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之⾔： 

弟兄姊妹，平安！這是我正式加入信⼼堂教牧團隊後第⼀次寫的「牧者之⾔」。感謝神！

性格偏內向的我從來都喜歡以⽂字或藝術等形式分享信仰，今次想跟⼤家分享⼀套近期風

⾏全球的動漫劇作 — 《Spy X Family》（中⽂翻譯為「間諜家家酒」）。顧名思義，故事

內容是關於⼀個家庭的扮演遊戲。爸爸、媽媽和女兒沒有任何的⾎緣關係，他們因著各⾃

的需要和⽬的⽽組建成為⼀個家庭，各⼈甚⾄⼀直都不完全清楚對⽅的背境，以⾄過程中

笑料百出。⽽除了惹笑的劇情外，故事的設定亦啟發我聯想起⼀個跟我們的⼈⽣和信仰⽣

活相關的課題 — 我是誰？我在扮演什麼⾓⾊？ 

每當談起⼀個⼈「扮演」⾓⾊時，我們的評價通常都是負⾯的，並且會⾃然地與「虛

偽」、「虛假」等詞語聯繫起來。然⽽，當想深⼀層時，其實由來到世上的⼀刻開始，我

們便都在學習扮演著不同的⾓⾊，例如：學習成為兒女、學習成為學校和社會中的⼀員、

學習跟另⼀半配搭建立家庭、學習成為⽗⺟等，⽽我們的「⾃我」⼜是在關係建立的過程

中被建立起來的。甚⾄乎，「成為基督徒」在某程度上也意味著我們正在⽣活中不斷學習

基督的樣式，正如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三26-27所說：「其實，你們藉著信，在基督

耶穌裏都成為神的兒女。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以我⾃⼰為例，當我⿎

起勇氣回應上主的呼召，重新踏上堂會事奉的路途上時，我也不斷地問⾃⼰：「我要成為

⼀個怎樣的傳道牧者呢？」我慢慢發現，我是無法單獨思考如何成為⼀個傳道牧者的，反

⽽是在實踐的過程之中，藉著不同的事奉體會、藉著跟弟兄姊妹的關係建立，從⽽反思和

察驗上主在我這個⼈⽣階段放在我⾝上的⾓⾊是什麼。 

因此，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在於我們外在被賦予了什麼⾓⾊，⽽在於我們以什麼⼼態去飾演

不同的⾓⾊。在「間諜家家酒」的其中⼀集題及，飾演⺟親的約兒⼀直懷疑⾃⼰是⼀個不

合格的⺟親，因為她不懂烹飪、不懂處理家務、不懂逗孩⼦，好像怎樣努⼒也追不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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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望的⺟親⾓⾊。然⽽，她其實⼀直嘗試⽤⾃⼰的⽅式去保護家庭和⼼愛的女兒安妮

亞。直到最後，飾演丈夫的男主⾓讓她釋懷的說：「在⽣活中我們都在扮演不同的⾓⾊，

但⼀直在演戲會很累的，坦率地以⾃⼰的特質把⾓⾊做好便⾏了。」 

同樣地，我相信無論在教會、家庭、職場，甚⾄在突發的疫情狀態中，我們都在跟不同⼈

的互動裡飾演著不同的⾓⾊。有時，遊走於不同⾓⾊之間，我們的確可能會感到疲憊。然

⽽，這時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全盤懷疑當下的⾝份⾓⾊，⽽是嘗試回到上主跟前，察驗⾃

⼰的性格特質，學習接納⽣命中的限制和恩賜，這樣才能由社群加諸於⾃⾝的⾓⾊規範

（role norms）中走出來，更⾃在地找到並演活真正屬於⾃⼰的⾓⾊，在主愛中重新得

⼒。— 余俊德 

 

說起「靈修」，很多基督徒對它既熟悉⼜陌⽣。熟悉，是因為我們在初信主時已不停聽到

這個詞彙，是基督徒⽇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陌⽣，是因為它不像讀經、崇拜、團契等

