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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獅⼦⼭
精神」 丁贊鴻牧師
獅⼦⼭精神﹝ Spirit of Lion
Rock ﹞ 泛 指 ⾹ 港 ⼈ 刻 苦 耐
勞、同⾈共濟、不屈不撓、
逆境⾃強的勤⼒拼搏精神，
源於 70 年代的電視劇《獅⼦
⼭下》及其主題曲。該劇集
反映當時普羅⼤眾⽣活艱
苦，但憑著共同努⼒，就能
得到收獲。雖然「獅⼦⼭精
神」就是⾹港精神，但它並
沒有被系統研究過，更不是
什麼學術探索的結論，它只
是⾹港⼈戰後數⼗年發展經
驗的實踐。
中⽂⼤學中國研究中⼼
Kristof Van Den Troost 教
授指，獅⼦⼭精神對於不同
年代的⾹港⼈有不同定義：
對於⽼⼀輩的港⼈，獅⼦⼭
代表的是努⼒改善⽣活，最
終達致⾃⽴、⾃⾜的⽣活態
度。但對於被低社會流動性
和⾼樓價所困擾的年輕⼀
輩，這個似乎只是⼀個遙不
可及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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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在特⾸選舉期間發表
了⼀篇有關獅⼦⼭精神的帖
⽂，當中指出「市⺠對於社
會制度、公義、⽣活，都有
更⾼層次的追求」，故可以
說對於年輕⼀輩，獅⼦⼭精
神有另⼀層的意義，似乎不
單是努⼒上游的態度，⽽是
兄弟爬⼭各⾃努⼒、勇於追
尋夢想、堅持創建更理想⾹
港的精神。[1]
那麼，獅⼦⼭精神與基督信仰
⼜有何相關呢？我想，當中有
些共通的地⽅值得我們細思。
1. 勝過環境囹圄、堅持努⼒奮
⾾：
努⼒嘗試不⼀定會成功、不堅
持努⼒就肯定不會成功！困境
不錯可以限制我們的⾏動、影
響我們的⾾志，但它卻不能掌
控我們的意志！只要我們堅定
⽴場不棄守，縱然未必可帶來
環境甚麼改變，但或許這就是
⽇後可收復失地的橋頭堡！信
仰的路也有類同！
魔⻤透過俗世的⼿段要磨滅我
們對神確信與投靠，引誘我們
戀慕浮華世界、拋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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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永恆的國度。我們必須倍
加⼩⼼，不要像羅得⼀般漸
漸挪移帳棚、投向所多瑪之
懷抱(創13:1-13)；總要持定
⽅向，像叔叔亞伯蘭⼀般定
志憑信⾛神的道路，最終得
到耶和華極⼤的祝福 ( 創 15:121) 。
2. 拋低⾃私⾃我、蒂建守望濃
情：
歌曲《獅⼦⼭下》中有這樣
的歌詞：「既是同⾈在獅⼦
⼭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
對」、「同⾈⼈誓相隨，無
畏更無懼！」，清楚道出⼤
家「同坐⼀條船」的真相，
無⼈可以獨善其⾝；活在地
球村，蝴蝶效應 [2] 不容忽
視啊！
使徒保羅在腓⽴⽐書提醒信
徒：各⼈不要單顧⾃⼰的
事，也要顧別⼈的事，且更
當以基督耶穌的⼼為⼼ ( 腓
2:4-5) ！基督耶穌的⼼是甚麼
樣的⼼？就是願意降卑捨
⼰、甚⾄犧牲成為⼈類救贖
的⼼。祂本富⾜，卻⾃⽢成
為貧窮，叫原本貧窮的我們
因此得著富⾜(林後8:9)！祂

更希望我們所有藉祂得救的⼈
成為⼀體，彼此相容、接納、
相愛、同⼼ ……，體現主內合⼀
的美善。平順⽇⼦，⼈與⼈之
間的守望照應並不看為寶貴，
但經歷年多社運及疫情蹂躪
後，摯友濃情就顯得很貴重
了。⼀個肝膽相照的弟兄，⽐
⼗個能幹同事更受⽤呢！盼
