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在世，都需要有明天。然而明天卻不
是在我們手中，即使我們可自信或誇口或
為明天謀算，但事實上我們都不否認「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事實。箴言也說明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27:1-2) ; 「人心
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19:21) ;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16:9)  當我
們誠實地內省都會發現，原來生命不是掌
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同的「明天觀」反
映了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生活方式和
盼望。放眼明天，我們看見什麼? 決定於
我們是否用信心的眼光來看或帶著疑懼的
眼光來看。放眼明天，我們看得多遠? 我
們只看到今生結束或看得更遠。

明天觀，人生觀，價值觀
先知以賽亞時代，南國敗壞，宗教領袖各
偏行己路，專求自己的利益，他們說; 「
來吧，我去拿酒，我們飽飲濃酒，明日必
和今日一樣，就是宴樂無量，極大之日。
」(賽56:12)，百姓也應和: 「我們吃喝
吧! 因為明天要死了。」(賽22:13) 描述
以色列舉國上下渺視神，落在撒但的欺騙
中，對明天沒有盼望，空洞地生存，只顧
及時行樂，不知大禍將至。這正是遠離神
的生活和沒有明天的寫照。
 
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穌用一位屯積糧產，
以錢財保障未來安逸的財主作比喻，斥責
他為“無知的人”( 路 12:16-21)。雅各
書第四章對那些處心積慮、籌畫買賣得利
的人也警告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

不知道，你們的生命不過是一片雲霧，出
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
那事。」（雅4：13-15）意思就是說：明
天不在我們手中，只有神掌管明天。

神的全知、全能與我們明天
我們要留意，神是全知、全能就是祂知道
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都在衪全
然的掌握中，祂知道也看到無一事物超出
祂所知的範圍。我們既是神的兒女，每件
關於我們的事，衪都知道。詩人說：『耶
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一切所行的，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
沒有一句不知道的。』(詩篇139:1-4)

若我們的一切，神都知道，因此，當我們
面對明天，要記得神全然知道我們的生命
氣息何時結束，我們的歲數還有幾何，我
們自己和家人甚至後代子孫的未來，我們
的經濟狀況和我們所有心思意念，我們隱
私的念頭和感受。也要記得在天父的無所
不知，衪關心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 更
賜下慈愛和憐憫給我們領受，也教導我們
不要為明天吃什麼喝什麼而掛慮，所有我
們需要祂都會預備。( 路 12:22-31) 唯願
我們都讓衪來掌管明天，以專心倚靠信任
衪，與衪同行每一天。

把握今天，盼望明天
今天是明天的昨天，明天是從今天起步。
今天是我們應該，也是可以把握的，是神

給我們的責任，把“今天”交在每一個人
手中，然後要我們是如何使用今天來向神
交帳。今天是我們把握來踏上明天。

因此，神既掌握明天，
1.我們便不當爲明天憂慮，在今天信任衪
的供應和引領！(太6: 25-34)。認知自己
的有限，明白“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2.我們就不要爲明天誇口，因為我們生命
在神手中（雅4:15）。當順服衪的帶領，
讓衪作主，用心察驗衪的旨意，然後是順
服衪的帶領。(詩25：5） 正如詩歌說“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有許多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管著明天，
我也知誰牽我手”。

3.我們便要忘記背後。過去的創傷，主已
醫 治 ； 一 切 過 犯 ， 主 已 赦 免 。 ( 腓 
3:13-14) 以專心，倚靠仰望衪，因為”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4：6) 。『你要專
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
的路。』(箴3:5-6)

4.我們就要忠於今天，活好今天，盼望明
天，順服信任神美意的安排(加6:9)。交
托主權，因“神是避難所，是山寨”(詩
18:2; 91:2; 46:1)。把明天交托，因為
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提後1:12)。

誰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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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香港入讀神學的第一年, 我18歲。 
每一位同學, 無論是否對兒童事工有負擔
, 都必須在那所指定的主日學校實習。那
所主日學校, 坐落在木屋區的一個空置學
堂, 桌椅陳舊簡陃, 沒有教會作後盾, 學
生是來自周圍的貧困家庭的兒童, 沒有成
人或青年。 每個星期, 我們這些實習老
師, 除了盡心準備聖經故事以外, 還要想
辦法鼓勵學生出席, 所以我們都盡量去探
訪那些兒童的家庭, 可是來的學生永遠都
不穩定, 漸漸大家都被培訓為只能禱告、
不看果效的主日學老師了。

回想起來, 單有兒童的主日學, 沒有教會
在背後支持, 實在很困難。不過, 從小到
大, 我參加過好幾個在教會舉辦的兒童主
日學, 有的真讓人很不耐煩: 雖然學生的
來源沒有問題, 但主日學這項目, 變成例
行活動, 參加了和沒有參加都一樣, 對生
命產生不了任何的影响。

後來在初中的時候, 由於媽媽的中學同學
介紹, 我們參加了她教會的主日學! 真的
不一樣, 我天天期盼著星期天的來臨! 在
那裏感覺很溫暖, 與神與人都很親近! 我
很希望自己長大以後, 也成為一個讓學生
們天天期盼星期天來臨的主日學老師。

那所在木屋區裏的兒童主日學校, 實在極
度考驗我們這些年青神學生。 這麼惡劣

的條件, 可能讓主日學有任何的吸引力嗎
? 在神學院的同學們, 相比自己教會主日
學的興旺, 覺得在這木屋區的艱難經營, 
真的太事倍功半了!

