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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個誤會，家人失聯 

我有一位二家姐，是信主的，多年前已移居加拿大，但她單

身，身體也不大好，在加拿大那邊又沒親人。2010 年，我們鼓勵

她返香港居住，方便照應。但當年年底，她因誤會而惱恨我和大

家姐，不辭而別。自此，她沒再和我、大家姐以及所有在港的親

友聯絡。後來我輾轉知道她已返加拿大，也從她在加的好友處取

得她的電話號碼。但因怕她恨我和家姐的怒氣未消的話，貿然打

電話給她，不知她會怎樣反應，因她過往情緒變化無常。恐怕她

連在加拿大的好朋友都不再聯絡的話，我們更無從得知她的消息。

因此多年來我都不敢打電話給她，只有一直為她禱告，恐怕她就

這樣，甚至一生都不聯絡我們。感謝神，這幾年來，我們間接得

知她平安、健康地生活，只有常常為她禱告。然而，很想和她再

連繫的期望一直在我心中，唯有仰望主！ 

 

 

萬事互相效力 

我 98 歲的姑姐於今年 5 月在院舍跌倒，腦有血塊，後

來進入昏迷中，8 天之後安詳離世了。感恩的是：2018 年 10 月

的一天，姊姊和我，以及一位主內姊妹到院舍和姑姐傳福音，當

日她清楚決志信耶穌。因為她兒女們仍未信主，為清楚起見，神

感動我拍了錄影片，請姑姐親口向她的兒女表示她確實相信耶穌。

奇異恩典—神為我們行了大事 
葉錦蘭姊妹（長青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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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她離世時，我深信主已接她進入天家，為她能享受永恆的

安息而感恩。 

 

  就是因為姑姐離世的事，而二家姐和姑姐的感情非常好，我

躊躇着是否要通知二家姐。二家姐有一位在香港的教會團契好朋

友，她是知道二家姐一直沒有和我們聯絡的，我將姑姐離世的消

息告知她，也把姑姐信主的錄影給她看。她問我有沒有將錄影片

傳給二家姐看，我道出我心底的顧慮。她說近期二家姐有用智能

電話，並參與她們團契的 WhatsApp 群組。就是這個消息，大家

姐認為我們可透過 WhatsApp，告知二家姐有關姑姐離世的消息，

看她會否回覆。就算她不回覆也不要緊，只是免得因我們沒通知

她，以後她知道了，會怪責我們。6 月 5 日我終於用 WhatsApp

傳了信息給二家姐。感謝主感動她立即回覆我。她多謝我告知她

姑姐的消息，且非常感恩她信了耶穌。二家姐語氣平和，我相信

大概她已消了以往的怒氣吧！我和大家姐十分感謝神，多年來不

知怎樣和二姐再連繫，而神奇妙的為我們開了出路。 

 

 

一個邀請產生蹺蹊 

  怎知當我邀請二家姐加入我和大家姐及在美國的弟弟的

WhatsApp 群組時，她看了信息，卻沒有回應。第二天，我再傳

一次信息問她，她看畢，也是沒回應。我直覺感到可能她仍惱恨

我們，未能釋懷。之後，我傳甚麼資訊給她，回應只是一個多謝

貼圖而已，再沒有寫甚麼說話。我心知不妙！我們三姊弟無奈地

也只有放下。我連原先想多告訴二家姐過去十年來我生活的變化

也不敢寫了，但我內心感到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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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見證 

有一次，我未信的表姊知道我已和二家姐聯繫上，但聽到我

說二家姐可能還未釋懷，她便質疑說：你們三姊妹不都是信耶穌

的嗎？有甚麼天大的事情這麼多年仍不能放下？連耶穌都幫不

上忙嗎？她這一問，實在令我不知如何解釋。內心感到慚愧又難

過，我們這個關係的結確實失去了見證，成為未信主親友的信仰

絆腳石了。 

 

這個結可以怎樣解開呢？我想二家姐是不會主動解開的。難

道我繼續等她採取主動嗎？我要等到何時呢？心裡不停盤旋着

這件事。 

 