你、我能在主內找到知⼼友，
互相結連成⼀張強韌的網，抵
禦那惡者的侵襲。
3. 勇於追尋夢想、嚮往更美”家
鄉”：
夢想是推動前進的動⼒，萊特
兄弟因為夢想在天空⾶⾏，於
是努⼒研發⾶⾏器，經歷無數
失敗、旁⼈冷眼嘲笑，最終憑
著對夢想的堅持發明⾶機，在
⼈類史上寫下了新⼀⾴！
⾹港能從⼀個⼩⼩漁港發展成
今天背靠祖國、⾯向世界的國
際⼤都會，⾹港⼈勤奮⾃強、
勇敢追夢、要創建更美⾹港的
精神是重要因素之⼀。其實，
基督徒也像港⼈⼀樣具有類似
特質的追夢者！天國是基督徒
的嚮往樂⼟、最終家鄉，呼喚
著信徒跑盡世上路程、無懼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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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嚇或引上路程、無懼魔
⻤威嚇或引誘，持定信⼼跟
主腳蹤，最終得著從上⽽來
的獎賞！所以，基督徒對地
上⽣活應抱開放態度：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作頂天⽴地、俯仰
無愧⼤丈夫；盡⼒在地上作
好⾒証，發揮鹽光功⽤，讓
世界得⾒神的光輝，榮耀我
們在天上的⽗！
摘⾃
網⾴ 何謂獅⼦⼭精神？ ⽂
章。
[2] 蝴蝶效應是指在南美洲亞⾺遜河流
域的熱帶⾬林中有⼀隻蝴蝶輕拍翅膀，
將 會 改 變 南 美 洲 的 ⾵ 吹 流 （ windcurrent ），進⽽影響太平洋上空的雲
層結構，再進⽽導致⿓捲⾵，⽽這⼀切
都只是因為亞⾺遜盆地中有⼀隻蝴蝶舞
動翅膀！提醒我們不要忽略表⾯看來極
微少、遙遠的些微變動，其背後或會帶
來極⼤、極深遠的影響。
[1]
Cambridge University
Hong Kong and China Affairs
Socie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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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精神陳志威執事

⾹港精神（英語：Spirit of Hong
Kong ），⼜稱為獅⼦⼭下精神、
獅⼦⼭精神（英語：Spirit of Lion
Rock ），泛指⾹港⼈努⼒、勤
奮、⾃強不息、刻苦耐勞、同⾈共
濟、不屈不撓的拼搏精神，源於
1970年代⾹港的⾹港電台電視劇《
獅⼦⼭下》及其主題曲，亦成就
⾹港從⼀個⼩漁港蛻變成國際⼤
都市的傳奇。

《創世記》第6章到第9章記載了挪
亞⽅⾈的故事。創造世界萬物的耶
和華⾒⼈在地上罪惡很⼤、終⽇所
思想的盡都是惡。(創6:5)，當神看
到了這⼀切，他⾮常後悔當初⾃⼰
造了⼈，對⼈類犯下的罪孽⼼裡更
是⼗分的憂傷。神說：「我要將所
造的⼈，和⾛獸，並昆蟲，以及空
中的⾶⿃，都從地上除滅。」 ( 創
6:7)

罪孽深重的⼈群中，只有挪亞在神
眼前蒙恩。神認為他是⼀個義⼈，
很守本分，「挪亞是個義⼈，在當
時的世代是個完全⼈」(創6:9)，他
的三個兒⼦在⽗親的嚴格教育下也
沒有誤⼊歧途。挪亞也常告誡周圍
的⼈們，應該趕快停⽌作惡，從充
滿罪惡的⽣活中擺脫出來。但⼈們
對他的話都不以為然，繼續我⾏我
素，⼀味地作惡享樂。
於是神選中了挪亞⼀家，神告訴他
們七天之後就要實施⼤毀滅，要他
們⽤歌斐⽊造⼀隻⽅⾈，分⼀間⼀
間的造，⾥外抹上松⾹。這隻⽅⾈
要⻑360⽶、寬23⽶、⾼13.6⽶。
⽅⾈上邊要留有透光的窗戶，旁邊

七⼗年代中同⾈共濟、刻苦耐勞、
不屈不撓的獅⼦⼭精神，是⼀種以
集體為先，強調為家庭⽽付出的精
神。加上當時⾹港由轉⼝貿易主導
轉為⼯業主導、⼤量⼈⼝南移、⼤