原來就是媽媽的那位中學同學, 她就是神
學院的老師, 就是她讓我們這些想要到教
會好好服事的青年, 被困在一所看不到前
景的主日學校裏實習! 我們花許多寶貴的
時間在這些無心向學的兒童身上, 值得嗎
?  她說, 無論是十個學生, 或一個學生, 
也是一樣的準備, 一樣的滿懷熱情的把神
的話都傳授出來, 一個一個的把學生帶到
神面前。她親自指導我們每一個, 在監聽
了我們的講課以後, 總是先從積極方面來
鼓勵, 然後用很溫柔的口吻提出她的建議
。所以我們都不得不堅持又堅持。

70年代, 香港社會是拼搏的年代, 在教會
以外, 許多父母為了生活, 沒有時間陪伴
孩子, 更有許多孩子需要幫助家務和做一
些小零工。在教會裏面, 尤其是一般勞苦
大眾的地區, 成人佔極少數, 有的教會幾
乎沒有成年人, 但青少年和孩子很多, 父
母沒空管教他們, 他們自己找到教會來。

有研究教會增長的老師說: 成年人才是教
會增長的支柱,  所以應該先發展成人事
工, 不應該花太多精力在兒童事工, 本末
倒置。 可是成年人都不肯來教會, 只有

青少年和兒童, 一堆一堆的來!  那時, 就
是在木屋區主日學實習過的經歷, 使我們
在神學院畢業後到教會服事的時候, 不得
不從這批兒童青少年開始, 教導聖經, 「
先將主日學一級一級的帶上軌道」漸漸青
少年成長了, 對聖經有穩固基礎, 把父母
也帶領歸主。

媽媽的那位中學同學, 除了把青年神學生
困在木屋區裏的主日學外, 也把自己困在
一套「從出生到髮白」的主日學課程的編
譯。建立強健的主日學, 需要一套可靠的
課程, 才能有效的落實聖經的教導與學習
。她說:「這課程著重研讀神說了甚麼、
怎樣用神的話去解答不同年齡人士所面對
的問題、裝備信徒在不同崗位事奉神。」
從1960年代開始, 共用了42年, 到2005年
全套課程出版, 其中她尋找繙譯, 設計, 
出版, 推廣等等之外, 還親自校對每一字
每一句, 務求內容充實文字優美! 經常聽
到她說的幾句話: 「唯有拼命禱告!」「
真的感謝神!」

課程出版以後, 她還不斷地修訂, 直到眼
睛體力無法支持, 去年秋天, 主把她接回
天家了, 她事奉的榜樣, 她對後輩的關心
提攜, 所留下的文字, 實在是神賜給華人
教會的祝福!

媽媽的中學同學 (懷念老師鮑許冰清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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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基督徒的我, 明白子女是神交給我托
管的，他們都是屬神的產業。雖然在人的
眼光中，在現實的社會裏，在這屬肉體的
價值觀上面，能夠很明顯的看出有特殊需
要的小孩在許多方面的不足，也許是智商
，也許是情商，可能方方面面，都不如這
社會的期望值，也不一定能夠為這個社會
所接納，但是要知道我們不應該懷疑神的
創造，因為神的創造是美好的。即使我們
的小孩看是有缺陷的，但是在神的眼光中
，他們都是神的寶貝。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小孩有缺陷也是短暫
的，只在今生而已，但在我們的禱告中，

只要願意把小孩交托給神，神必定為他們
的今生負責，也使他們在信靠神當中，有
永生的盼望，在他們的身心障礙缺陷中榮
耀神的美名。

我身為母親，其實我有一個想像，就是神
已經按照我的本像接納了我，同樣的也接
納了我的孩子，即便是在今生，我的孩子
都無法像所謂的正常的小孩一樣，但是將
來在天國，即使已經沒有親人關係，我還
是會看得到神賜給我小孩那榮美的形象，
遠超過我能想像的，一想到這裡，我的心
就不會失望。我過去曾傷心看不見孩子的
未來，但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我還是有如

獲至寶的喜樂陪伴著他的進步。敬畏耶和
華是智慧的開端，詩篇20篇第7節也 提到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

感謝主，是我的小孩改變我要定睛在我所
信靠的神身上，不是在乎別人的眼光及看
法，是我的小孩促成了我不斷的為子女禱
告，交託仰望主耶穌，也是我的小孩，使
我更願意與我有類似境遇的家庭分享我的
信仰。現在我願意做好一個愛禱告的媽媽
，在主裏有真平安，這樣真的很好。

感謝神給我們一家三口可以在去年七月到
台灣橋頭短宣。我是第一次去台灣, 在我
眼中, 台灣是一個現代先進的地方, 且交
通網絡建設完善, 我們坐高鐵從台北到高
雄佐營, 只需要約一個半小時, 當地生物
和晶片等科技也是世界第一流。但另一方
面, 社會文化卻頗為保守, 特別是信仰方
面; 中國傳統宗教十分普遍, 他們拜很多
不同的偶像, 廟宇是世界最多; 在我住的
那條街道已有一所廟宇, 而差不多每個門
口都放了一個燒「衣紙」的鐵筒。雖然他
們有濃厚中華文化, 但家庭社會問題也不
少。

