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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互濟 扶掖展翅
自去年初開始，新型冠狀病毒成為了全球各地民眾生活的一部分，至今大家仍學習著如
何與病毒共存。在上帝的保守下，疫情在香港逐漸受控，讓我們也能重新回到聖堂參與實體
崇拜，親身領受由主而來的賜福。
一年多的疫情對各行各業都帶來衝擊，當中教育界更是首當其衝，學校在去年初開始因
為疫情便斷斷續續的停課、網課、實體課的無限循環，考驗著前線教育工作者、學生和家長
的應變能力和情緒智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四位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友，與我們分享這段時間
的心路歷程，並如何在神的帶領下，克服各項困難，正面迎接新挑戰。
此外，三名來自醫護界的教友，也通過聖經的經文，來分享疫情之下學習凡事交托予上
帝，唯有天父的大能才可控制疫情。

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
譚倩茹
教養孩童，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疫
情下的學與教更具挑戰。這年來，我正學習
「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 太 7:5)，靠
着天父、擁抱挑戰。

於運用電子產品，網上教學對我來說更別具挑
戰。疫情初期須製作的教學影片，已弄得我手
忙腳亂，也別說要我負責網上教學，真是讓我
連聲叫苦。感恩的是，天父總常在我身邊。進
行網課初期，我與一班戰友互相學習、互相幫
忙，在晚上的時間一起進行網上會議，學習軟
件的功能，從中找出可能遇到的困難，加以改
善。時至今天，我已是網課的「熟手技工」。
回頭一望，我學會了要勇於掉去固有模式，勇
於接受挑戰，所得的一定比所失的更多。

疫情發展初期，小朋友閒賦在家，能為他
們打發時間的就只有與平板電腦為伴，久而久
之，就跌進了電子世界。學生學習成果不似預
期，父母都歸咎於小朋友終日「機不離手」，
雙方關係因而變得緊張。但撫心自問，現今世
代，有誰不是「機不離手」？為何我們總是看
到別人的不足？

「老師，感謝學校讓小朋友過了一個不
一樣的聖誕節！」去年聖誕，疫情又再次爆
發，學校停課，學生失去了一個聖誕聯歡的機
會。愛主的校長沒有因此而擱置聖誕活動，她
說：「有很多小朋友因父母上班而沒有機會慶
祝這個重要節日，我們一定要讓他們感受基督
的愛。」於是，她動員了全體教師進行網上聖
誕聯歡會，直播唱詩歌、玩遊戲、又即時與家
中學生舉行大抽獎，讓大家過了一個不一樣的
聖誕。面對挑戰，有人選擇後退；有人選擇跳
出框框，迎難而上。

記得小兒曾對我說：「媽媽，我正跟你說
話，為甚麼你總看着電話？」那刻，我才驚覺
自己也沒有為兒子做好榜樣。先別埋怨孩子沉
迷電子世界，而是想一想：為甚麼孩子沉迷電
子世界？其實他們很簡單，只需要父母的陪伴
與關懷。我們需要和小朋友共同計劃生活時間
表，學習有時、閱讀有時、遊戲有時；而最重
要的是分享有時。
「開咪！」、「開鏡頭！」、「還未上
載功課！」...... 是老師們近來的常用語。如何
克服網課中所遇到的困難，不只是學生的事，
對教師來說也是人生一大考驗。疫情下教學新
常態也令老師的教學生活起了波瀾。我從不擅

我們眼中的樑木可以令人與人之間變得
疏離，也可以是自己成長的絆腳石。如果我們
靠着天父給我們的愛和勇氣，去掉自己眼中的
樑木，最終可以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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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交託主 心中有平安 生活更美好
孫梁麗美

上帝是信實的，祂不會讓你們遭
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
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
受得了。( 林前 10:13)

