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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及感恩事項： 

1. 「求神親自興起有心志於宣教的弟兄姊妹，積極加入差傳事
工的行列，使這個宣教的平台成為福音大大的出口。」 
「感謝主賜福樂昌教會及該區約三十個聚會點的同工及義工
領袖，使 10-13/10的密集培訓課程順利完成，求聖靈保守兄
姊們所學的能存記在心，也活現在事奉與生活中。」(元朗堂

謝玉玲委員) 

2. 「求主基督保守、堅定梁儀蓮宣教士在陽山手所做的工，願
主基督賜福她與當地教會同心配搭事奉，在學生團契同老人
院探訪的事奉上，使我們主基督之名在陽山中被高舉，又願
她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她的靈魂興盛一樣。」(屯門堂

梁淑珍委員) 

3. 「求主擴張弟兄姊姊的屬靈境界，在神的引導下，離開自己
的安全網，走入人群中服侍主。 
 請為沙口聚會點建堂祈禱，讓建堂工程成為建立人靈魂的屬
靈工程。(有很多內地教會在建堂工程中出現紛擾，以致工程
雖然完成，但教會卻散了。) 」(屏山堂謝美群委員) 

4. 「請兄姊為廣寧教會傳道人、教會長執、領袖，及年青人信
主及成長代禱；並為廣寧教會舊址重建教會和綜合大樓代
禱。求主帶領廣寧教會復興及信主人數增長，榮耀主名，服
務社區。」(屏山堂麥煥權委員) 

5. 「感謝主的印證及帶領！過去一年眾主門徒靠主成功
在青海省玉樹州結古鎮建立了以接待信徒、訓練團隊、支援
災民及以巡迴醫療車服事為主的「玉樹平台」。祝願她生生不
息！」(主席劉禮明宣教師)

代禱及感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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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儀蓮姑娘個人分享及陽山事工： 
 

(一) 感恩： 

1. 我的母親在護老院住宿已有一年多了，那裡的費用昂貴，所

以為母親申請政府的老人宿舍及政府的綜援金。感謝神！政府

的綜援金順利申請資助，但政府老人宿舍仍在等待中。 

 

2. 我的甲狀腺正常，癌細胞沒有復發，已平安渡過五年了。但

是耳鳴經醫生檢查後，沒有甚麼藥物和治療，只有祈禱求主醫

治。 

 

(二) 在暑假期間學生放假，所以在 7 月中兒童團契和青少年團

契都暫停，9 月初才恢復正常。 

 

(三) 7月份至 8月中有二位陽山學生到增城參加一個營會，是

一個福音機構名「鄉情」主辦。那營名叫施思園。目的是

培訓學生領袖作小導師。另外有十位學生在 7月中也到施

恩園培訓。主要培訓他們與神建立美好的關係，也建立信

仰的基礎，有共同生活的體驗，合作的精神與人際關係的

相處學習。十位學生的其中有四位是被選作青少年團契的

小組長。日後他們在陽山青少年團契負責帶領的工作。另

外有三位的學生在 8月 14日至 8月 21日來香港參加洗禮

班，其中有一位男同學，他面對很大掙扎是否洗禮。最後

他決是洗禮。三位學生很順利在 8月 21日在中華基督教

會上水堂洗禮，他們都勇敢地分享他們的得救見證。 

 

 

梁儀蓮姑娘個人分享及

陽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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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期要處理和輔導學生的感情問題，另外有兩姊妹是基督

徒，她們互相爭駡，大打出手，以致彼此仇恨。現在這兩

位姊妹面對面澄清問題所在，她們願意在基督裡彼此寬

恕。感謝神的恩典，讓我有智慧處理更多青少年的問題，

真是靠主才能解決。 

 

(五) 有一位單親婦女名陳 xx，她患上乳腺癌，因癌細胞擴散。

於 6月 29日被主接去天家留下四位孤兒，有二位已出外

工作，另兩位仍要讀書，所以都安排他們讀書和幫助他們

經濟上的需要。另外有一位單親婦女陳 xx，她患上卵巢

癌，現在做了手術，要有六次化療，由於她的身體虛弱，

第四次化療，由於她的身體虛弱，第四次化療暫停，求主

醫治，也為她的醫療費用代禱記念。 

 

(六) 培訓領袖： 

1. 兒童團契：訓練一位小導師 

2. 青年團契：訓練三位正組長、三位副組長 

3. 祈禱組：訓練二位姊妹作帶領工作，培訓 30 位代禱者 

 

 

*梁儀蓮姑娘為新界神召會差傳事工委員會透過「鄉情」所支持

於廣東陽山服事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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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夢之 

印度體驗 

宣教夢之印度體驗 

屯門堂 陳鳳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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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 9月，我報讀了一年的 SIS 晚間宣

教課程，開始在本地實踐宣教，關心和

服侍香港的少數族裔--南亞裔。在這年

的學習過程中，神不但開了我的眼光去

看世界的需要，並將宣教這個負擔放在

我心裏。今年 7月尾，我參加了 CCMN

的短宣運動，衝出香港去到南亞地區印

度。在印度生活了一個月，真正體驗當地的文化和宣教士的生

活。 

在這一個月的印度短宣裏，我去了兩個城市，代名分別

為—球城和喜樂城。在球城的時候，我和短宣隊一齊去服事。

在服侍過程中有很多深刻的感受，看到印度人的心是很單純

的，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很渴慕主，每一次敬拜，都深深地感

動我，讓我看到一幅很美麗的圖畫，在這裏我們有香港人，美

國人和印度人，雖然我們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但我們卻能聚

在一齊同心敬拜我們的主耶穌，這仿佛讓我看到將來我們在天

堂一齊敬拜主的美好時

刻。 

14日之後，我和短

宣隊一齊離開球城，短

宣隊要離開印度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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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我就繼續留在印度，一個人跟宣教士去喜樂城。其實，