我們短宣隊有九位隊員從加拿大去, 有一
位從香港去, 主要是參加「主愛教會」舉
辦的兒童英文日營。這是兩個星期的營會
, 而每星期都在兩個地方舉行。我們頭五
天接受訓練與及預備營會的事情, 包括到
營地去打掃和佈置。在兒童英文營期間, 
Eugenia 和 Noah 會在早上帶領唱英文歌
, 我負責影音工作, 之後就是英文課, 下
午我們負責手工、遊戲等工作。

第一個星期, 我們在「復活教會」幫助他
們舉辦營會。這所教會, 因有「主愛教會
」的短宣隊和另一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幫助
, 而能在停辦兒童日營十多年後, 再一次
舉辦兒童營。這教會看見兒童的歡樂反應
, 得到很大的鼓勵和幫助,並且盼望明年
能再舉辦兒童營。

第二個星期, 我們被派到「五林官小」。
這學校一直以來都很盼望Pastor David 
幫他們舉辦夏令英文營, 為避免家長投訴
, 我們不能直接與兒童傳福音, 但可以用
聖經故事, 作為「品格教導」。聖靈就藉
著兒童聽完聖經故事之後感動他們發問, 
譬如「耶穌為何來到世界?」「為何祂要
死在十架上?」等等, 導師就可以向他們
講解福音內容。最後, Noah 和我班的學
生裏有八人信主, 同時有十五位學生要求
一本聖經; 因為他們想自己讀聖經, 去認
識多些有關天父與及耶穌的事情。

最奇妙的是我班的一位小六學生, 當地弟
兄姊妹見到他的名字在班名單上, 就知道
麻煩來了, 因為這學生出名「頑皮」, 又
講「粗話」。在營會第三日快散會前, 他
對我說他信了耶穌, 我恭賀他, 也與同工
分享, 但無人真正相信他生命的改變, 直
到第二天, 他重申公開承認信主, 大家才
肯接受神的工作和福音的大能。

還有很多叫人意外的經歷, 譬如一場滂沱
大雨, 迫使學生父母進來聽福音信息等等
。記得在營會後的分享會, 我們每人都興
奮地分享個人經歷和神的恩典, 兩個半小
時也不夠時間。大家在辛勞中經歷了神奇
妙的供應和帶領, 實在向神感恩不盡。這
份喜悅是局外人難以感受到的。

在出發前, 我對這次行程有以下的期望: 
首先我希望可以在一個不同文化中, 學習
和接受甚至溶入不同文化的生活中; 另外
, 我希望在服侍中, 可以經歷神的工作, 
生命成長, 步出自己的安舒區。對隊友方
面, 盼望我們可以融洽相處, 顯出主裏合
一, 能有一個榮神益人的團隊。到短宣結
束反思時, 我發覺神不單成全我的期望, 
也給我經歷到文化差異和言語不通的困難
, 但當地居民, 包括弟兄姊妹都很體諒, 
例如當我遇上困難時, 他們會立時自動補
上, 幫助翻譯, 叫「不俊美的, 越發得著
俊美」, 真經歷到彼此一同事奉的真義。

隊友中有一位69歲祖母, 信主只有三年, 
平日她替女兒照顧三位孫兒。 縱然如此, 
她去年已去過危地馬拉短宣, 今年到台灣
。今次因飛機轉機等安排問題, 她一個人
從 Edmonton 坐30多小時飛到高雄, 她還
說這不算甚麼, 在教英文課時, 她扮超級
英雄 (superhero) 的動作, 引起學生抱腹
大笑。她說:「為主工作, 我不介意。」
姊妹的見證以及心志, 提醒我到退休年長
時, 只要有健康精力, 也實在無理由不去
服侍神。

今次的短宣經歷, 我體會到台灣雖有不少

教會和信徒, 但勞工階層卻很難信主, 只
有約0.5% 勞力人口信主。他們信主困難
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家庭關係很緊密, 
有作兒女的想信主, 但因父母不喜歡就放
棄了。還有是因為當地教會的會友都是中
產階級, 知識水平較高的弟兄姊妹, 勞力
階層的人有心理障礙, 在教會落腳很困難
。所以現在在台灣的宣教士, 主要服侍對
象是勞力群體, 盼望這群體可以建立到適
合他們的教會, 藉此可以使福音更有果效
的在勞力群體中廣傳。

我們從遠方去到當地與本地的弟兄姊妹一
同事奉, 使他們感受被人關愛, 也成為他
們的鼓勵和支持。我們不單可以減輕他們
一些工作, 對當地宣教士有同樣的鼓勵。
當然我們也給了他們額外負擔, 譬如 
Pastor David 和師母為我們預先清潔地
方給我們居住, 早上六點多就預備早餐給
我們 (約有20-30多人)。

有人認為短宣不合經濟效益, 浪費資源, 
因為參與者要付出兩千多元旅費, 若將這
資源直接送給當地教會或機構, 豈不更有
果效。這見地是有對的地方, 但問題在於
單憑金錢或資源上的供應, 是否能做到言
行上的支持和激勵呢? 能否使當地弟兄姊
妹, 甚至居民感受到外人的關愛呢?  我相
信不可能, 特別是宣教士本人, 孤身在異
鄉, 縱然在當地已建立深厚的友誼, 但若
有同鄉里的到訪與及支持, 那種感受是不
能言喻的。