我有三個家 : 第一個是聖保羅堂屬靈的
家，第二個是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大牧場
的家，而第三個就是自己的家。在這三個家當
中，我擔當不同的崗位，但天父給我的使命只
有一個 : 宣揚神的大愛，牧養基督的群羊，活
出信、望、愛的人生。屈指一算，在聖保羅堂
屬靈的家差不多二十年，正式受洗也有十二個
年頭了。感謝法政牧師及眾牧者讓我有機會參
與事奉，擔任牧區議會委任議員、主日學顧問
及教育部副部長。多年來我謙卑作主的僕人，
帶領學校師生家長參與聖保羅堂各項崇拜及傳
道活動，亦合辦「夏日親子樂繽 FUN」，讓
學生及家長能認識主，認識聖保羅堂這個屬靈
的家，從而能夠將自己交託主，有幸福喜樂的
人生。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
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你們當倚靠
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
的磐石。」( 賽 26:3-4)
神的話語真是我們的明燈 ! 我把這兩段經
文製成金句卡，不但時刻提醒自己，也會送給
同工、家長、孩子們，希望他們在「疫」境中
仍不忘與主同行，心中有平安。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2020 年 2 月
開始，學校的大部分時間都要以網上進行授課
及活動。如何令自己及一眾師生家長以樂觀正
面的心態面對學習新常態著實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感謝天父讓我校 2014 至 2018 年間相繼
推出學生、老師及家長的聖保羅九大素質（思
考、學習、溝通、創新、自律、樂觀、關愛、
服務、健康），亦藉這次疫情叫我們好好實踐。
老師們不斷運用「思考」和「創新」的素質，
令網上課堂更生動及更有成效，亦時刻透過陽
光電話、zoom 實時分享天地及面授課堂的時
間，關心學生的身心靈健康發展；因為子女在
家進行網課，家長們可以實踐「耐心聆聽，坦
誠溝通」的素質 ; 而在進行網課時學生們最需
要做到的，當然是「自律」素質啦 ! 要實踐素
質並不容易，學校透過一系列的方案支援師生
及家長，希望大家都能在經歷磨鍊後更剛強，
而最重要的，就是信靠主！
長期進行網課並沒有減少我們在靈性方面
的培育。除了網上早禱、週會、早會崇拜及宗
教課外，合唱團更成功打破地域界限，以虛擬
合唱的創新形式於本堂感恩節崇拜及聖誕前夕
的平安夜歌述崇拜中獻唱。感謝我們屬靈的家
聖保羅堂給予學校無限量的支持，除了繼續合
辦網上「夏日親子樂繽 FUN」外，更到校主
持直播聖誕節及復活節崇拜。此外，學校舉辦
多年的網上親子教育及啟發課程在風風雨雨中
仍能繼續舉行，而且參加的家長為歷年之冠，
實在感恩 !

無論過去一年有多少艱難的情況，回頭一
看，天父不也是帶領我們一一渡過？我們必須
有堅定的信心，依靠我們的天父，必會有更美
好的明天。

▲ 2020 年 3 月彭培剛法政牧師及梁智偉牧師為聖保羅
男女中小學錄影復活節崇拜後與中小學校長合照

▲ 2020 網上夏日親子樂繽 FUN 家長講座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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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師面對新冠疫情的感想
張彩珍
我加入聖保羅堂已經 20 多年，近年在教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