順服聖靈帶來改變 

8 月培靈會雅各書的信息：行道、與人和好等信息一直攪動

我的心。聖靈催迫我，就算我沒錯，別人向我懷恨也要先與他和

好，才能到主前獻禮物。就是因為聖靈的感動，我決定採取主動，

願意放下自己，向二家姐道歉。和大家姐商量後，16/8 我和大家

姐藉着禱告交託主，把各自寫了表達我們誠意道歉心聲的卡片，

連同一份禮物寄出了，求主感動二家姐的心，希望她收到後能接

納我們。1/9 我打開手機，就收到二家姐的回覆，她願意接納我

們的道歉，她寫道：「就由耶穌寶血一筆算清，了無遺跡。」 

 

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姊妹間的傷痕，全因耶穌十字架上

代死的愛，罪得赦免，三姊妹復和，重新結連。二家姐也表示樂

意加入我們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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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睹神蹟 

2/9 香港時間上午 9 時，在加的二家姐，在美的弟弟，在香

港的大家姐和我，可以藉網絡，以視像電話見面了！這是一個歷

史性時刻，是神的大憐憫，是神奇妙大愛的神蹟，是十多年禱告

的結果。主是行奇事的神，在祂沒有難成的事，願一切榮耀頌讚

都歸給祂！ 

  

Photo by Jon Tyson on Unsplash 



7 

 

119期家訊 

奇異恩典—上帝的醫治 
Ken哥（樂年牧區） 

 

九年前我兩隻眼睛出現重視的問題，在北京看了神經內科醫

生和眼科醫生多次，都沒法治好，最後趕回香港看眼科醫生，才

發現可能是腦部一條微絲血管阻塞，醫生建議多觀察三個月，若

血管不能自我修復，便要做眼肌修正手術，感恩我有信心上帝會

醫治我。我學習在等待時不斷禱告，求神醫治，保持心境平安，

開朗心情和正常運動；感謝主，過了兩個月，不用藥物，不需動

手術，我眼睛的重視問題不治而癒，靠着祈求倚靠，上帝醫治了

我的眼睛重視問題，阿們！ 

 

 

最近兩個月，可能因為吃了些某些食品，我身體多個部位出

現濕疹，非常痕癢，令到精神不振，晚上睡眠也大受影響，看了

醫生，塗了些含類固醇藥膏雖好了些，但治標不治本，醫生也叮

囑類固醇藥膏不能長期使用，所以，我再次學習用禱告，祈求上

帝的恩典使我康復。我停用了類固醇藥膏，痕癢時只塗上普通的

潤膚乳，藉着禱告來强忍痕癢的感覺，雖然初期好難受，晚上睡

眠也不好，但我保持心境開朗，繼續工作，定期運動，只用溫水

洗澡，多飲白開水……過了幾天，我感到痕癢愈來愈可以控制，

我和太太每天繼續為這事祈禱，交托於上帝，求上帝親自醫治。

感謝主，經過兩週的「煎熬」和「掙扎」（要否再塗類固醇藥物止

癢？）現在情況已愈來愈好，身體的濕疹也慢慢消失，真是感謝

主的醫治，不靠藥物，不靠手術，只靠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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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歷好像很新奇，其實很有醫學根據，上帝造人的身體

非常奇妙，有一種叫自癒能力（註一），醫學家認為人體有種自己

修復的系統，利用內分泌和免疫系統將外來刺激作出調理而產生

一個新的平衡點，聽來好像好難理解，但是醫學研究證明這是人

類難以理解的智慧，我們基督徒就相信這就是上帝的能力！感謝

主，醫治我的眼睛和濕疹！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言 17:22） 

 

 

註一： 

「自癒力—痊癒之鑰在自己」美國哈佛大學醫學教授 Andrew Well 

  

Photo by Amy Shamble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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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 
羅葉錦萍姊妹（長青牧區） 

 

  奇怪的事發生了，至今還未有答案，仍在疑團中！ 

 

  記得 5 月 9 日（主日）晚飯後，已洗好碗筷，安坐沙發上，

竟然打瞌睡，醒來時已是晚上 8 時 45 分了，準備刷牙漱口，然

後上床休息。（因主日須於上午 7 時 40 分出門，乘巴士 13Ｄ往

教會，參加 8 時 45 分早禱會。） 

 

  當我要取出下顎的假牙時，發覺沒有了，但上顎的假牙仍在。

我的習慣是睡覺前才脫下假牙，平常時間不會脫下假牙的。於是

在沙發附近尋找它，卻找不到，這真是個謎！會否我在夢中曾把

它脫了下來，放在另一個地方？但在記憶裏，我並沒有這樣做。 

 