對我自己來說, 短宣體驗逼使我身處一處
陌生的地方, 從而擴闊了自己的視野, 認
識新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平常少有
機會做的事情, 特別在傳福音方面, 更是
在一個沒有甚麼可倚靠的地方, 只能多祈
禱, 多倚靠神。在今次整個短宣行程中, 
我實在眼見耳聽與及親身經歷到神超乎人
所想所求的安排, 和祂的恩慈, 幫助我在
信心階梯中, 更上多一級。

為此感謝主。

我的台灣短宣分享
夏永康
我的台灣短宣分享
夏永康

人生在世，都需要有明天。然而明天卻不
是在我們手中，即使我們可自信或誇口或
為明天謀算，但事實上我們都不否認「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事實。箴言也說明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27:1-2) ; 「人心
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19:21) ;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16:9)  當我
們誠實地內省都會發現，原來生命不是掌
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同的「明天觀」反
映了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生活方式和
盼望。放眼明天，我們看見什麼? 決定於
我們是否用信心的眼光來看或帶著疑懼的
眼光來看。放眼明天，我們看得多遠? 我
們只看到今生結束或看得更遠。

明天觀，人生觀，價值觀
先知以賽亞時代，南國敗壞，宗教領袖各
偏行己路，專求自己的利益，他們說; 「
來吧，我去拿酒，我們飽飲濃酒，明日必
和今日一樣，就是宴樂無量，極大之日。
」(賽56:12)，百姓也應和: 「我們吃喝
吧! 因為明天要死了。」(賽22:13) 描述
以色列舉國上下渺視神，落在撒但的欺騙
中，對明天沒有盼望，空洞地生存，只顧
及時行樂，不知大禍將至。這正是遠離神
的生活和沒有明天的寫照。
 
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穌用一位屯積糧產，
以錢財保障未來安逸的財主作比喻，斥責
他為“無知的人”( 路 12:16-21)。雅各
書第四章對那些處心積慮、籌畫買賣得利
的人也警告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

不知道，你們的生命不過是一片雲霧，出
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
那事。」（雅4：13-15）意思就是說：明
天不在我們手中，只有神掌管明天。

神的全知、全能與我們明天
我們要留意，神是全知、全能就是祂知道
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都在衪全
然的掌握中，祂知道也看到無一事物超出
祂所知的範圍。我們既是神的兒女，每件
關於我們的事，衪都知道。詩人說：『耶
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一切所行的，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
沒有一句不知道的。』(詩篇139:1-4)

若我們的一切，神都知道，因此，當我們
面對明天，要記得神全然知道我們的生命
氣息何時結束，我們的歲數還有幾何，我
們自己和家人甚至後代子孫的未來，我們
的經濟狀況和我們所有心思意念，我們隱
私的念頭和感受。也要記得在天父的無所
不知，衪關心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 更
賜下慈愛和憐憫給我們領受，也教導我們
不要為明天吃什麼喝什麼而掛慮，所有我
們需要祂都會預備。( 路 12:22-31) 唯願
我們都讓衪來掌管明天，以專心倚靠信任
衪，與衪同行每一天。

把握今天，盼望明天
今天是明天的昨天，明天是從今天起步。
今天是我們應該，也是可以把握的，是神

給我們的責任，把“今天”交在每一個人
手中，然後要我們是如何使用今天來向神
交帳。今天是我們把握來踏上明天。

因此，神既掌握明天，
1.我們便不當爲明天憂慮，在今天信任衪
的供應和引領！(太6: 25-34)。認知自己
的有限，明白“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2.我們就不要爲明天誇口，因為我們生命
在神手中（雅4:15）。當順服衪的帶領，
讓衪作主，用心察驗衪的旨意，然後是順
服衪的帶領。(詩25：5） 正如詩歌說“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有許多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管著明天，
我也知誰牽我手”。

3.我們便要忘記背後。過去的創傷，主已
醫 治 ； 一 切 過 犯 ， 主 已 赦 免 。 ( 腓 
3:13-14) 以專心，倚靠仰望衪，因為”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4：6) 。『你要專
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
的路。』(箴3:5-6)

4.我們就要忠於今天，活好今天，盼望明
天，順服信任神美意的安排(加6:9)。交
托主權，因“神是避難所，是山寨”(詩
18:2; 91:2; 46:1)。把明天交托，因為
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提後1:12)。

誰掌管明天
陳耀棠
誰掌管明天
陳耀棠



那是在香港入讀神學的第一年, 我18歲。 
每一位同學, 無論是否對兒童事工有負擔
, 都必須在那所指定的主日學校實習。那
所主日學校, 坐落在木屋區的一個空置學
堂, 桌椅陳舊簡陃, 沒有教會作後盾, 學
生是來自周圍的貧困家庭的兒童, 沒有成
人或青年。 每個星期, 我們這些實習老
師, 除了盡心準備聖經故事以外, 還要想
辦法鼓勵學生出席, 所以我們都盡量去探
訪那些兒童的家庭, 可是來的學生永遠都
不穩定, 漸漸大家都被培訓為只能禱告、
不看果效的主日學老師了。