有較具體的形式。當我們聽到別⼈問⾃⼰「您今⽇靈修咗未呀？」時，更感到摸不著邊

際，究竟怎樣才算「靈修咗」呢？ 

著名靈修學者多默‧基廷（Thomas Keating）在他的著作《基督徒的默觀之路》中這樣

說：「（靈修）⋯⋯不是⼼靈的快樂時光，不是改變⼼情的藥物，也不是⼀種神秘的出神

狀態。」即是說，靈修的重點不是⼀些獨特或神秘的時刻，⽽是在最普通的⽇常中，察驗

上主臨在的過程。靈修的形式也有很多，重點是幫助我們建立空間讓⽣命對上主開放。以

下向⼤家介紹的⼀種靈修⽅式叫「省察禱告」（The Examen Prayer），它的重點在於與

真實的⾃⼰共處，從⽽察驗上主對我們⽣命的⼼意。 

⼤家可以嘗試在睡前抽出20⾄30分鐘的時間，放下⼿機： 

1）安靜 — 留意⾃⼰的呼吸，每當出然不同的思緒時，嘗試重複「主耶穌，願祢來，平靜

我」的簡單祈禱）。 

2）回顧 — 回想今天發⽣過的事，選擇⼀、兩件讓您特別關切的事並重投其中。 

3）注視 — 凝視這些事情，為您帶來什麼正⾯或負⾯的感覺？請注意，不需為您的感受下

道德判斷，但可以⽤⽂字或圖畫把感受記下。 

4）交托 — 把感受帶來的意念在禱告中交托給主（無論是感恩、祈求或悔改）。 



奉獻封

六月封

【01】 4,800 【11】 200 【21】 【31】 100 【41】 3,500

【02】 300 【12】 200 【22】 4,000.0 【32】 120 【42】 103

【03】 1,000 【13】 700 【23】 300 【33】 20 【43】 2,000

【04】 153 【14】 1,000 【24】 5,000 【34】 100 【44】 1,000

【05】 2,000 【15】  【25】 300 【35】 20 【45】 300

【06】 2,000 【16】  【26】 3,500 【36】 500 【46】 200

【07】 【17】 500 【27】 400 【37】 3,000 【47】

【08】 20 【18】 1,400 【28】 【38】 【48】

【09】 30 【19】 100 【29】 700 【39】 100 【49】

【10】 200 【20】 10,800 【30】 2,500 【40】 【50】

轉帳

【2022.6.1】3,000.0 【2022.6.12】8,000.0 【2022.6.15】44,000.0 【2022.6.17】 300.0 【2022.6.26】 400.0

【2022.6.1】2,500.0 【2022.6.12】1,230.0 【2022.6.15】1,500.0 【2022.6.18】 300.0 【2022.6.26】 400.0

【2022.6.1】1,800.0 【2022.6.13】6,000.0 【2022.6.16】10,000.0 【2022.6.18】 300.0 【2022.6.26】 400.0

【2022.6.2】4,000.0 【2022.6.13】20,100.0 【2022.6.16】8,000.0 【2022.6.19】 600.0 【2022.6.26】 400.0

【2022.6.3】2,000.0 【2022.6.13】2,530.0 【2022.6.16】300.0 【2022.6.20】 8,000.0 【2022.6.26】 400.0

【2022.6.4】8,000.0 【2022.6.14】300.0 【2022.6.16】1,000.0 【2022.6.20】 2,000.0 【2022.6.30】 500.0

【2022.6.4】3,500.0 【2022.6.14】300.0 【2022.6.16】6,700.0 【2022.6.21】 1,000.0 【2022.6.30】 4,116.9

【2022.6.5】4,000.0 【2022.6.14】300.0 【2022.6.16】16,000.0 【2022.6.21】 600.0 【2022.6.30】 3,000.0

【2022.6.9】1,200.0 【2022.6.14】300.0 【2022.6.16】1,000.0 【2022.6.21】 400.0 【2022.6.30】 1,200.0