  我把事情的始末告訴妹妹錦蘭，她懷疑我曾脫下它，但腦海

卻忘記把它放在哪兒了？但我肯定沒有！如果脫下假牙，怎會只

把下顎的脫下，而上顎的假牙仍留在口腔裏呢？是個疑問，很費

解！ 

 

  錦蘭介紹了她的牙醫給我，印牙模等工序需時幾個星期。由

於今年是我和丈夫結婚五十週年的紀念，事前她已約好了我們於

那天享受自助午餐慶祝；由於訂座困難，所以不是在當天進行慶

祝，而是早一天，她也問我是否需要改期，等下顎的假牙造妥才

享受美味食物，但我不介意，小心咀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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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錦蘭、永耀及弟志洪送我的禮物有：金婚賀卡、聖經和

修本（送我的）、聖經啟導本（送丈夫的），不可錯失的拍照留念

機會。 

 

  天父給我倆金婚紀念的特殊經歷，祂給我的恩典，也不是我

可預料的，凡事謝恩。 

 

  想不到，下顎的假牙還未完全妥當，上顎的右方門齒竟然因

吃咕嚕排骨而掉了下來（其實從前那真的門齒由於打乒乓球時，

球拍柄向上碰撞到它而崩落了。可能當時造假牙的技術不好不夠

穩固，加上已用了多年，當時碰撞的力度太大而造成的結果。）

我本以為需更換整個上顎的假牙托，但牙醫說只需加上門牙就可

以了。感謝主，節省了一大筆費用。 

 

  因此我經歷了有上顎的假牙，而沒有下顎的假牙，到有下顎

的假牙，而上顎的假牙不在口腔裏，兩種吃東西的感受。當時要

吃豆腐，較軟的食物，或把食物切碎，容易咀嚼消化。 

 

  感謝神，在適當時候，神提醒我要更換假牙，並有能力支付

費用。上下顎假牙托於 5 月 27 日下午 2 時 30 分放回我的口腔，

以後我吃東西都要小心，特別是硬的食物啊！ 

 

  金婚的紀念，給我留下假牙的經歷，感恩不盡！ 

 

  至今我走過的年日，處處流下脂油，而最大的福氣，是我於

1964 年信了耶穌，有耶穌伴我走人生的道路。 

 

  下顎假牙的去處，仍是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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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家人傳福音 
顧麗萍姊妹（樂年牧區）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 

我相信這是神的應許，必定成就！ 

（1） 如何領家人信主 

我們信主之後，應向其他親友分享我們為何信主及受洗，讓

他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們又要不停改善從前的壞習慣，使他們

察覺到你信主後的改變，從你身上看見主的形像；這樣，他們才

有興趣跟你談信仰，也讓父母放心讓你去教會聚會。所以，我初

信主時，他們都允許我帶幼弟及幼妹回教會，弟弟進到教會所辦

的學校重讀中五，在參加團契及教會聚會時認識主，後來更加入

教會並參與事奉。之後他到了美國升學，因為半工讀，便沒有時

間參加教會，直到後來他婚後病了，才悔改重返教會。及後弟弟

離世，我將他的骨灰帶回香港安葬。而妹妹比我年輕十四年，自

我婚後便沒有與她同住，她也再沒有往教會。然而福音的種子在

她的心中，直至最近，她與丈夫一起參加了警察以諾團契，每週

都穩定出席，感謝主!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and you will be saved—you and your household. 

(Acts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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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家人禱告最重要 

未信的人絕對不是因為你口中所說的話而得救，所以不需要

給自己太大壓力。禱告是第一優先的事，通過禱告，神會使人的

心向福音敞開，如果你禱告以後，看見沒有改變就輕易放棄，那

麼神就不會回應你的禱告。你必須敏銳於禱告，之後神自然會為

你創造機會。例如，我趁教會舉行聚餐或旅行時，邀請父母參加，

多年來，藉着教會活動，他們能與教友彼此認識，多了解我們的

信仰。教友們也不時力邀他們到教會來，直到媽媽退休後，她就

參加了教會聚會及信主受洗。又例如，最近有認識的人過世，家

人或許會問你：人死後會往哪裏去？這時你就可以不經意地說：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需要耶穌了。這個時候，請切記不要跟他爭辯，