回想起來, 單有兒童的主日學, 沒有教會
在背後支持, 實在很困難。不過, 從小到
大, 我參加過好幾個在教會舉辦的兒童主
日學, 有的真讓人很不耐煩: 雖然學生的
來源沒有問題, 但主日學這項目, 變成例
行活動, 參加了和沒有參加都一樣, 對生
命產生不了任何的影响。

後來在初中的時候, 由於媽媽的中學同學
介紹, 我們參加了她教會的主日學! 真的
不一樣, 我天天期盼著星期天的來臨! 在
那裏感覺很溫暖, 與神與人都很親近! 我
很希望自己長大以後, 也成為一個讓學生
們天天期盼星期天來臨的主日學老師。

那所在木屋區裏的兒童主日學校, 實在極
度考驗我們這些年青神學生。 這麼惡劣

的條件, 可能讓主日學有任何的吸引力嗎
? 在神學院的同學們, 相比自己教會主日
學的興旺, 覺得在這木屋區的艱難經營, 
真的太事倍功半了!

原來就是媽媽的那位中學同學, 她就是神
學院的老師, 就是她讓我們這些想要到教
會好好服事的青年, 被困在一所看不到前
景的主日學校裏實習! 我們花許多寶貴的
時間在這些無心向學的兒童身上, 值得嗎
?  她說, 無論是十個學生, 或一個學生, 
也是一樣的準備, 一樣的滿懷熱情的把神
的話都傳授出來, 一個一個的把學生帶到
神面前。她親自指導我們每一個, 在監聽
了我們的講課以後, 總是先從積極方面來
鼓勵, 然後用很溫柔的口吻提出她的建議
。所以我們都不得不堅持又堅持。

70年代, 香港社會是拼搏的年代, 在教會
以外, 許多父母為了生活, 沒有時間陪伴
孩子, 更有許多孩子需要幫助家務和做一
些小零工。在教會裏面, 尤其是一般勞苦
大眾的地區, 成人佔極少數, 有的教會幾
乎沒有成年人, 但青少年和孩子很多, 父
母沒空管教他們, 他們自己找到教會來。

有研究教會增長的老師說: 成年人才是教
會增長的支柱,  所以應該先發展成人事
工, 不應該花太多精力在兒童事工, 本末
倒置。 可是成年人都不肯來教會, 只有

青少年和兒童, 一堆一堆的來!  那時, 就
是在木屋區主日學實習過的經歷, 使我們
在神學院畢業後到教會服事的時候, 不得
不從這批兒童青少年開始, 教導聖經, 「
先將主日學一級一級的帶上軌道」漸漸青
少年成長了, 對聖經有穩固基礎, 把父母
也帶領歸主。

媽媽的那位中學同學, 除了把青年神學生
困在木屋區裏的主日學外, 也把自己困在
一套「從出生到髮白」的主日學課程的編
譯。建立強健的主日學, 需要一套可靠的
課程, 才能有效的落實聖經的教導與學習
。她說:「這課程著重研讀神說了甚麼、
怎樣用神的話去解答不同年齡人士所面對
的問題、裝備信徒在不同崗位事奉神。」
從1960年代開始, 共用了42年, 到2005年
全套課程出版, 其中她尋找繙譯, 設計, 
出版, 推廣等等之外, 還親自校對每一字
每一句, 務求內容充實文字優美! 經常聽
到她說的幾句話: 「唯有拼命禱告!」「
真的感謝神!」

課程出版以後, 她還不斷地修訂, 直到眼
睛體力無法支持, 去年秋天, 主把她接回
天家了, 她事奉的榜樣, 她對後輩的關心
提攜, 所留下的文字, 實在是神賜給華人
教會的祝福!

媽媽的中學同學 (懷念老師鮑許冰清師母)
陳甦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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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為你的小孩不斷的禱告嗎？
涂文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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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基督徒的我, 明白子女是神交給我托
管的，他們都是屬神的產業。雖然在人的
眼光中，在現實的社會裏，在這屬肉體的
價值觀上面，能夠很明顯的看出有特殊需
要的小孩在許多方面的不足，也許是智商
，也許是情商，可能方方面面，都不如這
社會的期望值，也不一定能夠為這個社會
所接納，但是要知道我們不應該懷疑神的
創造，因為神的創造是美好的。即使我們
的小孩看是有缺陷的，但是在神的眼光中
，他們都是神的寶貝。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小孩有缺陷也是短暫
的，只在今生而已，但在我們的禱告中，

只要願意把小孩交托給神，神必定為他們
的今生負責，也使他們在信靠神當中，有
永生的盼望，在他們的身心障礙缺陷中榮
耀神的美名。

我身為母親，其實我有一個想像，就是神
已經按照我的本像接納了我，同樣的也接
納了我的孩子，即便是在今生，我的孩子
都無法像所謂的正常的小孩一樣，但是將
來在天國，即使已經沒有親人關係，我還
是會看得到神賜給我小孩那榮美的形象，
遠超過我能想像的，一想到這裡，我的心
就不會失望。我過去曾傷心看不見孩子的
未來，但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我還是有如

獲至寶的喜樂陪伴著他的進步。敬畏耶和
華是智慧的開端，詩篇20篇第7節也 提到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

