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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	感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繼續資助學院「基督
教屬靈導引碩士」課程的發展經費；為教會培育能
投身於靈性牧養工作的專業人才，回應教會在這方
面的需要和呼聲。

•	請為到 12月 4日的「這時代為何需要靈修導師？」
公開講座禱告，內容將探討這時代的靈性需要和靈
修的屬靈資源，請記念 4 位講員及分享嘉賓的信
息和經歷能為會眾帶來鼓勵。

•	感謝榮譽院長馮兆成牧師和麥炳坤博士於 10 月
18 日回來學院帶校友們做一些基本太極和西洋拳
的練習法，讓校友們在忙碌的工作中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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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在失序的定時之中，我們該放棄		

傳統根深柢固的觀念告訴我們，「智者」具備知識技能、
能言善辯、洞悉世情、為人排難解憂，這些都是智者與
強者的必備特質，他們也是最能貢獻社群的人。因此，
我們總熱衷於用言辭表達、理性分析、邏輯說服，以及
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我們不應該忽略人類的文
明進步非僅是一種理性思辨的能力提升，對他者有所貢
獻也並非只是局限於困難排除、問題解決的「效益」性
質層面。

德國哲學家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在其經典著
作《閒暇：一種靈魂的狀態》一書中強調，人的智力
區分為兩種：「一種叫理性（ratio），另一種叫理智
（intellectus）。理性是一種推論思考的能力，是搜尋和
研究、抽象思辨、準確表達及下結論的能力」1；而理
智則是簡單、非推論性質的知性直觀能力，是一種對存
有整體性的默觀能力，助人傾聽事物的本質，並在其中
發現真理。2		

皮柏指出，「理性」必須透過「主動賣力」才能達到，「理
智」則只要擁有「閒暇」的態度即可。3	他這樣形容理
智所獲得的認知：「在認知上，認知的最偉大形式往往
是那種靈光乍現般的真知灼見，一種真正的默觀，這毋
寧是一種饋贈，不必經過努力，而且亦無困難。」4	

對皮柏來說，閒暇的態度是不干預、自我開放、不攫取、
把自己釋放出去，達到忘情的地步；5	這亦是基督教教
義中有關「默觀生活」的意思。6	皮柏認為，沒有閒暇、
默觀的態度，人的認知能力和生命必有所缺損，因為我
們將永遠被束縛於狹隘的人性單純的理性世界之中而脫
身不得。

今天，我們活在拆毀、哀慟、失落、捨棄、撕裂，以及
被掠奪的定時之中，周遭所發生的人和事，精神和心靈
所承載的種種哀傷與痛苦，已大大超越我們自身理性和
知識技能所能理解、說明、應對、掌控和解決。此時此
刻，倘若我們仍然相信倚仗人性單純的理性和高舉問題
而獲得解決的盼望，我們可能更迷失於這定時的失序之
中，心靈變得更焦慮、匱乏和絕望。

這時的世情，若然是無法用人性單純的理性思考和生命
所累積的知識技能去接近，那麼我們需要的，豈不就是
重新發掘及培養一種能探尋、傾聽事物本質和其整體性
的能力，藉此拓寬自身單純理性認知的界限，在默觀當
中傾聽真理，領受超越人自身局限的智慧，以能立身行
道於當下。

默觀的開端是信心

靈修大師梅頓（Thomas Merton）曾這樣描述基督徒的
默觀生活：「默觀是人的智性和靈性生活的最高表現。
默觀是一種屬靈的視野、頓悟，使人清楚認識到我們裡
面的生命與存在是出自一個看不見、超越的、無限豐盛
的源頭。默觀，最重要的是，領悟到那源頭的實在。」
7		換言之，默觀盡力所追尋的，是那位看不見、超越的
神，並且希望認識和經歷祂。8	