量發展空間的背景，只要有⼿有
腳，安分守⼰，當時的⼈就能養活
⾃⼰，甚⾄是⼀家幾⼝。如果肯放
⼿⼀搏，甚⾄有賺⼀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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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道⾨。⽅⾈要分上中下三
層，他們⽴即照辦。

後來的某⼀天神看到⽅⾈造好了，
就說：「看哪，我要使洪⽔泛濫在
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
有氣息的活物，無⼀不死。我卻要
與你⽴約，你同你的妻、與兒⼦、
兒婦，都要進⼊⽅⾈。......凡潔凈的
畜類，你要帶七公七⺟，不潔凈的
畜類，你要帶⼀公⼀⺟。空中的⾶
⿃也要帶七公七⺟，可以留種，活
在全地上。」(創6:17 - 7:3)
當挪亞 600 歲， 2 ⽉ 17 ⽇那⼀天，
⼤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
戶，也敞開了，⼤⾬⽇夜不停，降
了整整40天。⽔勢浩⼤，迅速地上
漲，⽐最⾼的⼭巔都要⾼出15肘。
凡在旱地上，⿐孔有氣息的⽣靈都
死了，只留下⽅⾈裡⼈和動物安然
無恙，⽅⾈載著神的厚恩，漂泊在
無邊無際的汪洋上。
神顧念挪亞和⽅⾈中的⾶禽⾛獸，
便下令⽌⾬興⾵，⾵吹著⽔，⽔勢
漸漸消退，7⽉17⽇，挪亞⽅⾈停靠
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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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拉臘⼭上。⼜過了佰多天，挪
亞打開⽅⾈的窗戶，放出⼀隻烏鴉
去探聽消息，但烏鴉⼀去不回，於
是挪亞⼜把⼀隻鴿⼦放了出去，要
它去看看地上的⽔退了沒有。由於
遍地是⽔，鴿⼦找不到落腳之處，
⼜⾶回了⽅⾈。七天之後，挪亞⼜
把鴿⼦放出去，⿈昏時分，鴿⼦⾶
回來了，嘴裡銜著橄欖葉，很明顯
是從樹上啄下來的。
再過 7 天，挪亞⼜放出鴿⼦，這次
鴿⼦不再回來了。諾亞601歲那年
的1⽉1⽇，地上的⽔都退乾了。挪
亞開⾨觀望，地上的⽔退凈了。到
2 ⽉ 27 ⽇，⼤地全乾了。於是，神
對諾亞說：「你和妻兒媳婦可以出
⾈了。你要把和你同在⾈⾥的所有
⾶⿃，動物和⼀切爬⾏⽣物都帶出
來，讓它們在地上繁衍滋⻑吧。」
於是，挪亞全家和⽅⾈⾥的其他所
有⽣物，都按著種類出來了。後世
的⼈們就⽤鴿⼦和橄欖枝來象徵和
平，挪亞的⼀家也就世世代代⽣活
下來了，故事的結局是⾮常美好
的，聽了也讓⼈感覺世界充滿了希
望。
挪亞⽅⾈的故事是為了懲罰墮落的
⼈類，神製造了⼀次史無前例的⼤
洪災，只有挪亞⽅⾈裡的⼈和動物
避過災難，⽅⾈是象徵神蔭庇的地
⽅，是神赦罪及拯救⼈的印記。
同樣教導了我們抓住機遇不要錯過
能改變你境遇的那條船，我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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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船上，同⾈共濟。當挪亞造船
的時候，天還沒有下⾬，更是提醒
我們⼈⽣要未⾬綢繆，堅定信念不
理鄰居熱嘲冷譏，花了無數個晴空
萬⾥的⽇⼦來造⽅⾈，按照神的旨
意努⼒完成托付所要做的⼯作。
⾹港在新型冠壯病毒疫情的陰霾
下，⼈⼼惶惶，年初超市葯房的消
毐清潔⽤品都被市⺠瘋狂掃清，⼝
罩短缺，⼀個難求，在新聞中得知
