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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蕭傳道一句:「家不成家」,道出不少人內心的慾望 , 不少世人追逐名利 , 駕靚車、住豪宅、出入高級食府
或會所、咭片列印出不同專業機構職銜、學術團體名銜 , 他提醒我們作為信徒 , 應追夢為彰顯神、榮耀神
, 在人間實踐神的愛 。
頌揚雖然年紀輕輕 , 卻給人思想成熟感覺 , 生活於資本主義的香港,自少被教導要贏在起跑線 , 向上爬 , 名
成利就為終點 , 他反問這就是人生的意義 ? 基督徒生命應該有改變 , 有更新。 有承擔福音使命 , 有實踐愛
人 , 愛教會的做夢 。
鄭太是我敬重的一位長者 , 她年屆古稀 , 曾讀神學院課程 , 追求神的道 ; 無論教會主日學、團契 、祟拜等
聚會 , 她風雨不改 , 恆常地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都參與事奉行列 , 為主工作 。 她的人生夢就是追尋真理
, 愛神愛人 , 榮耀主名 。期盼兒孫信主 、愛主、跟隨主。
SARA同工在深浸不知不覺服侍已5年多 , 相信接觸過她 , 認同是一位EASY GOING的開心果。在主日祟
拜前 , 她在地下大堂門口手持消毒洗手液為每一位提供 ; 主日學時安裝及收取電腦及投影機 , 令老師及同
學們安心上課 ; 祟拜講道立即於主日下午上載網頁以便重溫 。她工作雖微少 , 但她默默地服侍大家 , 事奉
神為樂。大家若遇見她 , 可打聲招呼 : 「開心果 , 早晨 ! 」或者「支持妳 ! 開心果」。
下期10月號主題 : 「老友記」, 在你一生中, 遇到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 。相信你會找老友記訴苦、求指點、
代禱 ; 或者接觸到開心事 , 找老友記吐心聲、分享喜悅、謝禱。盼望大家分享你的同悲同喜老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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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在中⽂⼤學�讀輔�的�⼀課��授跟同學們玩⼀個彼��識的���

稱為「破冰」����同學們在不同形狀的紙張中挑�⼀張���在紙上寫上⾃⼰的現況�

　　我寫上了四個字：「家不成家」。

�享中��喜���當�授抽中我的紙張��看⾒「家不成家」四個字���間變了�線��

為緊張�由⼀張��⾯變成⼀張�曲⾯�⽤⼀把��的�⾳�����出四個字�「你家怎

樣�」我�到⾃⼰「玩⼤咗」�⽴刻�辯�「我由⼩到⼤都�想成為⼀個�⼤的作曲家�但作

曲家做不成��天只�稱為作曲⼈或⾳�⼈�真的是「想做作曲『家』⽽現在『不家』了�」

�授�了⼝��同學們捧�⼤��

〈��〉                                                               �⽂�傳�



�到��我⼀直�������會成為⼀個�⼤的作曲家�因��⾃80年開��我�⼤部

��間在五綫譜上�四⼗年裡�⼤⼤⼩⼩的�作超�⼆百⾸��是�會⽤的�歌�⼤型的�

三⼗�鐘⻑�⼩的只�四句���作�被讚賞�實在�⼀���的�越��直到2007年�

上帝讓我�⼀個病患的經��從中��我�提�我�讓我⼼意更��不再�求那��越��

不再�求成為⾃⼰��的「家」�



我⼀向�⼀種天真的想法�就是「病吓�不錯�可�更��間作曲和寫⽂章」�終於在2007年

我病了超�⼀個⽉��⾄�住院和做⼿��其中⼀天我�試提�書寫�但不知怎�樣���從我

⼿中掉��上�上帝提�我�「不是每件事�都掌握在你⼿中��都是我的恩典�」�件很⼩的

事��卻�我�很⼤的改變��重�的事�是我明⽩到�我��作��是上帝的恩典；另���

讓我明⽩��越�不是我應�求的��⼤作曲家�不是我應�求的�我��求的�是成為主⼝中

「⼜忠⼼⼜良�的�⼈」�



2008年�建�神學院�讀基督�研�碩⼠MCS課��2012年改為���學碩⼠MDIV課��踏

上��間事奉的�路�開��求另⼀個「�」�不再是�����⼤作曲家�⽽是主基督�穌

⼝裡「⼜忠⼼⼜良�的�⼈」�⼀個可實現的��

  記得少年�收了⼀張書�（當��⾏的⼩禮物）�書�上寫��

「明⽇會�光��鮮的黎明�

�許�只是�許�

我們的�會實現�

所�我們��真的把握�天�」



�⼈���⼈不�我���⼒��不同的是�從��的是我��越�的��現在�的是願主

得��的�可實現的��重點是�我�沒���的��真的把握�天�明⽩⼀切都是恩典�

是上帝所賜的���上帝���度⽇�做⼀個合神⼼意的⼈�



最近有一套電視劇集，以跑步為主題,
人生像跑步，向前跑，不向後望 ，以終點為目標 ， 

人人都有夢想， 夢境成真更重要。
但以理書第二章描述當時的尼布甲尼撒王發了一個夢，

因他把這個夢忘記了，所以設法要令自己記得起這個夢。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夢，心裏煩亂，不能睡覺。

王吩咐人將術士、用法術的、行邪術的，和迦勒底人召來，

要他們將王的夢告訴王，他們就來站在王前。

王對他們說：

「我做了一夢，心裏煩亂，要知道這是甚麼夢。」(但2:1-3)
他找了迦勒底人，占卜家、法術師、巫師、占星家的 , 警告他們，

如果沒有辦法說出所做的夢是甚麼，就會治死他們。

但以理得知此事及其後祈問神，而神將奧秘在異象中顯明給但以理。

當大家都無計可施的時候， 但以理主動找王的護衛長亞略,
要求他引領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解夢。

 

追夢                  陳志威弟兄



「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

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

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但2:31-35)
 

聽完後尼布甲尼撒王十分害怕。 在這件事情上，
尼布甲尼撒王明顯地覺得這個夢有一定的重要性，才會渴想重回記憶。

一般人忘記了夢境，都不會設法勾起回憶，

 對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沒有堅持是可以的，
但總不能對有意義的東西輕易放棄。

 
 



但以理書不單單只是描述尼布甲尼撒王的夢境，還帶出夢境的意義，

就是即使有再強的國家出現，最後都會被神所粉碎。

尼布甲尼撒王初期注重權力就等於一切，神借但以理令他深信神是大而可畏的。

夢是需要有意義，但我們人生當中常常追求一些沒有意義的夢。

我們有時會看錯東西或忘記自己的夢想，

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也曾經盲目地追求權力和版圖。

在信仰上，我們剛返教會和初相信時的夢想，大有可能渴想為神作大事，

將福音傳遍給每一個人。

我們現在可有保持著這個夢想 ? 還是已經淡忘了? 
神放在我們心中那火熱的種子還在嗎 ?  

我們對人生和信仰都應該有夢想。正如尼布甲尼撒王雖然忘記了夢，

但他堅持要尋回他曾經夢境，希望追尋失落的東西。

今天神也許放了一個夢想在我們的生命，並要透過我們達到衪的目的，

神國可以再次展現。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更親近神，能夠明白神的心意和其他人分享。



記得你的固執

記得你的志氣

仍然認得你是你

這個夢能叫世界 更加璀璨
夢會美化了 你的夜晚

無論再艱難 拿著你僅有資產
走遍地殻 遊盡雪山

 
以上是衛蘭《生涯規劃》歌曲之其中一部分，

她鼓勵年輕人重拾夢想，跟隨己心，

勇敢追夢，活出自己的璀璨人生。



 衛蘭曾經是九十年代樂壇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和音歌手，
亦被香港網民譽為「最靚聲女歌手」。

 
2009年3月衛蘭的孿生妹妹衛詩因在日本藏毒事件被捕，
卻因為此事在日本遇見了耶穌，信主靠神的力量成功戒毒，

之後於2011年出版《重生》一書，見證神改變生命。
 

 對衛蘭來說，衛詩的見證只不過是個導引，
直到她在個人經歷中遇見耶穌之後，才心悅誠服地接受這個救恩。

她憶述：「那時我病得十分嚴重，既有哮喘、情緒亦低落，

每晚只能靠安眠藥來幫助睡眠。

有一晚，我躺在床上，仍然十分清醒，仿佛看到一個像天使的人，

來到床邊觸摸我的腳，立時感覺全身的病痛完全消失了。

那一刻我沒有害怕，且很有安全感，

跟著我閉上眼睛，開聲說：『我知道你是誰。』

此時，我明白是神醫治了我。」

 



