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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堂105周年堂慶活動的其中一項，是

「與愛同行」困境兒童服侍團，由青少年部與愛

德基金會合辦，目的地是湖南永順縣，活動內容

包括與湖南兒童舉辦營會、參觀學校、家訪及與

愛德基金會當地合作伙伴交流，深入了解困境兒

童及相關國家政策。

七月初我們出發了！我與一班青少年部及

成年部的弟兄姊妹一起啟程前往湖南，在當地服

侍了一群生活在貧窮中的困境兒童。活動主要分

為兩部分，首先我們在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為這

群小學生舉行一個三日兩夜的營會，之後我們分

成小隊逐家逐戶去探訪他們的家庭。整個過程除

了歡欣，還有感恩！

起初在出發前我們得知當地有大暴雨，天

氣很不穩定，隨團的愛徳基金會同事也說這次

旅程可能由舉辦青年營會，改為要幫忙搬沙包防

洪。我們出發前也懇切禱告，希望行程不會受洪

水影響。而最後，我們發現天父的美意總是超乎

我們所想所求的。在六天的旅程中，我們只遇上

了一晝的雨水，而在第三天及第六天的行程裡，

還讓我們遇見了藍天白雲與陽光。雖然我們未敢

祈求天色常藍，但上主卻讓我們體會到「祂的恩

典夠用」！

今次參與營會的小朋友共有二十位，都是

來自永順縣的松柏小學，年齡由三年級至五年級

不等，他們一部分是雙留守兒童，另一部分是事

實孤兒。隨著內地續漸著重城市發展，不少父母

需要到城市中工作，因而留下兒童讓家中長輩照

顧，形成了越來越多雙留守兒童的現象。而事實

孤兒亦類似，父或母在出城工作的過程中遇上了

不測離世，另一半又因種種原因失去音訊，最終

使到這名孩子變成孤兒。在我們的探訪中可以看

見留守兒童的生活環境相對可以，因父母都在城

中工作，有不俗的收入，所以無論是房子的裝飾

佈置與生活所需（如自來水供應，電器用品）都

比較理想；但相比之下，事實孤兒的處境確是不

敢想像。住的是木屋，走上山的路是泥濘滿佈，

主要食糧是土豆，沒有自來水，洗澡是到河裡

每週一次，就連七八十歲的老人也要種地維持生

計，來回學校是四小時的路程。可想而知一場暴

雨對我們來說只是小許的不方便，但對他們來說

卻是身家性命財產的威脅。

在旅途中有一位教友問我，上帝會否忘記

了某些人？起初我不以為意他想問的是甚麼？之

後在一次對話中，他告訴我，因為上帝沒有忘記

這群生活在困境的小朋友，所以派了我們到湖

南，去到他們當中服侍他們。我回答他：「主基

督沒有忘記他們，因為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教

會就是我們每一位。」這簡單的對話讓我想起東

亞聖公會1976年編印的《公禱書》中的一句啟

應：「求祢使我們不忘記缺乏的人；求祢使貧苦

與愛同行  感恩服侍
潘正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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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白雲下在松柏小學外漫步，享受自然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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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到湖南「與愛同行」困境兒童服侍團