有些市⺠⼀個⼝罩要翻⽤多次。似
乎在無助情况下，有會友愛⼼奉献
500 盒⼝罩，亦有團契⾃製⼝罩分
給會友及街坊，實踐出主耶穌的
愛，守望相助、亦表現出同⾈共濟
的獅⼦⼭精神。
同船航⾏的旅程中，想要「同⾈共
濟」，除了有志同道合的夥伴勉勵
之外，最重要的關鍵是選擇有主同
在的船，如此便能不必再換船、不
⽤沉⾈，⼀切交給主來掌舵，沿途
開⼼地享受⾏船的樂趣，最後在
「輕⾈已過萬重⼭」的快意中，抵
達⼈⽣旅途的終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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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下的盼望
楊⽂禮執事
獅⼦⼭精神或⾹港精神泛指⾹港⼈
努⼒、勤奮、⾃強不息、刻苦耐
勞、同⾈共濟、不屈不撓的拼搏精
神，源於1970年代⾹港的⾹港電台
電視劇《獅⼦⼭下》及其主題曲(維
基百科 ) 。近幾年則引申⾄社會改
⾰、社會關懷、制度公義、甚⾄政
治政制⽅⾯的訴求。
回想⾃⼰孩童時期在舊李鄭屋村七
層徒置⼤厦⽣活，⼀家⼋⼝居於不
⾜⼀百平⽅呎地⽅，要使⽤公共浴
室和廁所，每家的廚房就在⾨外⾛
廊，故此⼤家都知道當⽇的餸菜。
印象中我無上過幼稚園，初⼩在天
台⼩學上學，課室位於天台⼀頭⼀
尾，中間是空地⽤作活動，當時已
經有混合班，即課室內有不同年級
上課，⽼師同時任教各年級，⽼師
教完⼀級叫學⽣做練習便教另⼀
級。同學最喜歡⼩息或體育堂，因
可以在空地遊玩和踢波，不過⼤家
最怕把「西⽠波」踢落街，因要由
天台⾛落地下執波再⾛上天台，另
外⼜最怕夏天，因天台真的熱到⾶
起。
後來不知如何轉到李鄭屋官⽴⼩
學，才知道學校可以這麽⼤，每班
有獨⽴課室，⼜有禮堂和操場，李
鄭屋官⼩旁邊便是李鄭屋古墓，故
此聽過不少⻤故，但是同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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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墓追迷藏，可能覺得夠刺激
吧！
不久我家獲分配葵芳邨(當時叫廉租
屋，後改稱公共房屋)，結果我於⼩
四⼜轉校到屋邨附近⼩學(俗稱⽕柴
盒學校)，讓我鞏固⼩學基礎，結果
升中試(現在是⼩學評分試)獲派⽯梨
⾙⼀所中學，當時未有巴⼠直達，
每天要⾏路最少30分鐘上學放學，
夏天或⾬天都全⾝濕透，冬天則沿
途吃北⾵。
完成中學會考後，我再報讀⾼級程
度會考 A Level 以備考⼤學 ( 現只需
完成中學⽂憑試)，結果未能升讀⼤
學(當時只有港⼤及中⼤)，最後我於
⼀所⼤專院校修讀學位課程，後來
因家庭經濟需要，我於下學期便輟
學，開始踏⾜社會⼯作，期間試過
失業⼤半年及⼤病⼀場，銀⾏存摺
只剩50元，⾃我形象和信⼼跌⾄⾕
底。然⽽在困境中使更深切認識⼈
的輭弱和限制，更深經歷神的管教
和磨練，並神的恩⼿扶持。
經過幾年⼯作，我決定再進修，結
果獲城市理⼯學院(初期租⽤旺⻆中
⼼，後來升格為⼤學及遷往九⿓塘
現址)取錄，修讀社⼯⽂憑兼讀課程
(4 年制 ) ，由於當時要輪班⼯作，有
時放⼯即趕回校，或放學趕返夜
更，完成4年返⼯返學⽣活，終於獲
得社⼯專業資格。⼯作4年後我再修
讀社⼯學⼠兼讀課程，⼜再經2年返
⼯返學的⽣涯，才取得學位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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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相對我中學同學，我差不多要