會不算活躍，只是偶爾參加聚會和活動、參與

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的呻

聖壇侍從和聖壇擺設等事奉。很感恩天父還是

吟？」（詩 22）

不斷讓我身邊的天使們來牽帶我，提醒我教會

疫情爆發至今已近一年半，雖然還未見盡

生活的重要，就例如這次的分享。

頭，疫情還要時好時壞，但回望這段艱難的日

我是一位中學教師。多年來歷盡不少教育

子，天父一直都在我身邊，一直保守着我，不

改革，從教學策略、課程結構到教育制度的變

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一個個的難題，都

革都一一「捱」過了，沒想到，一場新冠疫情

給我準備好出路，甚至讓我體會到苦難的甘

顛覆了我多年的教學經驗。

甜。正當我坐在電腦前不知要按哪一個鍵去錄

仍記得 2019 年 12 月聖誕假期的前一天，

影時，A 同事就耐心地逐步逐步給我說明；當

下午跟中五的同學加時補課期間，收到教育局

我抱怨網上授課效果不理想時，BCD 同事就

宣布停課的消息，頓時百感交集：人算不如天

來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小貼士；當我疲累時，

算？這班同學能自律學習嗎？我的完美溫習計

EFG 小天使就來一個笑話或一粒糖果打打氣。

劃怎麼走下去？當下把課題都擱下，跟同學說

這些看似瑣碎事，讓我體會到「你們所

了一大堆什麼珍惜眼前、活在當下、自強不息

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

等等大道理，好讓同學在停課期間也不會荒

上帝是信實的，祂不會讓你們遭受無

廢學業。這天說再見時，大家互相送上聖誕祝

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總

福，但心裏酸溜溜的。

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

疫情初期，像大部份香港市民一樣，抱着

得了。」（林前 10:13）。在我抱怨採用

「先停下來看看疫情發展吧！」的心態，但一

網上授課時，卻慶幸熟悉了這個平台，可以隨

停再停，老師們開始著急了。農曆年後計劃採

時參加崇拜，隔空與弟兄姊妹相通，也通過網

用網上教學來復課，老師們馬上一窩蜂地去學

絡有更密切的分享。在學校，除了課堂，唯一

習網課的相關技巧，戰戰兢兢地開鏡。復課初

能繼續進行的就是周會，就算停課，仍然能夠

期，是我教學 20 多年來最沒有信心、最「倒

通過熒光幕跟同學分享聖經的話語，同唱詩

瀉籮蟹」的課堂。我經常要找天父，因為嘴裏

歌，祈禱。我一直埋怨的，成為了祝福！

常漏出一句 「Oh My God!」。那時候對網上

有天父的同行，我消除了對停課的抱怨和

授課的技巧和器材都未掌握，教學軟件學完一

恐懼，反而復課後在學校再次見到同學，都會

套又升級至另一套，同時亦要面對來勢洶洶的

莫名地興奮，感恩大家有健康的身體再相聚，

疫情，可謂身心俱疲！如是者反反覆覆，交替

珍惜天父賜予的每一天。阿們。

的復課與停課令老師和同學的身心飽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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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得及時

安慰及時
莊可琳
的興趣，多些欣賞身邊的事物，應「常常禱

聖保羅堂主內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聯

告，不可灰心。」（路 18:1）

誼部的 Noel，也是約書亞團契的團友，如果
你們曾參加本堂所舉辦的大旅行、除夕倒數等

疫情時好時壞，由在家工作，變成可以

活動，便會發現我的蹤影。

在校以網上教學形式上課，對我和每位老師來

但因為這兩年疫情擴散，令本堂的活動也

說，是一項新挑戰。我要重新編排教學計劃，

受到影響，就連每個人的生活節奏也改變了。

要自編自導自演短片，由拍攝到剪片，要從新

團契要用 Zoom，崇拜改為 YouTube 直播。

學習，只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在家中學習，靠着

作為老師的我，連教書也要拍短片及改用網

主對學校的帶領及對小朋友的愛，終於可以渡

上教學，這樣翻天覆地的轉變，是我從未遇過

過難關，可以復課了。就如約翰一書 3:18 中

的。

所說「孩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
想起疫情初期，被困家中的一段日子，我

言語或舌頭上，總要以行為和真誠表

開始檢視自己的人生，反省自己對生命的看

現出來。」上帝愛我們，我們也用行動來關

法，開始產生一些疑問，剛巧身邊播著一首

愛孩子，令小朋友感受到老師的愛之餘，也感

歌，名字是《奇妙事不斷有》，歌詞的內容是

受到上帝的恩慈。

這樣的：「條命係衰到冇人有，上帝也不理這

疫情對每一個人也有著不同的壓力，我們

星球。」引起我的共鳴，我是否被遺棄呢？對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也應互相守望，關懷身邊

身處這個世代，感到有點迷惘，幸好有一班對

的人，應以行為和真誠對待別人，就算聽別人

主有信心的朋友，在這段期間互相支持和討

吐苦水也很好，要愛得及時，安慰及時。

論，令我要積極面對人生，例如找回自己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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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上帝走出困局