的短短六天，讓我經歷了一個另類的旅程。這次

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以愛心關懷困境兒童，服侍

為主的探訪事工，亦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農村的

生活。

夏令營在湖南的張家界舉行，小朋友亦是

第一次到這個地方。從和他們見面接觸的一瞬

間，我發現他們臉上的笑容十分真摯，這也讓我

感到十分溫暖，而尷尬和緊張的感覺也隨之消

失。他們比我想像中懂事，組員之間年紀較大的

會照顧弟妹、也照顧着我們這班大哥哥大姐姐。

三天的夏令營都看見他們表現得十分歡樂，也很

享受和我們相處的每一刻。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經歷是他們在分享自己

夢想的時候，沒想到他們年紀小小，便有大大的

夢想。當中有人想做歌手、畫家、科學發明家等

等。小朋友就是這麼簡單和直接，最重要的是他

們知道自己生活上的困境，還抱着一種熱血和追

夢的心態，對明天的美好是充滿著希望，這種生

命的正能量，令我十分欣賞。

第二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經歷，就是在家訪

的時候，得悉當中有一位小朋友是住在離開學校

頗遠的山上，她每次要走三、四個小時上學，雖

然學校有寄宿，但每到星期一上學的時候，她便

需要在凌晨三點起床，天還未亮便要獨自走山路

上學。這種對生活的困難無畏無懼、凡事都能夠

以充滿平安的心態面對，真的令我感到既驚訝又

痛心。

回想起這次的服侍旅程，我們只是陪了這

群小朋友三天的時間，雖然很短暫，感覺上卻已

令自己對生命的價值也認識了不少。我們生活在

香港，有完整及舒適的家庭，生活可以說是無憂

無慮，卻少了像這些孩子們的熱情和勇敢。這個

旅程也有很多令我感恩的地方，感恩是我們給了

孩子們一個美好的回憶，感恩是他們給了我們一

個不可忘記的經歷。希望藉着今次湖南之旅，讓

我們也一起成長，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也為

到自己的夢想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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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忘 的 經 歷
林嘉怡

湖 南 之 行 感 想
黎澔怡

經歷六天的湖南「與愛同行」困境兒童服

侍團，我認識了一群讓我佩服的小朋友。最初知

道要為困境兒童服侍的時候，令我曾經很擔心自

己會適應不來，又恐怕與他們難以接近。但事

實竟然是完全相反！第一天與他們見面的時候，

他們已經非常熱情，雖然感覺到小朋友們有些害

羞，但他們看著我們的時候，臉上那個帶真摯溫

暖的燦爛笑容，令人感覺得十分窩心，透過一些

我們特別安排的活動互相認識後，我們很快能夠

跟他們變得熟絡及親近。

說到旅程中最令我難忘的經歷，一定是家

訪這個環節了，讓我有機會親身到訪小朋友的

家，了解一下他們日常生活的環境。小朋友們年

紀小小就沒有父母在身邊一起生活，很多都只是

靠爺爺奶奶照顧生活起居，然而他們不但不會自

怨自艾，反而能夠勇敢地面對自己的人生。他們

在家中可以自己負責多項家務，並且能夠幫忙照

顧弟弟妹妹，自理能力可能比我還要高，真的讓

我很驚訝！

經歷這短短數天的服侍後，回想與小朋友

們相處的過程中，我認為不僅是為他們服務，更

是一個對自己很好的鍛煉機會，讓我們反思生命

的意義及明白到自己居住在香港的生活環境，已

經是多麼幸福的一群。希望將來再有機會可以參

與多些服侍的工作，可以好好善用自己的能力去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人常存著希望。」這讓我思想貧苦人如何能夠常