⽤10年時間才獲得學位資格，感恩
10年期間的⼯作和學習，給我不少
磨練和寶貴經驗，有助我待⼈處事
和⾯對困難。回望這⼀切全是神恩
典，⾃⼰⼀無可誇。
教會⽣活⽅⾯，感恩⾃⼩由⺟親帶
返教會，當時已是廣利道現址舊
堂，地庫是幼稚園，禮堂後⾯空地
是廁所及停⾞場。但可運⽤場地有
限，印象中試過在牧師宿舍床邊、
廁所前⾯、禮堂及⾨⼝上主⽇學。
後來在禮堂後⾯籌建宗教館，當時
獲派⼀個紙盒錢箱作籌款之⽤，把
⾃⼰以毫⼦計的零⽤作奉獻。
宗教館落成後教會多了地⽅使⽤，
並設⾃修室作温習之⽤，也成為附
近⻘少年及團友聚腳地⽅。記得週
六下午反⽽是教會最熱鬧時候，宗
教館每層都有團契，亦常有合團，
不同團友都彼此熟悉，只是聚會經
常超時，要駐堂⼥傳道楊姑娘由宿
舍窗⼝⼤聲提⼤家盡早離開。
⾹港97問題出現後引起移⺠浪潮，
教會亦有領袖移⺠，當時我也有困
惑疑問，為何我們的領袖會捨棄⾹
港、捨棄教會離開，於我恆常接受
的教導和信仰帶來⽭盾衝擊。接著
教會⾯對⼈才流失、⻑期缺乏牧
者、管治上爭議等等，令教會停滯
不前，有時候傍晚返教會覺得很冷
清很凋零，⼼裹極難過。直⾄鄺雄
輝上任後，教會才逐漸安穩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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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向前發展。
或許時代不同、環境不同，⾹港變
了！或許現今⼤學教育機會多了，
但要找⼯作⼀樣困難，樓價⾼企要
置業不容易，要向上流動更難。或
許社會現況令⼈唏噓，政府施政令
⼈不滿，對⾹港前途及未來感悲
觀。事實上社會環境會改變、政治
制度會改變、政權會改變、教會亦
會改變、⼈⼼也會變，唯有掌管⾹
港歷史的神，那位教會元⾸耶穌基
督是信實不變，祂的慈愛永遠⻑
存，在祂才有真正的公正公義，在
祂才有屬天的盼望、喜樂和平安。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
主耶 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
藉著他、 因信得進⼊現在所站的這
恩典中、並且 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
耀。不但如此、就 是在患難中、也
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 道患難⽣忍
耐．忍耐⽣⽼練．⽼練⽣盼 望．盼
望不⾄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 的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
裡。」(羅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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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同⾏ 蘇麗如姊妹
⼤家好，我是蘇麗如，不經不
覺在教會度過多個春夏秋冬，
學懂打開⼼屝擁抱不同季節特
⾊，是美好的。在教會相識朱
志強弟兄後來結婚。今年還升
級做婆婆有孫抱。『聽⻘春迎
來笑聲，羨煞許多⼈』時間閃
快。
今年發現我肺內有腫瘤要開⼑
切除五份⼀個肺。在伊利沙伯
醫院五夜六⽇，⼿術順利；神
保守。有病就接受，我都是平
常⼼，但我⽼公朱仔就很憂
⼼，我反來安慰他；有得醫就
不是病呢！朱仔有很多事都
怕、怕那...怕這...。但他不怕⾟