勞偉祥

時間飛逝，轉眼間我在聖保羅堂渡過了 20 載。回想當年因工作關係而遷居港島，所以
順道由九龍區教會轉至聖保羅堂，為的只是方便一點。其後參加了啟發課程的「Alpha 請食
飯」，不但使我個人在靈性上有所增長，同時亦認定有責任去傳福音。開始邀請我的同事來
參加聚會，將上帝的訊息傳遞給身邊的朋友。
很感恩，雖然我在上帝的家裡只是一個小小的僕人，但祂依然很愛我，讓我有機會在工
作上事奉。身為一位內科醫生，我要殷勤地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能力去照顧及醫治病人。
過去一年多以來，新冠病毒稱霸全球，無人不受困擾，更甚者，受感染而病倒下來。這
惡魔病毒引發起的主要是內科疾患，所以內科部門變成了重災區。病床的使用量往往超過
100%，導致同事們疲於奔命。此時，我們看盡病人的痛苦、徬徨及擔憂，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不明白為何在這世代會有這超級疫症，究竟這是一個詛咒、懲罰或是試練？當下我相信只有
上帝才知道。
但是我更相信我們不是要一個答案，我們要的是謙卑的心，順服在上帝的權能之下，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太 6:33)，「願祢
的國降臨，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0)，時候到了，上帝必賜

人平安和智慧，能製造一些藥物作治療這疾病，或是製造一些安全疫苗來作預防這場疫症的
傳播。最後我們必須仍然倚靠着上帝，不斷的向祂禱告，主必應允，帶我們走出這個困局。

藉禱告和信心面對磨練

張浩然

大家好！我是張浩然弟兄。我在保羅堂主要參與主日學、資訊部、聖馬可師友計劃和良
善團團契。
新冠肺炎肆虐，作為一位骨科醫生，雖然沒有內科同事般首當其衝，但面對新冠肺炎一
個比較新的傳染病爆發，世界各地處理的經驗仍不是很多，所以從醫院或傳媒得到不同有關
疫情的消息，有時候也會感到徬徨。平日比較不拘小節的我，也時刻提醒自己要盡力保持個
人衛生，保護自己和家人。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傳 3:1）
「我見上帝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
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
透。」（傳 3:10-11）
上帝叫人勞苦，是給人的差使，是祂的心意，為要人受磨練，然後「上帝造萬物，各按
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作為世人，就算是醫生，其實也有很多不足。
只有做好診治，手術盡能力做到最好。傷口埋口，內裏重建，病人康復快慢，其實全賴上帝
的大能。藉着禱告，靠着上帝得到的信心，在適當時候相信疫情終會受控制。
願天父保守世人，讓疫情盡快控制，也求天父醫治和保守所有患病者。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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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帶領下學習如何活出愛

倪司玲

我是約書亞團契成員，現為私人執業骨科專科醫生。
由 2020 年初的「2019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症爆發，這一年多時間，我們面
對各樣不同的艱難挑戰。雖然新冠病毒沒有沙士病毒 (SARS) 的致命性，但它的傳染性比
SARS 高，亦有若干病人是「無症狀感染者」（即隱形傳播者），抵抗力弱的如長者及兒童，
感染後有機會引致併發症而死亡，對醫療系統構成沉重的負擔。面對全新的病毒，我們一開
始對它的掌握並不多，加上資訊的流通性不足，增添了市民大眾對事態的不確定性的反應，
令人產生極大的焦慮反應，因而出現搶購和囤積物資的行為，口罩、廁紙、漂白水、酒精搓
手液無一倖免。幸好經歴了沙士一役，我們醫護都有了經驗，時常儲備一定防疫物資，小心
處理每一位求診者及家人，決不可輕忽行事，以免把病毒傳染他人。
大家亦因為疫症而不敢上街，早出晚歸忙碌的工作變成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成
為新常態，娛樂和社交生活也隨之減少。也許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停一停，想一想，在獨處
中去思想上帝的作為和反思信仰核心。人的能力實在有限，感恩上帝在我們艱難的時刻，讓
我們在上帝裡面反思，學會順服倚靠和交託等候。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
尊崇。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 詩 46:1011)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詩 37:5）
現在所經歷的狂風巨浪，也許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大家正面對着艱難的新挑戰，感到
悲觀焦慮也是很平常。但我們應當有信心信靠上帝，知道上帝會給我們足夠使用。在上帝大
愛的帶領下共渡時艱。也學習怎樣能活出愛，多一點包容、多一點相信、多一點盼望、多一
點忍耐。

「王對但以理說 :『你所常事奉的上帝，祂必救你。』」( 但 6:16)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
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
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賙
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於我無益。愛是恆久忍耐；又
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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