存著希望過他的生活呢？他希望的泉源又在那裡

呢？或許他們的盼望就在於有人不願意把他們遺

忘。我相信透過這三日兩夜的夏令營，和之後的

探訪，除了讓小朋友感受到關懷與愛心，亦能夠

讓我們一班生活舒適的香港人，體會到貧窮人的

處境，關懷他們身心靈的需要，以使我們更願意

把所擁有的與人分享，實踐及傳揚基督的愛。

在旅途中我們沒有傳福音，皆因這個不是

宣教團而是服侍團。但我更相信「何處有仁，何

處有愛，何處有仁，上主必常在。」當我們能步

武基督腳踪，將愛帶到他們當中，願意「與愛同

行」，就會感受到是與上主同行。而當他們能夠

接受這份愛，他們亦能夠接受上帝，因為上帝就

是愛！

最後亦要藉此機會感謝「愛徳基金會」的

安排，使到行程中一切都順利，更讓我們一眾弟

兄姊妹有深刻的體會和反省。

夢想成大事  盼望在明天
黃浣雯

七月初我參加「與愛同行」的服侍，與青

少年部的部友到湖南永順縣，和一班孤兒和留守

兒童渡過了一個三日兩夜的夏令營，接著又和他

們回到村鎮的學校和居所作探訪，了解他們的日

常生活及居住環境。

四年前我在南京東海，也曾為一班孤兒辦

過類似的營會和探訪，那次的反思是東海的孩子

們擁有的雖然不多，但卻比我更願意去分享。完

成學業投身社會，開始工作後，今次再踏入內地

的鄉村作服侍，感覺體會卻很不一樣。

夏令營中印象最深刻是在分享夢想的活

動，孩子們興奮地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紙後，

便毫不猶豫地揮筆在畫紙上畫自己的夢想。我

組裏四個小男孩有三個都畫自己站在高樓大廈

上，天空中有飛機，真摯地向我嚷著說夢想要做

玩具公司和旅遊公司的大老闆，他們渴望到城市

看高樓大廈和飛機，不想只留在鄉村看大樹、田

野、小鳥。還

記得從資料上

讀過他們的父

母背景，親

身探訪過他

們簡陋的居

所，孩子的

小 小 夢 想

令我心中

沉著了許

久……。難以想像年紀輕輕的他們，在家中經歷

和背負的一切雖然沉重，然而眼前的他們還是那

麼單純無慮、堅強懂事、對未來充滿憧憬和夢

想，對明天充滿盼望。反觀我們這群香港的哥哥

姐姐，對著空白的畫紙思考了許久，也感覺想

不起自己的夢想是什麼了……。讀大學時那顆火

熱侍奉的心，好像在這幾年間被現實的社會降

了溫。四年後的今天，此行除了喚醒了自己的初

衷，更從孩子身上學會了信心盼望的功課。他們

家中有的不多，卻一天一天的憑著信心生活；相

反我們常常憂慮工作、經濟、樓價等很多現實的

問題。但其實我們應該學習感恩，因為我們擁有

的已經很多；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上帝的恩典

夠我們用。

回來香港後，我更加珍惜與父母相處的時

間，趁父母還健康靈活，多花點時間陪伴他們，

帶他們出外旅遊，好好享受吃好些。因為原來每

晚踏進家門，便見到家中二寶及一桌子滿滿的餸

菜，並不是必然的道理。

今天，上帝派我們到湖南永順縣作孩子們

的天使，在他們心裏

留下了愛心的種子；

祝願有一天，孩子

們長大後，「夢想

號」能展翅翱翔，

盼望你們亦能成為

別人心中的天使。



小朋友

們看起來好

像 是 小 小

的，極需要

保護；但其

實他們的意

志比我們誰

都堅強、成

熟。在三天

的 營 會 裡

面，感覺比起給他們的，我們得到的更多。

分開以後心態上的差異，就發現我們都開始

倚靠他們了，亦令我們有反思的機會。

4 5

盼 望 的 笑 容
莊敏怡

回到香港國際機場，看到燈火通明的夜

色，驚覺彷似回到另一個世界，這是既國際性又

現代化的香港，深刻感恩的思緒即時浮現在心

中。六天「與愛同行」湖南永順縣困境兒童服侍

團正式結束，純真的笑臉，大家玩遊戲時的笑聲

和氣氛，當中的回憶都盡在心中縈繞。

行程的第二天清早，我們一行十七人到達

了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酒店，為日營和家庭探訪

的事工作好預備，日營的主題是：「我做得到！

」希望透過日營幫助參加的兒童建立自信心。接

近黃昏的時候，二十位松柏小學三至五年級的小

朋友到達，感覺他們的眼神好像有點害羞，但

卻又帶著一些興奮的期待。我們總共分了五個小

組，四個小朋友和三位哥哥姐姐爲一組。經過創