【2022.6.9】500.0 【2022.6.14】300.0 【2022.6.16】2,000.0 【2022.6.23】 2,000.0 【2022.6.30】 24,000.0

【2022.6.9】8,240.0 【2022.6.14】300.0 【2022.6.16】1,000.0 【2022.6.26】 7,000.0 【2022.6.30】 4,700.0

【2022.6.10】3,500.0 【2022.6.15】300.0 【2022.6.16】300.0 【2022.6.26】 3,200.0 【2022.6.30】 1,000.0

【2022.6.11】24,000.0 【2022.6.15】14,000.0 【2022.6.17】3,000.0 【2022.6.26】 400.0 【2022.6.30】 1,000.0



差傳
no.1 200 no.26 no.51 no.76 no.101
no.2 no.27 no.52 no.77 100 no.102
no.3 no.28 no.53 no.78 no.103
no.4 100 no.29 no.54 no.79 no.104
no.5 no.30 no.55 no.80 no.105
no.6 no.31 no.56 no.81 no.106
no.7 no.32 no.57 3100 no.82 no.107
no.8 no.33 no.58 no.83 no.108
no.9 no.34 500 no.59 no.84 no.109
no.10 no.35 no.60 no.85 no.110
no.11 no.36 no.61 no.86 no.111
no.12 no.37 100 no.62 no.87 no.112 500
no.13 200 no.38 no.63 no.88 no.113
no.14 no.39 no.64 no.89 no.114 500
no.15 no.40 no.65 no.90 no.115
no.16 no.41 3000 no.66 no.91 no.116
no.17 no.42 no.67 600 no.92 no.117
no.18 no.43 no.68 no.93 no.118
no.19 no.44 no.69 no.94 no.119
no.20 no.45 no.70 no.95 no.120
no.21 no.46 no.71 no.96 no.121
no.22 no.47 no.72 no.97 no.122
no.23 no.48 500 no.73 no.98 500 no.123
no.24 no.49 no.74 no.99 no.124 300
no.25 300 no.50 no.75 no.100 no.125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無標註 無標註

購堂

no.1 no.30 no.59 no.88 no.117
no.2 no.31 no.60 no.89 no.118
no.3 no.32 no.61 no.90 no.119
no.4 600 no.33 no.62 no.91 no.120
no.5 no.34 1000 no.63 no.92 no.121
no.6 no.35 no.64 no.93 no.122 2500
no.7 no.36 no.65 no.94 no.123
no.8 no.37 200 no.66 no.95 no.124 200
no.9 no.38 no.67 800 no.96 no.125
no.10 no.39 no.68 no.97 no.126
no.11 no.40 no.69 no.98 no.127
no.12 no.41 no.70 no.99 no.128
no.13 no.42 no.71 no.100 no.129
no.14 no.43 no.72 no.101 no.130
no.15 no.44 no.73 no.102 no.131
no.16 no.45 no.74 no.103 no.132
no.17 no.46 no.75 no.104 no.133
no.18 no.47 no.76 no.105 no.134
no.19 no.48 1000 no.77 100 no.106 no.135 1000
no.20 no.49 no.78 no.107 no.136
no.21 no.50 no.79 no.108 no.137
no.22 no.51 no.80 no.109 no.138
no.23 no.52 no.81 no.110 no.139
no.24 no.53 no.82 no.111 no.140
no.25 no.54 no.83 no.112 500 no.141
no.26 no.55 no.84 no.113 no.142
no.27 no.56 no.85 no.114 500 no.143
no.28 no.57 3200 no.86 no.115
no.29 no.58 no.87 no.116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103 無標註 無標註 無標註