感謝主，是我的小孩改變我要定睛在我所
信靠的神身上，不是在乎別人的眼光及看
法，是我的小孩促成了我不斷的為子女禱
告，交託仰望主耶穌，也是我的小孩，使
我更願意與我有類似境遇的家庭分享我的
信仰。現在我願意做好一個愛禱告的媽媽
，在主裏有真平安，這樣真的很好。

感謝神給我們一家三口可以在去年七月到
台灣橋頭短宣。我是第一次去台灣, 在我
眼中, 台灣是一個現代先進的地方, 且交
通網絡建設完善, 我們坐高鐵從台北到高
雄佐營, 只需要約一個半小時, 當地生物
和晶片等科技也是世界第一流。但另一方
面, 社會文化卻頗為保守, 特別是信仰方
面; 中國傳統宗教十分普遍, 他們拜很多
不同的偶像, 廟宇是世界最多; 在我住的
那條街道已有一所廟宇, 而差不多每個門
口都放了一個燒「衣紙」的鐵筒。雖然他
們有濃厚中華文化, 但家庭社會問題也不
少。

我們短宣隊有九位隊員從加拿大去, 有一
位從香港去, 主要是參加「主愛教會」舉
辦的兒童英文日營。這是兩個星期的營會
, 而每星期都在兩個地方舉行。我們頭五
天接受訓練與及預備營會的事情, 包括到
營地去打掃和佈置。在兒童英文營期間, 
Eugenia 和 Noah 會在早上帶領唱英文歌
, 我負責影音工作, 之後就是英文課, 下
午我們負責手工、遊戲等工作。

第一個星期, 我們在「復活教會」幫助他
們舉辦營會。這所教會, 因有「主愛教會
」的短宣隊和另一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幫助
, 而能在停辦兒童日營十多年後, 再一次
舉辦兒童營。這教會看見兒童的歡樂反應
, 得到很大的鼓勵和幫助,並且盼望明年
能再舉辦兒童營。

第二個星期, 我們被派到「五林官小」。
這學校一直以來都很盼望Pastor David 
幫他們舉辦夏令英文營, 為避免家長投訴
, 我們不能直接與兒童傳福音, 但可以用
聖經故事, 作為「品格教導」。聖靈就藉
著兒童聽完聖經故事之後感動他們發問, 
譬如「耶穌為何來到世界?」「為何祂要
死在十架上?」等等, 導師就可以向他們
講解福音內容。最後, Noah 和我班的學
生裏有八人信主, 同時有十五位學生要求
一本聖經; 因為他們想自己讀聖經, 去認
識多些有關天父與及耶穌的事情。

最奇妙的是我班的一位小六學生, 當地弟
兄姊妹見到他的名字在班名單上, 就知道
麻煩來了, 因為這學生出名「頑皮」, 又
講「粗話」。在營會第三日快散會前, 他
對我說他信了耶穌, 我恭賀他, 也與同工
分享, 但無人真正相信他生命的改變, 直
到第二天, 他重申公開承認信主, 大家才
肯接受神的工作和福音的大能。

還有很多叫人意外的經歷, 譬如一場滂沱
大雨, 迫使學生父母進來聽福音信息等等
。記得在營會後的分享會, 我們每人都興
奮地分享個人經歷和神的恩典, 兩個半小
時也不夠時間。大家在辛勞中經歷了神奇
妙的供應和帶領, 實在向神感恩不盡。這
份喜悅是局外人難以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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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鄉里的到訪與及支持, 那種感受是不
能言喻的。

對我自己來說, 短宣體驗逼使我身處一處
陌生的地方, 從而擴闊了自己的視野, 認
識新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平常少有
機會做的事情, 特別在傳福音方面, 更是
在一個沒有甚麼可倚靠的地方, 只能多祈
禱, 多倚靠神。在今次整個短宣行程中, 
我實在眼見耳聽與及親身經歷到神超乎人
所想所求的安排, 和祂的恩慈, 幫助我在
信心階梯中, 更上多一級。

為此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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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都需要有明天。然而明天卻不
是在我們手中，即使我們可自信或誇口或
為明天謀算，但事實上我們都不否認「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事實。箴言也說明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27:1-2) ; 「人心
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19:21) ;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16:9)  當我
們誠實地內省都會發現，原來生命不是掌
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同的「明天觀」反
映了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生活方式和
盼望。放眼明天，我們看見什麼? 決定於
我們是否用信心的眼光來看或帶著疑懼的
眼光來看。放眼明天，我們看得多遠? 我
們只看到今生結束或看得更遠。

明天觀，人生觀，價值觀
先知以賽亞時代，南國敗壞，宗教領袖各
偏行己路，專求自己的利益，他們說; 「
來吧，我去拿酒，我們飽飲濃酒，明日必
和今日一樣，就是宴樂無量，極大之日。
」(賽56:12)，百姓也應和: 「我們吃喝
吧! 因為明天要死了。」(賽22:13) 描述
以色列舉國上下渺視神，落在撒但的欺騙
中，對明天沒有盼望，空洞地生存，只顧
及時行樂，不知大禍將至。這正是遠離神
的生活和沒有明天的寫照。
 