作隊名的遊戲，小朋友明顯對哥哥姐姐產生了信

任，主動問我們住在哪一間房間，又說明天要一

起吃早餐。

行程的第三日，我們一起遊覽屬於世界自

然遺產「張家界森林公園」。嘩！好像置身於電

視劇中武林高手練功的地方，令人感受到仙氣飄

飄！當天的天氣亦十分清涼舒適。我的組別一位

十二歲，身高跟我相若的小朋友還很主動地拖著

我的手沿路遊覽呢！沿途中，小朋友邊走邊與我

們分享學校裡的事情，原來他們大部份上學路程

偏遠，寄宿在學校，所以要待週末回家才可以洗

澡。下午的遊戲時段，大家融洽玩成一片，笑聲

不絕。當中由我們策劃的遊戲，能夠鼓勵小朋友

對自己更有自信。

行程第四日早上，我們帶領他們一個名叫

「讓夢想飛翔」的活動。大家一起用圖畫畫出

自己的夢想。小朋友很認真地畫出自己所要表達

的，有時裝設計師、數學老師等等。之後，我們

一起圍圈唱《讓愛飛翔》結束是次夏令營。下午

是一個依依不捨的時刻，因為要送小朋友回家以

及作家庭探訪。探訪的位置同環境會讓居住在香

港的城市人大吃一驚！原来大部分小朋友的父母

已不在，有些是留守兒童，但他們堅強樂觀的笑

容讓我佩服不已。

行程的最後一天，主辦單位愛德基金會安

排了當地永順縣一位官員與我們有一些分享。她

說「再窮，都不可以窮教育」，這句說話讓我印

象非常深刻，因爲當中可令孩子感受被愛。六天

的服侍團，我看到的是小朋友艱難的環境，但也

看到他們有夢想，有盼望的笑容！

感 動 的 分 享
黃梓晴

在三天營會當中，我們能做的不多；所

以我們都希望能將已準備的做到最好，令小

朋友能感受我們的努力、關懷。起初有很多

擔心，小朋友們會不會反應冷淡，或是不喜

歡我們呢？但他們都以最真誠的表情與我們

玩樂，無時無刻地黏著我們，令我們也很開

心。能為一群這麼乖巧有禮貌的小朋友準備

營會，和他們玩遊戲、做分享；我們都非常

高興，更是感恩有這麼一次機會，讓我們增

廣見識，反思自己。

他們的生活可能比我們艱苦，路可能比

我們難走；但他們的生命充滿正向的意志，

絕對比我們更勇敢更懂事！在一個分享的環

節，一位組員很用心地寫了一段文字。我們

看了都很感動，亦很感恩他們在比較貧困的

環境仍然保持衝勁，以及對未來的憧憬。

那天早上，望著前一秒還是嘻嘻哈哈的小

孩子，忽然整齊地排好及安靜地站著，用手語去

演繹《感恩的心》這首歌曲，歌詞（見下方）的

内容令我心裡有點難過，但卻很感動，大家可搜

索出這首賺人熱淚的歌曲來欣賞，手語版特別令

人感動。我不知道只有大約十歲的小孩子能否明

白歌詞的意思，但這正正是他們的生活寫照。

這些兒童的成長路均是沒有父母在身邊照

顧，家裡只靠年老多病的老人家支撐，令年紀還

小的孩子已經很懂事地為生活努力。面對沒法去

解釋的困境，我也曾疑惑短短兩天的噓寒問暖能

為他們帶來甚麼？也不明白上帝在哪裡？但當看

見他們擁抱爺爺來拍照，看見他們細心照顧、看

護受傷的小鳥，看見他們能與朋友分享所有的時

候，我知道上帝的愛一直與他們同在。困境沒有

使他們與上帝的愛隔絕，因為愛不能用環境和物

質來定義，沒有珍饈百味，沒有漂亮的衣服，但

擁有一顆良善的心是上主最寶貴的祝福。就像

那位離開自己的家，獨自來到偏遠山區教學的老

師，雖然他們不認識差派我們來的上帝，但一樣

在祂慈愛的憐憫中。上主是愛，我深信祂的救恩

包括那些没有聽過福音就去愛的人。 

感謝神讓我們可以身體力行來到湖南實踐

愛，並感受及看見如何見證愛。藉著這次到湖南

的服侍，再一次體會到愛人如己不是一門高深的

學問。謝謝小公主臨走時送的手繩作紀念，這條

手繩正好讓我們感受到孩子的感恩的心。願孩子

們的成長和未來如這條手繩一様七彩繽紛，但願

有一天福音能進駐這片土地，讓更加多的人知道

我們的幫助，是從創造天地的上帝而來。

不能隔絕的愛
蔡菲娜

我來自偶然   像一顆塵土   有誰看出我的脆弱

我來自何方   我情歸何處   誰在下一刻呼喚我

天地雖寬   這條路却難走   我看遍這人間坎坷辛苦

我還有多少愛   我還有多少淚   讓蒼天知道我不認輸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   伴我一生   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謝命運   花開花落   我依然會珍惜