即使他的回應是負面的，但你的話已進入了他的心裏，你只需仍

繼續禱告，並照着神的心意過生活。不要局限自己如何向家人作

見證，看到有機會就多說一些吧。向家人傳福音是每天的考驗，

就算錯過了多少機會，最終也不是單單因為你所說的話而令他們

信主的。千萬不要說他們所信的那個偶像是魔鬼，也不要說：趕

快受洗吧，如果不受洗，就會下地獄云云。為家人信主禱告才是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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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愛去關心家人 

在家裏不單要有好行為，也要用愛去關心家人。多跟他們說

說話，幫助他們，滿足他們的需要，令他們感受到你真的關心他

們。比如我的爸爸和奶奶先後入住了老人院，他們都渴望家人來

探望，所以我每週放假，都會抽時間到院舍探望他們，跟他們交

談、到茶樓品茗，令他們心情暢快。他們常對我說：「你真好」。

這時我就會對他們說：「因為耶穌愛我，所以我都愛你。」我亦不

時邀請教友或牧師探訪他們，令他們知道耶穌真的愛他，他們就

認識耶穌並且相信，後來在老人院受洗歸主。 

 

 

（4） 在家庭和服事中取得平衡 

有些人在教會服事很多，但是他們的家人卻越來越抵擋信仰，

遠離神。有些弟兄姊妹全時間投入教會的服事，卻忽略家人，沒

花時間跟關係親密的親人相處，在屬於家庭聚餐的時間也跟教會

去服事，輕忽家庭的責任，使家人絲毫不想認識我們所信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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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遵行誡命「當孝敬父母」 

你想全家得救的應許成就，就要遵守誡命「當孝敬父母」，使

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地上得以長久。你必須孝敬父母，

著重與家人的關係以及家庭生活，花時間跟他們在一起，履行你

在家庭中的責任，全家得救的應許也必成就在你家。 

 

 

 

 

 

 

 

 

 

 

 

 

（6） 「愛」永遠不會失敗 

耶穌說祂的愛每一天都是新的。祂知道我們會犯錯，會跌倒；

然而愛能遮掩你所有的錯誤，也遮蓋你未信的家人，好讓你過去

所撒的種子，不會被魔鬼偷走，讓家人看見我們生命的改變。你

犯錯了，要認；得罪了家人，要道歉，尋求他們的寛恕。你要見

證耶穌來了藉着祂的捨命，父神赦免了我們的罪，我也要這樣尋

求家人的饒恕，或者饒恕得罪我們的家人，免致家裏的人彼此為

仇。要在家中活出愛，才能有機會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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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要害怕被拒絕 

如果家人一直不斷拒絕我們向他做見證怎麼辦？當他們拒

絕你，表示他們害怕你所傳講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接

受你所說的是真的，所以他們會盡力去拒絕你，他們的潛意識裡

怕自己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你說服。當他們拒絕你的時候，記

得他們不是拒絕你，他是拒絕我們所傳的主。因此，我們還是要

繼續愛他們，為他們禱告，操練我們所分享的，你一定能看到家

人信主。 

 

主耶穌告訴我們，這個世上沒有良善，只有這位獨一的神是

真正良善的，祂是我們的阿爸父，也只有認識祂，才知道甚麽是

真愛，以至能活出真愛——就是饒恕的愛，恆久忍耐的愛，不求

回報的愛，甘心捨命的愛。當你真誠悔改領受此真愛之後，才能

把愛付出，給有需要的人。 

 

真的，我妹妹她多年來與她的丈夫都硬着心，不願再到教會

敬拜神，我仍常常為她禱告，他們遇到難處，我們一家人都去幫

助他們。直到現在，妹妹因為身體軟弱需要洗腎，就被她丈夫的

一位同胞力邀他們夫婦去教會相信主耶穌，他們現在每星期都上

教會追求認識神。 

 

我們盡力，有一天，神就感動他們相信祂。記住，叫人信耶

穌是神的工作，但我們要去傳，人們才知道世上有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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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來都陪着患血癌的姑奶覆診、入院治療等，每週送湯水

及營養奶到她的家，給她調理身體，關心她的療程和向她講解她

的病況及化療的反應，為她禱告，邀請她信主。她的心很剛硬，

回應我說你所信的耶穌是好的，我所信的也是好的，你的耶穌只

聽你禱告。感謝神，主差派使者救回我姑奶一命。有一天晚上，

她在廚房失足跌在地上暈倒，他的丈夫已經睡着，郤被拍醒，起

來就看到妻子暈倒在地上。他即時將她抱起，她就醒了，她自己

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當時家中只有他們二人，姑丈卻多次說

是有人拍醒他的，真奇怪！是誰呢？不然，她的妻子就失救了。

我說是耶穌差派使者來拍醒你，因神聽了我和教會的姊妹常為你

太太禱告，所以耶穌救了她。他們只知道我們信耶穌的人很好和

有愛心，但至今仍是不信，惟有禱告交託給神，我仍常繼續服侍

他們，我相信神必定拯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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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9期家訊 