＊請在轉帳附言或奉獻封上註明：購堂基金／編號。

＊請在轉帳附言或奉獻封上註明：差傳基金／編號。



2022年5月堂費累積結存 1,445,935.66    
奉獻/其它 同工薪金 158,070.00      
當納十一 106,500.00 公積金及利息 6,472.00          
感恩 100.00 堂址租金 70,040.00        
其他 6,163.00 清潔費 1,300.00          
獻花 100.00 教會設備 448.00             
無封 4,120.00 教會修繕 500.00             
信基團 32.00 關顧事工 400.00             
信諾團 70.00 恆常運作開支 4,706.00          
兒童主日學 65.00 雜費 335.50             
租金收入 18,540.00 242,271.50      
銀行轉帳奉獻(沒註明) 78,556.91
銀行存款利息 15.61
暑期聖經班 3,900.00

218,162.52       

代轉 代轉

黎郭鳳玲師母 400.00              黎郭鳳玲師母 400.00             
盧啟智傳道 400.00              盧啟智傳道 400.00             
余俊德傳道 400.00              余俊德傳道 400.00             
AB 1,000.00           AB 1,000.00          
B 400.00              B 400.00             
C 400.00              C 400.00             
D 400.00              D 400.00             

3,400.00           3,400.00          

撥備購堂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總收入 218,162.52       6月堂費累積結存 421,826.68

$1,667,498.18 $1,667,498.18
6月堂費收入: $218,162.52                          6月堂費支出: $242,271.50                     6月堂費不敷:$24,108.98

5月結存 6月收入 6月結存

差傳基金 387,902.10 55,030.00 442,932.10
神學基金 114,523.00 2,000.00 116,523.00
慈惠基金 30,414.80 300.00 30,714.80
退休教牧基金 45,240.80 3,000.00 48,240.80
購堂基金 8,707,494.97 1,076,733.00 9,784,227.97

  

中國銀行港元戶口 /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1 8 1 4 1 1 1 0 2 4 7 7 5 5 0

2022年6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6月支出

*給予本堂之支票抬頭請寫「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司庫:李劍聰    司數:馮紫華    核數: 郭鳯玲

中國銀行澳門元戶口 /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1 8 0 7 0 0 1 0 2 8 7 2 6 2 0



 

2022年6⽉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註：由於疫情影響，未能如常統計參與⼈數之聚會以「**」代表。 

7⽉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受疫情影響，⾃6⽉19⽇（⽇）起，教會暫停對外開放直⾄另⾏通知。 

• 7⽉3⽇（⽇）會友賴寶群的⺟親吳芳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慰。 

• 7⽉14⽇（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改為網上形式進⾏。 

• 7⽉25-27⽇（⼀⾄三）⻘少年事奉培訓「敢夢聯盟 - 創作⼯作室」因疫情取消。 

• 7⽉28⽇（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改為網上形式進⾏。 

預告8⽉份的聚會： 

• 8⽉1-3⽇（⼀⾄三）之兒童暑期活動「暑期遊樂園 - 千年召喚」因疫情取消。 

• 8⽉8-10⽇（⼀⾄三）之信諾團營會「柯羅諾斯計劃」因疫情取消。 

• 8⽉11⽇（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8⽉25⽇（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主⽇崇拜 206（169） 信諾少⻘團 **（**） ⽉禱會 12

兒童主⽇學 **（**） 信基少⻘團 **（**） 交通會 **

信恆成年團 **

1. 為澳⾨抗疫的⼯作禱告，求主加⼒予前線及後勤⼈員，並保守他們出入
的平安，願他們有⾜夠體⼒和⼼⼒，應付抗疫⼯作。 

2. 記念因染疫⽽不幸離世者的家⼈，在難過中得著上帝的安慰；記念因染
疫和密切接觸以致隔離的市⺠，求主醫治、賜他們平安，以致有⾜夠的
耐性，渡過難關。 

3. 記念疫情中的學⽣，或許暑期各項活動因此⽽取消，求主幫忙他們在留
家期間，同樣找到有規律的⽣活節奏；特別記念教會中的學⽣，願藉這
段時間，爭取建立靈修的⽣活，為未來信仰的路打穩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