苦...不怕吃虧...怕虧⽋⼈...。忠
⼼在神家事奉。努⼒在職場⼯
作。看到神⼀直在帶領，教
導，同在，保守，兄姊們關⼼
及⽀持，看⾒什麼是愛。
詩 91 ： 1-2 住在⾄⾼者隱密處
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
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
避難所，是我的⼭寨，是我的
神，是我所倚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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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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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重溫快樂的事，是應付壓⼒的⼀種⽅法
彩虹是⾬後才出現的
成功是在努⼒後才出現的
做⼤事的⼈從來都不理會別⼈的閒⾔閒語
數算神恩能使靈命成⻑
放棄才是最徹底失敗
⼈⽣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枉過
早上帶着歡愉的⼼情，望着鏡⼦笑⼀笑，迎接每⼀天的新⽣活
失敗是成功的⼀部份
⽇⽇有希望，天天有奇蹟
我不能預知明天，但我可珍惜今天
成功的關鍵，不在於開始，⽽在於貫徹始終
所有的成功都必須經歷堅持
忘記背後，努⼒⾯前，向着標竿直跑（聖經）
你們要將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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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不要放棄，信靠神的保守；⼤
家守望相助，⼤同精神；無畏
無懼，携⼿追夢，實踐天國使
命。
⽂禮執事述說⾃幼⾄今的成⻑
路，雖然讀⼤學之路崎嶇難
⾏，經歷⾟酸，但有主同⾏，
家⼈⽀持，終於完成⼼願。教
會⽣活，⾯對⼈和事，都令他
⼈⽣中有歡喜
信仰反思，淘造今天的他，堅
難免亦常有淚
信神，全是恩典。
我哋⼤家在獅⼦⼭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蘇⼩姐⾝患重病，她沒有憂憂
愁愁，單顧⾃⼰的事，卻寬容
⼈⽣不免崎嶇
⾯對，深信神的醫治及看顧，
難以絕無掛慮
反之安慰丈夫，不要怕，只要
既是同⾈ 在獅⼦⼭下 且共濟 信。她的信⼼何等⼤！她的愛
拋棄區分求共對
何等真！
放開彼此⼼中⽭盾
⼩游短短⽚語，道出智慧⼈
理想⼀起去追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同⾈⼈ 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端，認識⾄聖者，便是聰明。
⼀⽣跟隨神，順服神，依靠神
同處海⻆天邊 攜⼿踏平崎嶇
才是智慧。
我哋⼤家 ⽤艱⾟努⼒寫下那
不朽⾹江名句
下期主題是「同路⼈」，相信
⼤家有不少朋友，無論是同
這⾸歌勾劃出⾹港⼈刻苦拼 學、街坊、同事都成為成⻑期
搏、同⾈共濟的獅⼦⼭精神， 間的夥伴。盼望弟兄姊妹分享
歌詞藏於每個⼈⼼裡。丁牧師 薰陶及影響你的同路⼈故事。
提醒我們無論⾯對任何窘境， 截稿⽇期是2020年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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