傳承靜修在途中 
李耀熙傳道 

 

慢停 • 為了走更遠的路 

那年，我剛從室內設計課程畢業！本打算大展鴻圖，發展事

業；哪知新人卻在工作上遇上不少挫折、挑戰，籌算着前途是進

是退。初信主的我，受傳道人鼓勵參與思維靜院的靜修，學習放

慢人生的步調，慢下來、停下來，在主裡好好尋索未來人生的方

向。 

 

那年，我二十六歲。 

 

 初嚐靜修，誤以為要做足準備，好好完成甚麼資料，才能好

好與主相遇；傳道卻提醒我，休息不足的，先好好睡個夠，好好

平衡照料身心靈等。就這樣，我開始了每年一至兩次到思維靜院

靜修的習慣；為的是從百忙的生活中停下來好好休息，停下來整

理人生，讓自己能走更遠的路。 

 

 

省悟 • 從「我」到「我們」的關係 

 那年，我與太太新婚不久（2012 年），我們一起參與了教會

的靜修營。上帝，為我們寫下彼此祝福的故事！（故事可翻看

2021 年 6 月的月訊） 

 

靜修，成了我倆各自、彼此與上帝發展三角關係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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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女兒出生，我繼續着力籌算未來的路該怎樣走，一心

盼望在靜修中尋得上帝呼召的確據，卻發現太太所想的與我很有

距離。那幾年是我們爭吵最激烈的時間！在靜修中，我盼望神為

我這個家開啟出路。後來我才發現，上帝要教我學習的是從「自

我」到「我們」關係的寶貴功課。 

 

 從退省、體悟中，上帝在我們心安之處與我們對話，透過聲

音、圖像、聖經、異夢，各樣方法，在萬事萬物中，讓我們發現

祂在我們生命的足印與計劃。當我們放下自己的聲音，我們才能

從雜質中抽離，省悟、釐清人生的優先次序，哪一樣事情對我最

重要。 

 

 幾年神學旅程過去，慢慢學習一一放下「自我」的人生計劃，

決意單單隨從神的心意，指向耶穌。神學二年級結束，我的小兒

子出生了，「施洗約翰」，是他的名字（李施約），是太太從退省中

的領受，也是我人生下半場向神的立志。 

 

沒有甚麼比耶穌，以及祂所賜的這個「我們」的關係更寶貴。 

 

我們學習從安靜中，接受神給我、我們未來的任何可能。 

 

 

退下 • 來進到水深之處 

今年，在朱麗玲姊妹（我中宣的師姐）的邀請下，我以傳道

同工的身分，初次嘗試成為靜修的帶領者。從領受、享受靜修，

到帶領別人進到與神的這份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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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能養成定期從生活中退到曠野的習慣，

在靜中進到水深之處，在主裡思想人生走向「與耶穌契合」，以至

信仰生命更真實有力。 

 

這成了我這階段的一份生命傳承的責任與承擔！我成了這

根「施洗約翰」的手指，單單將人指向耶穌。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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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退修到靜修 
朱麗玲姊妹（樂年牧區） 

 

 

信仰人生在五旬節家。在群體中被牧養的日子，最要數算的

是一年一度的教會青少年過百人的退修會。當年的退修營會用心

設計籌辦，所有青年學生均可以最少的價錢，從八日七夜的退修

學習生活裏獲益良多。而每次印在我心上的甘甜滋味，歷久不散：

珍惜室友倆建立屬靈的情誼；珍惜導師與組長和組員間彼此互動

關係的建立；不忘營會中共同歡笑、同聲禱告、邀請決志種種，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了！ 

 

 

成長及服事之途 

記得從高中到大專，

從大專到初職，共歷 10

年，每年退修我都參與其

中，不但期待，更是羨慕

事奉的機會。在營會中，

我曾擔任圖書管理，著力

給營友介紹圖書；曾經當

上組長，帶領 5-6人小組，

天天早上查經，天天晚上領禱，逐一會晤組員。之後，分擔籌委

其中職務，至後來成為大會主席。最後，回應教會管理的需要，

當上值理。我就是這樣長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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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信仰及奉獻 