感 恩 的 心

手繩散發與愛同行及感恩的心註：留意重唱部份，因節省篇幅，茲不再贅。



部 長 的 感 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過泰澤崇拜？透過短

頌、聖像畫及燭光進行默想，很快就能靜下心來

感受聖徒的合一與上帝的同在。

圖中的蠟燭杯是由一位我所敬重的牧者所

贈。我十分喜愛這個由奇形怪狀的玻璃碎片組成

的蠟燭杯，它總讓我聯想到我們的教會。我們都

是各有特色的人，而教會則是由這樣的人組成，

有時候性格使然，我們會角撞角，在相處、事奉

上一言不合就起爭執。但正如玻璃碎之間的黑色

石頭填滿了因形狀不同而造成的罅隙，最後成為

了漂亮的蠟燭杯一樣，我們可以敞開心扉，讓聖

靈補完我們之間的裂

痕，讓教會成為在主

內合一的團體。

悅人眼目的蠟燭

杯是形狀不一的玻璃

碎合在一起造出來；

悅上帝眼目的教會是

由三尖八角的我們互

相連合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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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與事奉，很多時是為了想人看到自己有多好、

多能幹，或者只是純粹想和朋友待在一起。於是

我開始調整心態，時刻提醒自己什麼才是重要的

事：就是敬拜上帝。如果有哪一天我們看到身邊

的弟兄姊妹對上帝是「to make themselves import-

ant」，而他們又不自覺的話，請互相作出友善

的提醒。

關於24-29節中提到根基問題，我看完和修

版本之後有這樣兩個理解：聽了+去做=根基立

在磐石；聽了+不去做=根基立在沙石。除了聽

道以外，隨後的行動也是必要的。而行動除了

在身邊的人身上實踐，也要在自己身上將道活出

來。道行在自己身上是困難的，我們或許有能力

毫不猶豫地選擇去湖南事奉困境兒童，但卻不願

意在大齋期克己奉獻，甚至是在平日花時間去靈

修和祈禱。這樣，究竟我們有否把根基建立在對

的地方？而我們的根基又是否穩固？

另外一位弟兄曾經和我談到在教會建立的

友誼，就算經歷年月的洗禮都不會怎樣褪色。

我想，這建基於磐石上的穩固根基，除了是我

們的生命、信心和價值觀外，還有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正因為我們一起緊靠的，是一個堅穩的根

基，所以即使隨年月過去，弟兄姊妹之間的情誼

也能屹立不倒。

某天經過聖母無原罪座堂外的聖母像時心血

來潮，就坐在那裏對著聖像進行默想和祈禱。那

天在禱告中分外意識到自己的卑微，很自然就向

上帝自稱「僕人」，接著又想起馬利亞尊主頌裏

的一句「我心尊主為大」，然後就想：到底怎樣

才算「尊主為大」呢？

作為一個好僕人，首先要對主人忠心，以主

人的事為一切考慮的優先條件，並將自己的事放

在主人的事以後。換句話講，自己的生命從此不

再是自己的，君要臣死，臣非死不可，主人吩咐

僕人做什麼，他就要照樣做。若果真的如此，做

好僕人其實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不過我信主耶

穌是一個愛僕人的好主人，祂重視每一位僕人，

不會隨便將僕人當成玩具棋子看待。主人要僕人

辦事，儘管任務艱難，也會看顧照料著他，不會

將他置之不理。當然，關係的建立是雙方的事，

如果僕人替主人辦事時對主人沒有信心，做事總

是畏首畏尾留有餘地，結果因而處處碰壁，不但

自己承受痛苦，也會令主人非常頭痛。

回到「尊主為大」的討論，我認為在其中的

「以上帝的事為念」佔了很大部分。盡力愛神、

愛人、愛世界就是上帝的事，願意將這些事放在

自己慾望之前，例如在最寒冷的冬天願意主動走

到街上關心無家者，就是尊主為大。

事奉卻並非簡單的事。事實上，事奉上帝有

「擺上生命中的所有」的要求，而且還未必能得

到實際的好處。當我們說自己是跟隨上帝的人/

門徒/僕人的時候，就要有這個心理準備，無論

上帝要我們往哪裡走，我們都能義無反顧地去成

全祂的旨意。同時亦要操練對上帝的信心，這樣

就算事奉上不如意，疲累不堪，甚至覺得上帝在

愚弄我們時，都不至於離祂而去，一走了之。

Matthew 7:21-23 (The Message)
“Knowing the correct password—saying ‘Master, 

Master,’ for instance—isn’t going to get you anywhere 
with me. What is required is serious obedience—doing 
what my Father wills. I can see it now—at the Final Judg-
ment thousands strutting up to me and saying, ‘Master, 
we preached the Message, we bashed the demons, our 
God-sponsored projects had everyone talking.’ And do 
you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You missed the boat. 
All you did was use me to make yourselves important. 