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穌用一位屯積糧產，
以錢財保障未來安逸的財主作比喻，斥責
他為“無知的人”( 路 12:16-21)。雅各
書第四章對那些處心積慮、籌畫買賣得利
的人也警告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

不知道，你們的生命不過是一片雲霧，出
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
那事。」（雅4：13-15）意思就是說：明
天不在我們手中，只有神掌管明天。

神的全知、全能與我們明天
我們要留意，神是全知、全能就是祂知道
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都在衪全
然的掌握中，祂知道也看到無一事物超出
祂所知的範圍。我們既是神的兒女，每件
關於我們的事，衪都知道。詩人說：『耶
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一切所行的，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
沒有一句不知道的。』(詩篇139:1-4)

若我們的一切，神都知道，因此，當我們
面對明天，要記得神全然知道我們的生命
氣息何時結束，我們的歲數還有幾何，我
們自己和家人甚至後代子孫的未來，我們
的經濟狀況和我們所有心思意念，我們隱
私的念頭和感受。也要記得在天父的無所
不知，衪關心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 更
賜下慈愛和憐憫給我們領受，也教導我們
不要為明天吃什麼喝什麼而掛慮，所有我
們需要祂都會預備。( 路 12:22-31) 唯願
我們都讓衪來掌管明天，以專心倚靠信任
衪，與衪同行每一天。

把握今天，盼望明天
今天是明天的昨天，明天是從今天起步。
今天是我們應該，也是可以把握的，是神

給我們的責任，把“今天”交在每一個人
手中，然後要我們是如何使用今天來向神
交帳。今天是我們把握來踏上明天。

因此，神既掌握明天，
1.我們便不當爲明天憂慮，在今天信任衪
的供應和引領！(太6: 25-34)。認知自己
的有限，明白“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2.我們就不要爲明天誇口，因為我們生命
在神手中（雅4:15）。當順服衪的帶領，
讓衪作主，用心察驗衪的旨意，然後是順
服衪的帶領。(詩25：5） 正如詩歌說“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有許多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管著明天，
我也知誰牽我手”。

3.我們便要忘記背後。過去的創傷，主已
醫 治 ； 一 切 過 犯 ， 主 已 赦 免 。 ( 腓 
3:13-14) 以專心，倚靠仰望衪，因為”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4：6) 。『你要專
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
的路。』(箴3:5-6)

4.我們就要忠於今天，活好今天，盼望明
天，順服信任神美意的安排(加6:9)。交
托主權，因“神是避難所，是山寨”(詩
18:2; 91:2; 46:1)。把明天交托，因為
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提後1:12)。

誰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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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掌管明天
陳耀棠



人生在世，都需要有明天。然而明天卻不
是在我們手中，即使我們可自信或誇口或
為明天謀算，但事實上我們都不否認「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事實。箴言也說明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27:1-2) ; 「人心
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19:21) ;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16:9)  當我
們誠實地內省都會發現，原來生命不是掌
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同的「明天觀」反
映了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生活方式和
盼望。放眼明天，我們看見什麼? 決定於
我們是否用信心的眼光來看或帶著疑懼的
眼光來看。放眼明天，我們看得多遠? 我
們只看到今生結束或看得更遠。

明天觀，人生觀，價值觀
先知以賽亞時代，南國敗壞，宗教領袖各
偏行己路，專求自己的利益，他們說; 「
來吧，我去拿酒，我們飽飲濃酒，明日必
和今日一樣，就是宴樂無量，極大之日。
」(賽56:12)，百姓也應和: 「我們吃喝
吧! 因為明天要死了。」(賽22:13) 描述
以色列舉國上下渺視神，落在撒但的欺騙
中，對明天沒有盼望，空洞地生存，只顧
及時行樂，不知大禍將至。這正是遠離神
的生活和沒有明天的寫照。
 
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穌用一位屯積糧產，
以錢財保障未來安逸的財主作比喻，斥責
他為“無知的人”( 路 12:16-21)。雅各
書第四章對那些處心積慮、籌畫買賣得利
的人也警告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

不知道，你們的生命不過是一片雲霧，出
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
那事。」（雅4：13-15）意思就是說：明
天不在我們手中，只有神掌管明天。

神的全知、全能與我們明天
我們要留意，神是全知、全能就是祂知道
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都在衪全
然的掌握中，祂知道也看到無一事物超出
祂所知的範圍。我們既是神的兒女，每件
關於我們的事，衪都知道。詩人說：『耶
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一切所行的，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
沒有一句不知道的。』(詩篇139:1-4)

若我們的一切，神都知道，因此，當我們
面對明天，要記得神全然知道我們的生命
氣息何時結束，我們的歲數還有幾何，我
們自己和家人甚至後代子孫的未來，我們
的經濟狀況和我們所有心思意念，我們隱
私的念頭和感受。也要記得在天父的無所
不知，衪關心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 更
賜下慈愛和憐憫給我們領受，也教導我們
不要為明天吃什麼喝什麼而掛慮，所有我
們需要祂都會預備。( 路 12:22-31) 唯願
我們都讓衪來掌管明天，以專心倚靠信任
衪，與衪同行每一天。