經歷這 10 次很密集的訓練，包括：每天早、午、晚堂聚會，

我的信仰根基得以紮實；認識在聖靈裏禱告；初嚐禁食祈禱的滋

味；並且奉獻其中——堅信主是我生命唯一的帶領！一生交託給

主，成為委身的門徒。主甚麼時候呼召我全職服事，我就立即作

回應。雖然當時不少參加者說，每年的退修會好像在打強心針，

趁着暑假補一補；但我仍然確信，這是神在我身上的帶領，給我

進補，護我前航。 

 

 

門訓中「靜修之旅」 

戰兢地當上值理之職，心感輕慢不得，我毅然報讀中國教會

研究中心第一屆兩年制的「門徒訓練」課程，開始艱辛的學習旅

途，旨為回應主，建立屬靈生命。工作以外，我每星期兩天晚上

上課、每月兩日一夜靜修主題學習；必須完成五日四夜，嚴格守

靜的靜修之旅。我大大開展屬靈視野！——研究中心在我們繁重

工作以外，特意安排守靜護心靈旅，揭示我們各人與主真實關係

的光景。這樣，靜修便成為我屬靈生命上的「一大轉捩」！ 

 

 

寧謐處被主塑造 

至今，我不忘安靜的初心！那年炎夏天，我背上輕便行李，

進入靜院；不着急、不言語、不行動，提步慢遊小徑道上，隨意

在園中走動；不用忙迭追時、招呼左右、趕件完工，只知閑適其

中，任心神隨靈流轉。同行導師沒理論，沒日程安排，只是每天

定時約談靈裏經歷，助我進深於耶穌裏；每晚與我們學員 10 人

安靜晚禱一小時。後來我才知道，是次多天的靜修行旅，是門訓

結業的必須過程。  



23 

 

119期家訊 

從此以後享安息 

當年我 27 歲！園中獨處，口為主靜，心為主開，與主相遇，

自此啟動了我「享安息」的心志。論日常生活，我着意操練忙裏

偷閑；論教會事奉，肩負值理不同職位責任，議事傷腦傷心時，

回頭靈裏安靜，就經歷到安寧，泰然其中。更深認同約翰所寫，

主耶穌真切的邀請：「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

面。……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

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十五 4-5） 

 

 

今日傳承「靜修」 

生命之計在於神！我很願意花時間到神面前，專注於祂、聆

聽祂、回應祂……細看神在我身處這個世代的作為，愈發要認識

神、認識自己，至福及他人。因此，我進入安靜祈禱旅程，也就

傳承帶領別人同行安息。感恩至今教會，仍然支持不同類型的退

修，也願拓闊肢體在禱告方面的學習，已經持續三年（2019-2021）

舉行了靜修營；特別在近年社會動盪和疫情裏面，讓我們體會安

靜是彼此最大的保護。 

 

今年 6 月 13-15 日（三日兩夜），肢體 30 人（老、中、青

等）難得一起到靜院去祈禱！不單個人親嚐獨處和安靜的滋味，

亦是群體一起進入真理，在寧靜中明白神的話，進深體會主深刻

的愛的時刻。「與耶穌契合」（Fit with Jesus）正是這次靜修的主

題，其中我們反覆閱讀一小段經文（約十二 1-8）；藉着經文默想、

心靈讀經、福音默觀、默觀福音畫等，浸潤在神的話裏，默然感

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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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摘錄了部分肢體的感恩和回饋，表達對耶穌的感謝！ 

「感恩不盡，享受與主結連！」 

「安靜中，彼此仍能結伴同行。」 

「生命在於享受主！」 

「主呼喚我~回歸！」 

「值得花時間親近主！」 

「融入大自然，就像投入神懷抱似的；好容易感受到主的同在。」 

「十分認同嚴格守靜，因為有靜才能有禱和內省。」 

「對於生活在繁華的鬧市，這刻我可以進入寂靜的環境，讓我

獲得真正的思考時間。」 

「在營內，甚麼都是以神為中心—無論是口靜、心靜，大自然

都是通向祂！」 

「心靈是必須要定時休息，才能將焦點回正到神！退修安靜、

獨處，身心靈才能得着真正的休息。」 

「教會弟兄姊妹能夠一起靜修，成為同行者，一起經驗靜中得

力，實在可貴。」 

「2020 年，學習慢下來，給時間和空間讓上帝作工、參與我生命

的每一個環節。但是幾個月後，因忙碌而忘記了這學習。今年再

入營，同樣的提醒——要休息！要靜止勿動，要知道祂是上帝！

一切都是在祂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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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恩典‧主居心內 
吳群英姊妹（長青牧區） 

