌握一定的資訊，加上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
會，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很多，因應這個社會
的發展，我相信要有一個課程培育下一代有
如此的視野和素養。有兩個取向去實踐通識
教育：將通識融滲在各個科目中，這是最理
想的，但現實上卻很難實行，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學生，參差有別，在考試導向下，很
自然就會略過通識；另一方法是有一個平
台，讓學生實踐各科的知識，這個取向是基
於現實的考慮，將通識變成必修的考試科
目，帶來的危機就是將通識變成背誦為主。

吳：我個人傾向通識是一種用心的教育，英國的
思想家培根認為學科彼此之間是互通，帶來
某種智能的發展，就如我們當年讀地理科，
有分自然地理、人文地埋、經濟地理等，所
以每個學科中都應有通識的元素，是以我個
人不敢苟同教育局將通識設計為六種元素，
將知識量化了；通識不是一個特定的知識範
疇，但現在卻以知識範疇的評核方法去處理
這科，本身已經是一個錯誤。

劉：對，我認同有修訂的需要。學校及教育工作
者如何看待通識是很重要，課程是死的，教
法是生的。如何引起學生探究知識的興趣，
甚至再進一步自學，很視乎教師的教學方
法。正如錢穆說：「昔人論學，每言博約。
博不是通， 必博而有統系而能歸於約之謂
通；專不是約，約如程不識將兵，有部勒
約束，又如滿地散錢，以一貫串之。故約以
博為本。」學習亦如是。通識不是獨立的科
目，而是融會貫通，可以游走於各樣知識之
間，理解後再創造，這也是教育的目的，令
人有熱情（passion），對生活有熱情，有熱
情去服侍身邊的人。然而，香港的現實社會
講資訊和競爭，功利為上，故通識亦流於較
低的層次。

吳：近二、三十年有一個很危險的社會趨勢，現
今社會欠缺多元的平台或是學生不夠主動接

觸，將學生學做人的平台學校化，將責任推
到學校，令到學校工作百上加斤；加上課程
緊迫，十多二十年的教育改革所帶給教育工
作者的壓力，令到通識教育原該具備的特質
─悠閒從容─完全失去。因為通識從來
不是一門學科，而是觸類旁通是對事物的觀
察和反思，沒有固定的答案，要學生自行摸
索，這過程需要一個自由舒暢的環境。教師
為要準備教授通識要參加一定時數的訓練，
大學開辦通識教育的碩士課程，一切似乎將
其商品化、功利化了，整個感覺與通識價值
截然不同。至於評核方面，除非考試制度與
學校有相當程度的鬆縛，否則香港教育很難
孕育一個正常的通識文化，只會淪為新瓶舊
酒。

劉：我同意你的觀察，尤其是考試部分我更有共
鳴。現在校園或考試試卷看重即時的聰明
（ street-wise），這亦符合香港現今以經濟
為大前提的社會風氣，走精面的文化。通
識考試看重個人的批判性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然而卻欠缺這視野的培育，這與
學校文化急趕、以考試導向有關，亦是現今
教育界面對的問題。

吳：要達到理想的通識的教育，我認為老師的文
化素養及抗壓能力兩者都要提高。我期望本
會的前線教育工作者要認識自己的學生多於

認識課程本身，因為不同組別的學校，各有
不同類型的學生，學生本身的學術水平及興
趣亦參差不同，老師要有耐性去引導學生學
習，多於去追趕課程。不同的學校可以有不
同的進度模式，均應以學生為本。我又期望
校長能鼓勵、幫助老師以閒適、舒暢的心情

去上課，與學生一起享受學習的樂趣！

通識教育的危機和契機

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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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是本會循道衞理

中心首間在港島東區提供綜合青少年服

務的單位。位於筲箕灣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一
樓的中心，在二○○八年七月入伙，中心面積有
一萬平方呎，另外有一個六千平方呎的平台；屬
於市區中較罕有的寬敞單一樓層服務中心。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主要由四個部門組

成，分別為：兒童及家庭服務、綜合發展服務、
青少年服務及學生發展服務。

該中心協調主任翁建林弟兄介紹他們的服務

時表示，在未來一年，將以「愛人及己、關懷社
群」（Love,  Care & Share）為主題，而服務發
展方向則會循着開拓多元化活動和認識更多不同

類型服務對象，以及傳揚福音信息。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循道衛理中心

˙鄧清麟˙

愛華村堂

他說，在兒童及家庭服務方面，期盼擴闊服
務對象的視野，由個人層面出發，到接觸社會不
同的事物，從而認識自己的潛能和資源開始，繼
而協助他們了解別人的需要，激發他們幫助他人
的熱心，達致在社區互助守望的精神。

至於青少年服務方面，則以「全人發展，成
長身、心、靈」為主題。希望透過活動及訓練，
加強青少年的動力，提昇他們各方面的投入感和
能力感。

翁弟兄表示，他們其中一項具特色的青年服
務是「火鳳凰社區支援計劃」，每年服務的青少
年人逾四百名，最近中心更開辦「康和服務」，
與「火鳳凰計劃」配合，輔導青少年。

談到中心的設施及地方時，翁弟兄指出，這
裏不但有家政室、樂器室（b a n d房）、舞蹈室
等，更有一個六千平方呎的露天平台。這個平台
可舉行各類型的活動和聚會，並為鄰近的本會筲
箕灣堂提供一個舉行大型活動的場地。

筲箕灣堂與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亦有在

宣教和服務方面攜手合作。筲箕灣堂的一位宣教
幹事經常到中心參與活動，作為禮拜堂和服務單
位的橋樑，帶領坊眾認識筲箕灣堂，參加教堂的

聚會。

Band房

兒童空手道

成人甜品班

面談室

南亞功輔班

Youth Corner 會議室

自修室
南亞烹飪班

綜合青少年服務同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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