信了耶穌之後，衛蘭的事業不但沒有一帆風順，反而遇上了低潮。

從2009年起，工作量大大減少，但神的恩典夠她用，
讓她不用擔心經濟的問題，也供給她足夠的生活所需。

縱使如此，衛蘭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工作少了，

令我有更多時間去尋求神，去參加聖經班研讀《聖經》，

並透過每天做功課，讓我認識神更深、更貼近祂，對我靈命的成長很有幫助。

那段時間我不斷禱告，跟隨神的帶領，沒有被憂慮纏繞，

並相信事情的發生總有祂的美意，也到處去分享福音見證。」

2015年衛蘭加盟新唱片公司後，推出多首大熱作品，
於2017年一口氣推出一張廣東專輯和一張國語專輯，

並在同年首奪《叱吒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及

「叱咤樂壇至尊唱片大獎」，事業再攀上另一高峰。

衛蘭感恩地說：「神不但賜予我工作，更為我打開很多發展內地市場的門。

從前不懂得感恩，如今明白這一切都是神給的禮物，

感謝祂賜我一副唱歌的好嗓子，是祂揀選了我用聲音去祝福別人。」

去年，衛蘭開始製作首張福音專輯，

並於早前分別推出了兩首福音歌曲：《伯利恆的主角》和《所以我愛》，

希望藉著這些歌可以接觸到更多靈魂失喪的人。



談到她的人生目標和使命，衛蘭表示：「現在神放了一些人在我生命裡，

我要去愛他們，盡量彰顯主耶穌的性情，要忠誠去做祂給我的工作，

要聽祂的話，要開放讓祂帶領我。」

 
我們可以多加留意生活和教會的需要，然後計劃與行動，就能愈有辦法達到目的。

人生最重要是建立生命，要更加在神的事工方面發展，堅持行在神的路上。

當然我們會疲倦，所以需要好好地倚靠神多於自己的聰明。

生命當中可能有太多負面的聲音，導致我們無法堅持夢想。

有時是環境，有時是內裏的聲音，這些批評都令我們產生恐懼和停止向前， 
不敢堅持。人生如跑步，總會遇上逆風的時候。

 
遇上任何逆境，跌倒亦要懂得企起身，磨練心身，咬緊牙關克服困難。

以最樂觀積極心態邁步向前，大步走出困境，踏上閃爍人生。

祈求神幫助我們有清楚的目標， 減少去聽取負面和攔阻的聲音， 才能繼續堅持。
我們一定擁有神用得著的地方和功能，就算是受傷，神仍然能用得著我們，

但願我們成為一個滿有能力的信徒，努力為主工作，

去實現夢想，這就是追夢的意義。

 



《追夢》          張頌揚弟兄
 

每個人都有他心中的夢，只是我們是否承認，是否記得，是否對自己誠實。但不論你是否承認，

或是否記得，這個仍然是你的夢。

生活在香港現實主義的土壤，夢似乎並不太有「價值」。爸爸媽媽從小就教導我們要向錢看，中

學選科要選找到工作的科目，工作要有前境，薪金要階段性我遞升等等，甚至另一半也需有富裕

的背景，但絕少思想興趣與意義。

工作於銀行，看到的是機構與機構的協作，卻少了人情味，看到的是埋首通宵工作的年青人，而

失去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看到的是一個個追夢者的妥協，為生活現實失去了靈魂。

我們每個人都是追夢者，追一個天國的夢，這個夢在我們認信的時候開始，這個夢與世界告訴你

的完全不同。



面對社會既改變，疫後時代，可能多多少少有了妥協，多多少少想放棄，多多少少遺忘了追夢

者的身份。但是，反問一下自己，這個夢是否可以放下？這個夢是否可以忘卻？這個夢是否值

得追求？

看到整體教會的理論與行事，看到一顆顆漸漸冷淡的心，心中只能充滿無奈與慨嘆。生於這個

時代，我們這群追夢者要更新，不要因教會的因循而灰心喪志，因為日子近了，我們要發熱

心，行奇事。

縱然生活充滿黑暗既壓迫，但神仍坐著為王。舊約的亡國時期為我們帶來提醒，神雖然默不作

聲，但神仍坐著為王。「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詩篇 29:10) 我們身處於一個滿了動盪和黑暗的世界，萬事雖會改變，惟有一件事情絕不改