You don’t impress me one bit. You’re out of here.’”

在一次靈修中讀到馬太福音7章21－29節，

順便也看了其他譯本的演繹。其中感受最深刻

的，是 The Message 的英譯版本，尤其是 “You 

missed the boat. All you did was use me to make your-

selves important” 這句。

還記得教母對我的教導：「敬拜上帝的時

候心思就不再屬於自己」，這句話就是不可以自

己為出發點去敬拜上帝的意思。當時我問自己到

底是為了什麼原因上教會，就發現自己平日崇

靈 修 分 享 三 則
黃筱棻

你 的 根 基 在 那 裡？

時光飛逝得真快！一眨眼間原來在青少年

部已經十六年了，感恩與各位部友一起在這個團

契中成長。

今年好特別！特別在自己有很多生活的轉

變。1.變了已為人父親：感恩天父賜與我倆由

參加青少年部而結識、結婚及賜予新生命給我

們。2.變了已成為部長：感恩各位牧者提攜，指

引及給予機會在青少年部侍奉。3.變了新的居

住環境：感恩有很好機遇讓我由交通未必適合有

初生小孩的環境，而搬到很方便出入及適合小朋

友成長的居住地方。4.變了工作環境，還有很

多……。雖然有好多困難出現，一心很難十用，

又想多陪伴小孩成長、又想陪伴年長的親人、又

想做好工作、又想多時間出席不同的團契、又想

搞不同活動給予年青人、又想多時間侍奉教會，

時間很難控制，感謝各位部友的包容和支持，一

齊分擔了我的重擔。

我們知道一切生命都是天父掌管，人的一

生之中不能阻隔生老病死，看到天父可以施大能

看顧我家的外父，今年中風後的醫治特別獻上感

恩。感恩事情真是數之不盡！雖然很多事與物

會變，但青少年部的部友真誠與友情卻永不會改

變，青少年部各位部友繼續加油！也期待各位青

少年朋友的加入。

部 長 的 感 言
張耀輝

我 心 尊 主 為 大

蠟 燭 杯 的 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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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收到要到英國卡迪夫(Cardiff)當交換生