梅頓指出「默觀的開端是信心。」9 對他來說，信心不
是一種情緒、一種感覺，或對面目模糊的超自然東西的
一種盲目、下意識的衝動。信心乃是一種理性的贊同，
讓真理（Truth）擁有理性。信心讓理智懸浮於難明費解
之中，卻以一份堅定的信念令理智安靜下來，使我們覺
知神本身是確實的，縱然祂遠遠超越我們肉眼能看見，
腦袋能明白的範圍以外。10	

默觀邀請我們以這樣的一種信心，走出自我，張開內心
的眼睛，去趨近神，渴望祂，在沉靜中等候祂的亮光和
真理來照明我們，使我們超越事物的膚淺外表，認識到
祂的豐盛實在，並在祂內找到我們和一切事物的真實本
相。梅頓常常強調，找到神，就找到我們自己、自己的
身分、完整和希望。因為，我們是祂造的，也是在祂的
照管之內存活；我們的存有和存在的奧祕與理由均隱藏
在神裡面。故此，我們對神的默觀，也是分享祂對我們
自己及世界的默觀；我們越藉着默觀與神親近，我們就
越與真實的自己及真實的世界接近。11	

 1. 尤瑟夫	•	皮柏著，劉森堯譯：《閒暇：一種靈魂的狀態》（台北：土緒，
2018），64。

 2. 同上，64-66。
 3. 同上，41。
 4. 同上，73。
 5. 同上，94。
 6. 同上，55。
 7. 梅頓著，羅燕明譯：《默觀的新苗》（香港：基道，2002），1-2。
 8. 同上，2。
 9. 同上，116。
 10. 同上，117-120。
 11. 梅頓著，江炳倫譯：《默觀生活的探秘》（台北：光啟，1991），3-4。
 12. 英文為	“Nothing ever becomes real till it is experienced.” 

在這失序的定時之中，盼望我們願意花上時間，走在默
觀的路徑中，培養自己這一種傾聽神、傾聽事物本質的
態度，讓聆聽成為我們靈魂的一種狀態，在默觀的生活
之中，去傾聽神，也傾聽自己的身分、使命和真實的本
質，以及「當下」在神裏面的真象。	

後話

中宣自創校以來，一直重視靈命培育；這幾年間，更致
力於靈修導師的培育。我們盼望為華人教會建立一群有
知識有屬靈深度，並且能以默觀與聆聽的方式，與他人
同行的導引者（Spiritual Director），以助人在默觀的生
活中看見神，也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和奧祕。	

12月4日（六），我們將舉辦一個靈修講座，主題為「這
時代為何需要靈修導師？」，內容包括探討這時代的靈
性需要，以及分享在人尋找神和自己的歷程中，「屬靈
導引」如何成為一種珍貴的屬靈資源。

期待你的來臨，也讓我們在靈修路上一起學習。

處於失序的定時之中，我們對自己及世界的一切認知都
變得蒼白無力。要活於這定時之中，默觀豈不更應是我
們靈魂的一種態度！
	

默觀，一種聆聽的內在狀態

論到默觀的操作，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聆聽的內在狀
態，並且重點在於如何臨在，過於怎樣去做。其實，我
們祈禱，就是如此。	

這一種聆聽的內在狀態是：
•	不預設立場地倘開心靈的出席，不是放空，而是清
楚、專注地出席在當下。

•	是抗拒分心，全人的臨在，專心一意地出席在當下。
•	是放棄自己的方法和智慧，以愛和謙遜的態度，出
席在當下。

•	是單純的凝視，持續的注視。
•	是放棄分析、評論、攫取、掌控、處理及解決人和
事的需要與問題，讓內心保持一份寧靜。

•	是願意進入未知之中，去探索與等候，並願意與生
命中許多難明費解的人和事同存。

•	是對一切所給予的，一切在靈魂播下的東西，都存
敬意和好奇。

•	是讓所是（What is）如實地呈現在眼前。
•	是傾聽，而不是言說。
•	是被動的領受，而不是主動賣力。

英國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曾說：「沒有任何
東西能成為真實，直至它被親身體驗。」12	默觀正正就
是這樣，我們只有親身經歷默觀，恆常地操練，才能領
悟其之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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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香港正面對一個急劇轉變，很多事物都失去
正常功能的狀況，筆者嘗試透過處境相近的哈巴谷書尋
找一點亮光。