 

感謝主！在 40 天「預苦期～從紀念到委身」早禱運動快要

完結前，教會便開始宣傳「與耶穌契合（Fit with Jesus）靜修營」

的訊息，當時我就毫不思考，立即報了全營（3 天 2 夜），到了要

交費用的時候，我才發覺我是不能參加全營的，因我於這營會的

第三天需要照顧一位獨居的長者，於是我惟有向營會負責人提出

請求，看可否只參與 2 天 1 夜的營會，感謝讚美主！我的請求得

到接納。我就帶著這份感恩的心參加了這 2 天 1 夜的靜修營，祈

望我在安靜、禱告及默想中，靠近神、與主相遇、與耶穌契合。 

 

在「與主相遇漫步園中」，愛我的主給了我詩篇二十三 1-6：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真的一無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綠的草地上，

又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還使我心靈得到舒暢，為自己的名領我

踏上正義的坦途，縱使我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兇險，因你與

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棍，是我的安慰和舒暢。在我的對頭面前，

你為我擺設了筵席，在我的頭上抹油，使我的杯爵滿溢。在我一

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裡，直至永

永遠遠。（參考思高譯本） 

 

在這天晚上，「與耶穌契合」的晚會中，聽著弟兄姊妹的分

享，當他們將自己代入到聖經中的人物時，不期然感受到好像自

己也身處其中，體驗到「與耶穌契合」的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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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靜修中，最大的恩典和禮物是與主耶穌的契合，祂給

了我一首詩歌「祈禱又歡唱」： 

 

歌唱雲便散，黑夜變白晝，若歌唱，不停歌唱，黑雲便會消散，

微笑雲便散，黑夜變白晝，若微笑，時常微笑，黑雲便要消散， 

祈禱又歡唱，方法只這樣，若祈禱、微笑、歌唱，黑雲便要消散。 

 

第二天早上，跟平常一樣，我早晨五時就醒來，梳洗完畢，

來到那個望到海的高台上，準備觀看日出——平常時很難有機會

看到日出。當我安靜下來時，抬頭一望，竟發現天上烏雲一片，

根本沒有陽光，何來日出呢？就在這時，心中就湧現了上面這首

詩歌的歌詞，我不停的在唱，這三節詩歌，我唱了一遍又一遍，

不停的唱，突然間，我發覺烏雲好像在移動著，從我的右邊漸漸

移向左邊，正如詩歌所說，所有的烏雲不見了，天空呈現了一片

蔚藍色，感謝主！雖然沒有看到日出，但這天一直都沒有下過雨。 

 

離開營會後，「主居我心」這首詩歌的歌詞：「又再翻開你的

話語，這段甜蜜時空裡，只得你與我相處。願你用愛改寫我心，

寧靜裡我敞開心靈，邀請你進入我心，思想你每句的真實，感激

你同在接近。我不再讓你等，不再令你傷心，你是我的愛人。全

心渴求，求主停留，留居於我身心。」不時湧現心頭，但願詩人

的心聲，成為我每天的激勵，讓主居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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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在其中 
徐婉嫺姊妹（青成牧區） 

 

 

 

一個很平靜的海面， 

像是我們歸回主後的心境； 

不再是人生常出現的波濤洶湧或 

風雨交加。 

 

 

 

 

 

我們就是每顆珍珠！ 

主耶穌基督則是那根把我們串在一起的繩子； 

每顆珍珠既有獨有的光芒，而被連在一起便價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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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塊扁木牌，已證明我—— 

人已在思維靜院中； 

我的心來尋求祢。 

不再是聽別人談論靜院或 

祢的同在。 

這次，我在其中， 

讓祢親自給我尋見。 

這次，我在其中—— 

雖然我沒有開口， 

聽不到我的聲音， 

但我的心卻在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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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們都在祢裡面， 

為要學習祢的樣式， 

傳承使命。 

這個是我，還是祢呢？ 

還是不需分祢或我，已經是一體了！ 

這是誰的縮影？ 

外表快樂，內裡卻是孤單！ 

但願大家因祢找到真我…… 

喜樂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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