的消息時，我起初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幸好得到

在學校的團契和朋友的分享，令我得到了新的啟

發；天父安排了一條未必是我所願意走的道路，

但可能這是更適合我成長的機會。令我想起箴言

第16章9節：「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

指引他的腳步。」令我安然接受祂的帶領。

抵達卡迪夫後，通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

當地華人教會的牧師。牧師不但邀請我們到他的

家裡食飯，並一起慶祝新年，更和我們分享他在

英國服侍的見聞。另外，我認識到 Cardiff Uni-
versity 的小禮拜堂牧師們。每逢星期二，我就會

到學校的小禮拜堂吃午餐，以及與牧

師們閒聊和分享學校生活的點滴。最

後在歐洲旅遊時，也幸運地能夠與各

地的基督徒朋友一起，見識及體驗天父創造的奇

妙。感恩能夠擁有這個

難得的留學交流機會，

讓我體會到在天父的安

排當中，一路上自會有

不同的天使，幫助我經

歷及渡過許多難關，和

朋友一起享受這段快樂

的時光。

留 學 交 流 生 的 分 享

瑞典。。。。。。

陸貞言 容可兒
英 國 。。。。。。

8

我在瑞典南部Halmstad體驗五個多月的留學

生活終於結束回到香港，新學期又要面對不同的

新挑戰啊！

北歐的生活可謂悠閒舒適，一星期上的課平

均不會多過二十小時，師生的關係如朋友般，不

會感到有壓力的存在。最感恩的是在留學期間，

天父一直的保守、帶領和同行，為淡如退休般的

日子裏添上了不少色彩，尤其是留學期間有幸跟

不同的朋友相約去旅行！

這次留學的經歷中最大的得

著，不是到訪了這個或那個地方。

當然學業上及與外地學生的交流在

知識及文化方面增長不少，寧靜開拓的學習環境

令心靈與自己的時間多了，更加了解自己的未來

方向。此外，在異地面對各種的生活困難和考驗

時，天父的手沒有鬆開、天父也不曾離開過。遊

走過多個國家，令我覺得心靈與視野頓然擴濶，

世界真的很大，我們卻很渺小。

「一切光明美麗物，一切活潑生靈。一切聰明可愛物，
都是天父造成。」我們在挪威北部的Tromsø與極光相
遇了！

全球最大型的IKEA位於瑞典的
首都Stockholm，二家姐跟我算
是慕名而來。

Konnichiwa!Reicheru（Rachel
的日本譯音）從日本平安回來了！今

年一月，我到了位於大阪枚方市的關西外語大

學當交換生，「風流快活」了五個多月。熟悉我

的教友們都知道我對壽司的狂熱，跟便雅憫團的

團友出外野餐時亦曾製作「珩珩卷」(雖然不太

好吃)。因此，朋友們都預計我會因日本的美食

而瘋狂，亦難逃增磅的命運！的確，貪吃的我在

胡珮珩

日 本 。。。。。。

日本的第一個月像瘋了般吃不停，除了壽司，還

有天婦羅、大阪燒、章魚燒和山藥烏冬等人間美

味；就算是麥當當的玉子將軍漢堡也令我欲罷不

能！可是很快就受不了每天吃得很撐的日子；後

來還是自己下廚比較多，較健康也省錢(當然味

道也不錯）。

除了吃以外，我亦十分懷念每天踏單車上

學的時光，有夢幻而真實的感覺。此外，我還有

機會跟日本老師學藝製作陶瓷，現在書桌上擺滿

都是我的製成品。在日本的美好生活惹來不少朋

友的羡慕，但我跟很多出國交流的學生一樣，開

始的時候也經歷過孤單，沮喪和挫敗。跟文化背

景不一樣的人同住和相處並不容易；一整天都說

英語的日子其實很累；想嘗試說日語，腦袋卻一

片空白的時候會很難過。我明白萬事起頭難的道

理，但負面情緒還是按捺不住跑出來了。感恩的

是我每次遇到挫折的時候，天父都用我意想不

到的方式讓我學會了一些事情，然後我會重新得

力，繼續我的旅程。

離開日本返港的航程中，我在日記裏記下

了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原來最後腦海裏留下的

都是快樂回憶，除了小事上感恩，最感激的是這

個出走的機會。我在日本渡過了十多年學校生活

裏最快樂的時光，沒有包袱地學習新事物；離開

舒適的圈子後，作了不少新嘗試及練習語言、認

識其他國家的朋友；令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一些新

想法。

最後希望大家能爲基督徒只佔國家總人口

約1%的日本禱告，讓福音能傳給更多人。

這位中學同學在英國Liverpool
讀書，當了我數天導遊，真是「出
外靠朋友」啊！

留 學 交 流 生 的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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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Galvin, 

還記得第一次接聽你的電話，那次對話只有一個印象，總覺得你並不

聽到我的說話，勉強地才確認了到赤柱瑪利諾修院的日期與時間……。

一個夏天的早上，在我還未到達修院門口，你已經站在大門等候。

你是一位慈祥、寬容的牧者，

是你，讓我第一次感受到內外一致的牧者氣質……。

那時，你知道我正考慮回應牧職的呼召……，

我說：我願意委身青年牧養的……，

是你說：你所牧養的羊是屬於上主的，你沒有權去選擇。

想到你一生聽候上主的差遣，從美國到中國內地、東南亞地區，最後

在香港，從事牧養輔導的教導……，你還是一句：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是你教曉我：要做好牧人，請先想想如何做好信徒的本份；

要做好信徒，請先想想如何做一個「人」。

在你的追思禮拜中，眾人的回憶中，你就是一個待人接物都言行一致

的「好人」，更是盡心盡志的「好牧人」！感謝你！

          晚

榮豐敬上

8月2016

給我的啟蒙老師—
在天家的你Fr.  Bi l l  Galvin

青年人，為你們每一位啟蒙老師而感恩！

更要學習做一個言行合一的「好人，好信徒」！

更求主在你們心裡動工，為教會呼召未來的「好牧人」！

青年牧者 聖餐主禮誨人不倦

終生服侍，令人懷念的 Fr. Bill Galvin

獻唱《新歡》 崇拜後副堂共聚午餐

青年主日與牧者及顧問

用心擺花 列隊進堂崇拜

青 年 主 日 崇 拜

陳榮豐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