眾多學者對哈巴谷書寫作日期的看法，有很大差異，由
公元前701年希西家王管治的猶大國，經歷亞述王西拉
基立的圍困（後來與巴比倫國成為盟友）時，至公元前
332-323年，馬其頓希臘帝國亞歷山大進攻近東時期不
等。1	一般保守學者認為哈巴谷書寫於公元前625-598
年間，當時正值迦勒底人（巴比倫人）崛起和威脅猶大
國，與書中所描述的歷史處境指向相符。

在第一章，哈巴谷眼見猶大國的權貴以強暴去欺壓義
人，先知大受困擾，因而質問耶和華為何沒有履行其審
判者的角色與功能，進行公義的審判。2	一章5-11節，
耶和華回答說祂會使用窮兇極惡的迦勒底人來懲罰猶大
惡人。哈巴谷在一章12-17節再質問神為何讓比猶大人
更不義的惡人來吞滅猶大，先知在此進一步討論神義
論。3	耶和華在第二章再次回答說迦勒底人將會面對更
大的審判懲罰。

到了第三章，哈巴谷先知作出回應：三章2-15節報告神
的顯現和臨在，4	回顧昔日耶和華對敵人的發怒，並拯
救以色列的歷史，5	藉此帶出神作為王和戰士的形象。6	

而16-19節則是先知對耶和華的審判和回覆所作出的終
極回應。

不少人對哈巴谷書作出兩個解讀：第一個是先知在神不
應允其禱告時的信服，第二個就是先知在苦難中靠主喜
樂，但筆者不採納這兩個解釋。首先，先知兩次禱告分
別指出猶大國權貴及迦勒底人的惡，耶和華立即回應說
會審判懲罰這兩班惡人，所以稱不上禱告不蒙應允。第
二，由始至終，整卷哈巴谷書根本不是解釋或討論如何
面對苦難，反而是討論神的公義審判，一直到耶和華回
答說所有這些惡人都要被審判懲罰，先知才停止質詢。7	

哈巴谷在三章16-19節中有兩個終極反應：他的第一個
終極反應，是因神而懼怕：「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

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三章16節原文在聲
音前沒有「耶和華的」，但在三章2節已提及害怕的對
象是耶和華的「名聲（可譯作聲音或報告）」。哈巴
谷並不是害怕迦勒底人的殘暴，先知害怕的，是三章
3-15節所報告耶和華的作為和威嚴；這次審判
和懲罰是十分嚴重的，先知警覺到如果自
己稍為不慎行了不義，或少行了公義
憐憫，也難逃審判懲罰。

先知的第二個終極反應是因
神而喜樂：「雖然無花果樹
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
出糧食、圈中絕了羊、
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
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
我的神喜樂。」這裏的
描述、比喻或意境並不
是指迦勒底人進攻所帶
來的苦難。首先，今次迦
勒底人的攻擊帶來的災害
是源自神懲罰猶大惡人，是
回應先知所求的審判，與這缺
乏出產的意境不吻合。8	其次，
如果「沒有田產牛羊」是指迦勒人
殺害猶大人，即使是審判，這位憂國憂
民的先知又怎能喜樂呢？第三，經文不像士
師記或列王紀的描述；經文描述猶大國的荒涼，不
是因被外族搶奪財產或糧食，原來樹木結果與否不關乎
迦勒底人的入侵，反而是應該結果的果樹、羊圈、牛棚
在被審判或入侵前，已全都失去他們應有的生產功能，
意指猶大國的很多人和物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甚麼讓先知仍然能因神喜樂？二章4節是神吩咐先知記
錄的一個異象報告，耶和華說：「惟義人因信得生」。
將這節經文串連，是否指神救了先知一個義人，所以他
為自己作為義人而被神拯救而喜樂？但這與先知流露的
愛國情懷不相似；是否指普遍義人得生？但事實上有很