變，那就是創造萬物的祂仍坐在寶座上，掌管著每時每刻，直到永遠。 



最近，青年敬拜群體重新興起，HYPERSONIC FEST音樂節吸引大量青年信徒參加，提供了一個

充滿活力需真實的信仰角度，信仰再不是口說的愛與關懷，更不只是限於教會中的教導與規條，

而是從生活中行出基督的樣式，重新連於上帝，為我們帶來生命重生的機會。還記得於一年半前

的差遣禮，由剛成立的鹹蛋音樂事工成員帶領敬拜，一句「我要看見，我要看見，這世代要看見

祢榮耀。」，參與敬拜的兄姊不論老幼，無一不舉起雙手，激動地作出合一的宣告，一個個寶貴

的生命在那刻重新甦醒。就是在那次聚會，我與神禱告，若神允許，讓神大大使用我以聖樂，將

神既說話與感動，打進每個弟兄姊妹的心中。不久，我就加入了這個群體，以更新教會敬拜為目

標，重新興起激動火熱的心。

此刻，可能你會有個問號，覺得不用這麼激動熱切追求，信了後都沒有很大的改變，只追求神比

我生活中一絲絲的平安。真正信仰卻在每天都會帶來改變與更新，你期待一起追這個夢嗎？



追夢         范玉枝姊妹
 

自懂事到七老八十的今天，還在追夢：

出世適逢日本侵華，十個月大時母親揹我回郷，寄居外婆家，雖然表弟妹當我大家姐，但仍

有感寄人籬下，追夢：早日回港返母家！

 

九歳回自己家誰知道原來是惡夢：

母親重男輕女，滿天偶像神佛，又誤聽塗說，因生肖八字和父親相克，不能叫爸爸，只能跟

表弟妹叫姑丈，不但在家打理家務，母親返工，還要揍一個幾個月的妹妹⋯⋯

因為居住問題，要搬到同父異母的哥哥家一齊住，前舖後居，（賣元寶、蠟燭什貨店）

理所當然要幫手銷售，其間讀了兩年夜校，希望再讀也夢碎！

 

婆婆一直很關心我，舅爸還是很愛惜我，只是五十年代，七、八口一房間下，不能再容納我！

十七歳時婆婆開始為我物色婆家！

 



 

剛巧妗婆是基督徒，知道鄰居識畫花草樹木，（先夫）母親是基督徒，作媒!

婆婆慕才，我又不喜歡拜偶像，一拍即合！跟著生兒育女，雖在困境中，婆婆常提我，

始終是自己個家，捱大兒女就有好日子過！不是追夢，是寄夢！

 

夢想孩子學業有成！名成利就，安享晚年，就心滿意足！

年老安定日子中，回想起來，全是恩典：

婆婆說，若不是我在母腹中，父親早亡在劫匪刀下！

 

細數主恩：若不是妗婆作媒，不會作基督徒媳婦！若不是婚後租住基督徒房子，

怎有房東帶我們返教會，若不遇上忠心虔誠的張之信牧師、謝瑩真姑娘，

還有當年城浸的執事！那種關愛，令我第一次有真愛的感受，因而感動決志受浸！

 

63年搬到蘇屋邨又剛巧遇舊相識，住同一層樓，順便一齊返深浸，

由福音堂到現址舊堂，

經關愛牧者陳克剛牧師，鼓勵、勸勉，轉會進入深浸家，

 