把握今天，盼望明天
今天是明天的昨天，明天是從今天起步。
今天是我們應該，也是可以把握的，是神

給我們的責任，把“今天”交在每一個人
手中，然後要我們是如何使用今天來向神
交帳。今天是我們把握來踏上明天。

因此，神既掌握明天，
1.我們便不當爲明天憂慮，在今天信任衪
的供應和引領！(太6: 25-34)。認知自己
的有限，明白“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2.我們就不要爲明天誇口，因為我們生命
在神手中（雅4:15）。當順服衪的帶領，
讓衪作主，用心察驗衪的旨意，然後是順
服衪的帶領。(詩25：5） 正如詩歌說“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有許多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管著明天，
我也知誰牽我手”。

3.我們便要忘記背後。過去的創傷，主已
醫 治 ； 一 切 過 犯 ， 主 已 赦 免 。 ( 腓 
3:13-14) 以專心，倚靠仰望衪，因為”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4：6) 。『你要專
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
的路。』(箴3:5-6)

4.我們就要忠於今天，活好今天，盼望明
天，順服信任神美意的安排(加6:9)。交
托主權，因“神是避難所，是山寨”(詩
18:2; 91:2; 46:1)。把明天交托，因為
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提後1:12)。

誰掌管明天
陳耀棠
誰掌管明天
陳耀棠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

有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妻，男主外女主內，
丈夫努力工作，妻子持家有道，兩個人都
努力維持這一段婚姻，但是他們的感情卻
越來越淡，他們不明白原因。直到有一天
，丈夫在客廳看電視，太太在抹地，丈夫

希望太太停下在做的事情，坐下來陪他，
太太卻說她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清潔，沒有
時間。在那一刻，太太明白了一個道理，
他們感情越來越淡，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努
力在做事情，而是需要陪伴的時候，他們
都是在忙。沒有再想太多，太太放下手上
的事情，坐到丈夫的身邊，故事之後的發
展當然會越來越好。

如果這個故事真的發生在一個家庭裡，相
信結果一定會很不一樣。可能太太會覺得
丈夫在不應該的時候提出不應該的要求，
可能太太會覺得自己好委屈，還有很可能
。故事的發展可能越來越差。為什麼會這
樣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不會隨便
改變自己的想法。

我們都不想改變自己，但是我們偏偏想改
變自己的配偶。難道想要配偶變得更好有
錯嗎？當然不是，只是方法到底對不對。
如果我們持續不斷地指出配偶的問題，這
種做法很可能讓配偶產生抗拒，然後採取
防衛。那難道什麼都不做嗎？當然也不是
。如果看見不對的事情，當然要坦然無懼
的說出來，然後觀察，看看事情有沒有改

變。如果沒有改變，我們只有交給上帝。
交給上帝不是什麼都不做，我們需要恆切
禱告，將配偶帶到上帝面前，靜心等待。
就像童女懷孕的馬利亞，她沒有向約瑟施
壓，強迫他相信上帝的吩咐。馬利亞只是
靜心等候，讓上帝直接告訴約瑟。馬利亞
經得起等待，因她認識上帝的大能，也信
靠上帝的計劃。相反地，如果馬利亞依靠
自己的能力說服約瑟，他們的婚姻將大大
不同。

就像我太太用了3年的時間說服我參加夫
妻營，沒有喋喋不休的說，只有久不久的
提醒。雖然只是這樣，還是有防衛之心，
心裡還是有抗拒，為了完成她的心願，也
只好答應。從第一天的不情願又抗拒，變
成第二天的理解接受，再變成第三天的生
命改變，然後積極參與跟進，手牽手和太
太接受裝備訓練，鼓勵別人參加夫妻營，
最後成為帶領夫妻營的同工。太太當然功
不可沒，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改變，我不
相信我可以靈光一閃明白這一切的領受。

你覺得你能改變你的配偶嗎？那是用自己
的方法？還是等候上帝的方法？

改變配偶
不是你的責任
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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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se days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Christians tend to 
reduc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in the same fashion.  We pray and 
expect instant answers.  We even 
invest time in personal spiritual 
retreat, and expect we will 
definitely hear God’s voice.  If 
not, we feel somehow less spiritual, 
and doubt if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spiritual life, or our 
methodology.

The incident of the healing of the 
blind in Mark 8: 22-26 in which it 
took Jesus twice in touching him to 
give him sight gives us insights into 
this folly of our time.

Just imagine:  you were blind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the Son of God held 
your hand, and led you outside the 
village.  I have no idea how long a 
walk that was — 10 minutes?  30 
minutes?  No matter how long it was, 
it had to be the most blessed moment 
in one’s life!

    But this is exactly what happens 
to us all the time, if we care to 
“beg” Him to lead us out of our 
blindness (Mark 8:22),  He will lead 
us by His own hand, no matter how long 
the journey might be, until our eyes 
are open, to see what we failed to 
see, i.e. Who He is and His purpose 
for us!

    And the blind man did not come to 
see clearly all at once, but 

gradually!

     No, it wa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 inability of Jesus to heal 
instantly, but a reflection of what 
is needed to happen in our life.  To 
be able to have our spiritual eyes 
open is always a process—a process 
that includes our expressing our 
desire to see, our walking together 
with the Lord for some time, and 
experiencing His loving touch time 
and again, until we can see 
“everything clearly” (mark 8:25).  
This incident of the healing of this 
blind man addresses our impatience as 
we seek to see His will and our doubt 
whether He would truly answer our 
pr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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