「使朗讀的人可以跑步」。原來神呼召先知，他應有的
功能是隨跑隨讀神審判的信息！猶大國全國的人都失去
為公義發聲的功能，對「不義之事」不聞不問不發聲，
失去了行公義好憐憫的功能，不結果，不效力！但神發
聲、發揮公義審判功能，惡人就受罰，義人就「得生」
了。先知相信惡人會受審，相信義人會得生，就為神、
為人發聲，發揮隨跑隨讀審判信息的功能，喜樂地回應
和實踐其呼召。神和先知發揮自己的功能時，就是世界
重啟功能的時候。

香港信徒或許為現今社會情況感到失望，教會或信徒可
以如何為公義發出聲音或作見證呢？請留意哈巴谷先知
不是宣講自己的信息，卻是在特定時間，特定場景，以
特定方法，向特定對象，用特定言詞去宣講神特定的信
息。今天神也在這失去功能的香港有特定的信息，在特
定的時間，特定的場景，以特定的方法，向特定的對
象，用特定的言詞給祂特定的僕人，我們可以如何學習
掌握這一切？在這失去功能的城市，我們需要主的門徒
仍願意踏出來按真理行事和說話。今天如果要全面準確
以神的心意和價值去回應和轉化這失去功能的世界，我
們就要好好裝備自己去明白神的話語，這是大家為甚麼
要花心力在學院研讀神的話和更多祈禱。或許你曾像哈
巴谷一樣與神爭論，或許你曾為香港的環境而對神表達
不滿或不明白，但你看得見神在這失去功能的世界仍然
發揮功能嗎？你願意像哈巴谷一樣回應呼召，讓祂繼續
裝備你，加你力量去發揮祂給你的功能嗎？

多義人已經被猶大的權貴逼害致死，再當迦勒底人攻打
猶大國，猶大國不單會有惡人死，也會有義人死；是否
說永生？但「永生」不是舊約聖經的明顯觀念。

此經文的焦點在於神行動的對比而非誰能得
生。首先，按原文翻譯二章4節：「看！
自高自大的人！他的靈在他不是正
直；但義人透過他的堅信（或信
實）而會存活。」有學者討論
這裏的pronominal	 suffix是
h i s（義人或神）還是i t s
（神的審判宣告）。七十
士譯本和一些古抄本更譯
為：「我（神）的靈不
會喜悅迦勒底驕傲人，
而義人透過我（神）的
信實會得生。」即原本
經文可能指義人因對神
的信心，又或者神的信
實可信而得生。筆者認
為作者有刻意保留後者意
思的可能性，即強調神有實
現自己對惡人和義人施行公義

審判的應有功能，這正是原本哈
巴谷質疑神的地方。但為何義人得

生？苟且生活、行不義而又不被揭露的
人，可說是生不如死，但神執行公義審判，

這就對活著卻如死的或已死去的義人產生另一種
「生命意義」。但此句強調的不是誰得生，而是神整體
上仍會發揮其公義審判的功能。

當我們將神的功能實踐（二4）比對先知的功能實踐
（三19），就更增加這詮釋的可能性。在3章19節，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
使我穩行在高處。」在高處宣告神的審判能更快地、讓
更多人聽到，符合先知的角色功能。但先知為何「要快
跑穩行」？二章2節說：「耶和華吩咐哈巴谷先知將這
默示明明的寫在版上，使讀的人容易讀」，原文應該是

從哈巴谷書三章 16-19 節
看如何回應失去功能的世界 李穗洪

道風山生命事工委員會主席	/ 舊約客座講師

 1. Marvin A. Sweeney, The Two Prophets, Vol. 2, Berit Olam (Collegeville, 
Minnesota, 2000), 454-55.

 2. James D. Nogalski, The Book of The Twelve: Micah-Malach, Smyth & Helwys 
Bible Commentary (Macon, Georgia, 2011), 658-59.