我是由一個矇查查的成為基督徒，快六十年啦！一直受三位一體神的保守而不自知，

雖然不喜歡拜偶像，還是存有拜偶像壞習慣，臨急抱拂腳，有事急返祈禱會！

託教會為我祈禱，事過境遷平安又忙這忙那！

我真正是在愛、信、望中堅定信念、信這世界有主宰，盼望未來⋯⋯

 

細數夢想成真：

夢想自置物業讓父親分享安居樂，結果第一次置業讓父親分享了20天，

也是他最後一年的壽命！

天父也成就我婆婆最後三年在世寄居日子中讓我服侍終老！

更不敢夢想像可以進入電子世界！還有數之不盡⋯⋯追求夢想都成真！

感謝天父爸爸成就、恩賜！一切榮耀歸與上帝，若不是認識：愛、望、信、

愛跟隨主道路，相信沒有今天的我

 

你若問我還會追夢嗎？

我會説，若有生命的話，希望能像迦勒八十五歲尚能為主作精兵



感恩               李笑梅助理幹事                                           
一個下午，收到傳訊部邀請為”深聲”寫下能讓更多人認識自己
的投稿電話，遲疑了片刻，心想…我在深浸已踏入第五個年
頭，何以還有人不認識自己呢！？再細想 想， 可能會眾認識
既我只泛於每主日那三數個小時的侍奉時間，甚或只見到一個
穿梭於各層，忘然地衝呀衝地工作既我，所以….由起初既婉
拒一下子就毅然接受了這個”邀請”。

認識我得先由這 10 個多年頭從商業轉至教會機構開始吧，打從進入深浸侍奉前，
我早在 2009 年於香港浸信會聯會(下稱”浸聯會”)侍奉了挨近 6 年時間，
相比從前工種大不同，每天每時都見到很多牧者傳道們，
還有不同國外機構侍奉人員，縱然我也是基督徒
(2004 年於九龍城浸信會受浸)，但總感覺這份工作很神聖。
我於浸聯會主要是主理聖樂部，工作主要是與聖樂部部長部員等
籌辦有關聖樂的事工，偶爾部還會邀請國外或堂會負責聖樂的
一些於音樂造詣很高的音樂家舉辦中小型音樂會或一些如樂器班、
樂理班、指揮班、四聲部技巧訓練…等來招待熱忱於音樂事工上的弟兄姊妹
到來參加。浸聯會還有很多部來處理不同事工的，相比其他部我還是很喜愛
所負責的”聖樂部”，縱使每月會議總會超過晚上 10 點，收拾整理後差不多 
11 點多(偶爾還會逗留片刻整合當晚會議紀錄)，但總不會覺得
疲累，因為我蠻享受這份侍奉呢！



往後因為某些轉變，我毅然辭去浸聯會職務便轉職
加入深水埗浸信會這個大家庭， 坦白講，
基於從前不需要太多面對會眾(數以百計)以及週日上班問題，
起初我還得要花上數月時間來適應這個侍奉新環境呢！
從前於浸聯會只需要處理好自己負責部的事工
以及一年整體共同承擔的活動
如年會、培靈會、陸運會、步行籌款…等外， 
其餘的皆是自己安排好要處理辦妥部內的範疇便可，

但在深浸侍奉基於崗位上的不同，所以總感覺除每週固定
編制的程序表外，其餘各樣都是整體性共同處理的，
加上要面對眾多不太熟絡的弟兄姊妹們，感覺確實頗吃力的，
我當時經常想，大家認識我必比我認識大家容易得多，
我就好像一對幾百會眾般，單記名字都已叫我吃不消了(當時想，
能讀出對方名字總感覺親切尊重的啊！)，我的工作或多或少都需
要跟會友聯繫，多少都應了解一下對方好讓工作上更得心應手吧！
正所謂「知己知彼….」嘛！現在回想從前好像在打心理戰模樣
(自製不必要的壓力)，想起自己都笑了…。



感謝神除了開我工作之門外，還為我預備一個有愛的大家庭，一班熱心侍奉的好同工
以及友善的會友們。我現在已算應付上來，部份恆常出現的會友名字都朗朗上口了，
相處上也很融洽愉快喔！現在我也很享受能在這裡侍奉，為此感恩。
深水埗浸信會是一個傳福音的教會，也願能更多“走進人群、傳揚福音”，
成為「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