 3. Sweeney, The Two Prophets, Vol. 2, 468.
 4. Sweeney, The Two Prophets, Vol. 2, 455-56.
 5. Sweeney, The Two Prophets, Vol. 2, 480.
 6. Nogalski, The Book of The Twelve, 682-83.
 7. 相反 O’Brien認為耶和華沒有回應先知對其公義的質疑。	Julia N. O’Brien,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 Haggai, Zechariah, Malachi, Abingdon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4), 85.

 8. Nogalski 認為 3:17形容迦勒底人的攻擊。Sweeney 提出 3:17與申 14:22-29; 
18:3-8; 26:15的平衡，而申 28:1-14; 利 26:1-15顯示神因人守約的賜福包括農
作、畜牧並對敵人攻擊的保護，似乎帶出 3:17與敵人攻擊相關。Nogalski, The 
Book of The Twelve, 687; Sweeney, The Two Prophets, Vol. 2, 480.



收入 經常費奉獻 1,893,780	

宣訓奉獻 143,520	

學費及其他收入 716,743	

總收入 2,754,043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189,115)

宣訓支出 (258,295)

行政及課程支出 (291,285)

總支出 (1,738,695)

本期盈餘 / ( 不敷 ) 1,015,348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10,296)

累積不敷 (753,539)

購置設備 	

2021年 7月至 2021年 8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104,043)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訓	/		 ○	經費	HK$____________
		 	環球神學教育事工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快樂王子的貧窮

生命故事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 2021 年 7 月至 8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課程推廣

 1. 盧雲著，應仁祥譯：《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台北：校園書房，
2013），53。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箴言選讀——
智慧人生

蒙日昇牧師 Zoom網上課程 2022年 1月10日（逢週一）

事奉的生命 ‧
生命的事奉

黃韻妍博士 Zoom網上課程
及退修日營

網上課程：2022 年 2月
17 日及 3月 3日（週四）
退修日營：2022 年 2月
26 日及 3月 12 日（週六）

StayMissions——
疫境中持續踐行
宣教使命

余志文博士 Zoom網上課程
及本地跨文化
體驗

2022 年 2月 8日（逢週二）
本地跨文化體驗：
2022 年 3月 6日（週日）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突破負面思想的捆鎖 趙翠嫦老師 元朗區教會
實體上課

2022 年 1月 6日（逢週四）

2022 年度門徒培訓證書課程

基礎門徒培訓
（婦女）證書課程

麥坤美老師 本院校園
實體上課

2022年 1月10日（逢週一）

基礎門徒培訓
證書課程

鄧心寧老師 元朗區教會及
本院校園
實體上課

2022 年 1月 5日（逢週三）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普及神學課程（2022 年 1 至 3 月）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 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整合退修營會：
靈命與事奉

黃韻妍博士 上水聖保祿樂靜院 2021 年 12 月 13-15 日
（週一至三）

默觀基督 賴玉芳老師 Zoom網上實時教授
退修營地點：思維靜院

2021年12月13日（逢週一）
營會日期：2022 年 1月
23-25 日（週日至二）

舊約概論 李穗洪博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2021年12月7日（逢週二）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冬季課程（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

但自古至今，多少人願意接受神是這般模樣？他們認為
神不可能受苦，不可能如此羞辱地死去，不可能成為擁
有肉體的次等存有，可是唯有基督活得貧窮與恥辱，我
們才知道身為人乃一無所有，這生來的窮困推動我們追
求終極的滿足，便是對神說「是」，完全降服於祂，如

同耶穌基督活出向父神說「是」的生命，
我們才真正明白生而為人該如何活著。

這使我深思：追求勝利、優越，是否
我的生命方向？我愈深體會到，這種
「向上移動」的生命並非主耶穌呼召
我們要過的，主耶穌在世就是活出「向
下移動」的生命，但我們往往對此心
生抗拒，仍舊努力爭取功名成就，就
如《快樂王子》裏的官員爭著為自己
鑄造雕像一樣。不過，燕子作出不一
樣的選擇，燕子被王子的美善吸引而
愛慕他，不因王子能給他甚麼好處，
即使燕子知道自己將要死去，卻仍願
付上生命的代價，伴隨王子到底。

王子和燕子的結局看似悲慘，然而天
上有這樣的一幕：上帝吩咐天使把城裡最珍貴的東西拿
來，天使奉上快樂王子的鉛心和燕子的遺體——「你選
得對，」上帝說：「在我天上的園子裏，這鳥兒將永遠
歌唱；在我的黃金城裏，快樂王子將永遠讚美我。」願
我們明白父神的心，以愛慕基督的心腸，靠著聖靈的引
導，選擇跟隨基督的道路。

【默觀基督】是道學碩士二年級的必修科，同學以整個
學年投入依納爵的神操（下簡稱「神操」），透過默觀
禱告操練和靈修指引，建立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激發我
們對基督的愛慕，更深跟隨祂、榮耀祂。

我在神操中與一位謙卑捨己的基督相遇，耶穌基督從道
成肉身來到世間開始，便活出一個向下移動的謙卑捨己
生命。我默觀主耶穌降生時，體會到萬主之主竟紓尊降
貴，成為手無寸鐵的嬰孩——基督可是掌管宇宙的王！
此刻祂竟在母親懷中安睡，如此謙卑的
基督使我驚詫，祂發出的柔和光輝深
深吸引我。在主基督受難的默觀操
練中，我看見基督徹底的貧窮——
祂全然放下自己，沒有選擇行
使能力以脫離困境，如此我更
體會基督對我堅定的愛，使我
願意以愛回應祂。

溫柔堅強、謙卑捨己的基督，使我想起
著名的童話故事《快樂王子》。快樂王子身
分尊貴，他有藍寶石的眼睛、純金的身體，並配有紅寶
石的寶劍，威風地矗立在城的最高點，但因看盡城中的
醜惡和窮苦而不住流淚。

打算飛往埃及過冬的燕子遇上快樂王子，起初燕子只
想快快與同伴享樂，但聽到快樂王子一次又一次的請
求——把紅寶石送給貧窮的女裁縫、挖下藍寶石的眼
睛，送給貧窮的劇作家和賣火柴的女孩，燕子停下腳步，
不願離開王子，最後冷死在王子腳下；失去寶石，不再
美麗高貴的快樂王子則遭人嫌棄，被丟在火爐裏燒。

快樂王子為人民獻上生命，然而人民想要的只是光鮮亮
麗的王子。當快樂王子的榮華褪去，他們便嗤之以鼻：
「比一個討飯的好不了多少！」他們拒絕像乞丐一樣破
爛貧窮的王子，他只會帶來羞辱。

當我讀到快樂王子把身上的寶物逐件捨下，最後卻遭唾
棄，神操所經驗的基督便浮現眼前。快樂王子獻出一
切，終至死亡；基督在十架上也達到捨己貧窮的高峰；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17 查詢。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整全的靈命塑造
（一）

黃韻妍博士 Zoom網上實時教授
營會地點：中宣校園

2022 年 2月 9日	( 逢週三 )
營會日期：
2022年 3月 26日（週六）

校本部課程
以下課程將公開接受有興趣的肢體旁聽，讓我們在生命成長上有更豐富的裝備。

「聖靈引導我們向下走，祂的目的並不是要我們
受折磨，也不是要我們受痛苦和羞辱，祂是要讓
我們看見，上帝顯現在我們的掙扎之中。正是因
為看見上帝如何出現在基督往下的路上，我們才
明白，只有走在那條向下的十架道路上，方能成
為上帝真正的兒女。」盧雲：《向下的移動》1

陳倩儀
道學碩士同學	／學生使命團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