這段時間我內心一直很掙扎，很怕孤單……但主耶穌真的很明

白我，當我離開球城的時候，祂給了我一段經文來鼓勵我：『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得著主的鼓勵，我重拾心情，勇敢向

喜樂城出發。 

來到喜樂城，我真正體會到作為宣教士所面對的孤單感，

還有語言的限制，令我感到的挫敗感……面對這些困難，我曾

認真地問自己：“我是否還想做宣教士呢？”然而，透過這個

問題，我再深思考我為什麼想做宣教士呢？因為我看到靈魂的

需要！ 

之後，我在靈修中主再一次挑戰我，祂三次問我：“你愛

我比這些更深嗎？” 

透過這次印度短宣，主讓我體會到宣教士真正的生活和感

受，預備了我的心，也讓我清楚知道我要行的路……為著福音

的緣故，放下自己，堅持異象，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

我來得的獎賞！你願意一同得著這份獎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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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盡九牛二虎之力 

作微不足道的事… 

值得嗎？ 

 元朗堂 謝玉玲委員 

6/9 （週二） 微雨  15℃左右  8:50am 

昨天黃昏從玉樹災區乘機回到西寧… 

花盡九牛二虎之力作微不足

道的事…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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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可在西寧的酒店內休息，回味著這幾天的心境

與環境，記下這些點滴： 

記得我是帶著一顆期望看多一點的心情，從香港來到這裡的

高原，確實是看多了，看到經歷天災後正重建的城鎮，看見生

活環境很差但仍受不公平對待的災民，也看到來自不同背景，

以不同模式關心災民的群體。可能這些事在別人眼中是很普

通，但對我這個喜歡活在自己世界的小婦人來說，卻是一種新

視野與體驗了。 

這些社會關懷行為背後的「理想」，（我們基督徒稱為異象）

把來自五湖四海、不同性向的同路人繫在一起。他們有默契地

分工合作，有步驟、有目的、有計劃，出錢、出力、出心、出

生命，不懼環境的惡劣、不怕生命的安危、不顧得家人的掛慮，

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在這個災區推動著一些微不足道，隨時被

政府唾棄的社會關懷行動，他們朝著距離目標仍很遠的路上積

極地走著。在玉樹縣這個災區裡，刻著這些群體那微不足道的

足跡！ 

3/9 我們從青海西寧機場經一小時的機程，在早上八時三十

分到達平均海拔 3600 米的玉樹縣。災民所住的帳篷，處於沙塵

滾滾，衛生惡劣的環境中，這裡的景象就是 2010 年 4 月 14 日

7.1 級地震留下來的一點點痕跡吧！我知道有更遠、更多、更

大的災區是我們這次行程無法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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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一年多了，這些慢慢被遺忘、傷痛與憤慨的心靈仍在流

血的災民，抱持著「人總是要生活」的積極態度，在災區形成

了一個小社群。我立在他們當中，欣賞著他們的堅忍與適應的

能力！ 

我們在玉樹縣的三天裡，探訪不同的社關慈善機構，了解他

們在藏族災區的服侍理念與運作模式，探討與他們合作的可行

性。也探訪已經與我們結連的一個基督教社關慈善機構 ─「青

藏愛施玉樹工作站點」，這機構也是我們在玉樹的落腳站。我們

也探訪了藏民的家庭，與他們建立互信的關係，更直接地了解

他們在物質與心靈的需要。 

新界神召會差傳事工在百分之九十九為藏民的災區，沒有高

呼耶穌基督是主，只繫於這些有理想的慈善群體中，默默地扮

演著為口渴的人送來一杯涼水的角色，令這些仍受著貪污壓榨

的災民，那烏黑、單純的臉上泛起一絲絲的笑意吧。 

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只為一個子小帶來一杯涼水，值得嗎？那

位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犧牲，為微乎其微

的罪人帶來一線自由的盼望，祂說：「是值得的，因為這杯涼水

能把我們繫於永恆的賞賜中呢！」。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

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太 10:42） 

謝玉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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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根的思考  
只能開花  

卻不能結果」1
 

自今年 9 月份，神召神學院開學營後， 

這短句話常在我的腦海徘徊… 

屏山堂 麥煥權委員 

無根的思考只能開花卻不

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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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揮之而去，卻又揮之不去，像雅歌中難以捉摸的良人：

我尋他但尋不見。1 

在 8 號風球懸掛下，風雨飄搖的下午。這句話又像良人般

忽隱忽現，在我的思緒裡徘徊，積思成倦。聖靈啊！你為何在

學院圖書館裡，像鴿子温柔安躺着；卻在我裡面和我家，像在

街外狂風暴雨攪動着？ 

「無根的思考，只能開花，卻不能結果」。那麼，從何想起，

從〝根〞〝花〞〝果〞或〝思考〞〝開花〞〝結果〞？ 我心想，像

雅歌中那佳人起來，遊行城中，街市上，在寬闊處，尋找我心

所愛的。啊！元朗同樂街。是她－祂的僕人－李希望教士(Annie 

Bailie 1900-1986)。她是一生獻身於中國的美國西教士。她亦

是基督教新界神召會(N.T. Assemblies of God)創辦人之一。
2

最後，李希望教士在 1986 年，埋在中國國土－香港。3 故此，

教會先輩們，成立「新界神召會差傳委員會」和「李希望神學

教育基金」
4
，好承接李希望教士宣教的精神和愛中國人的心。

                                                 
1 Kathryn Harding, “I sought him but I did not find him: The Elusive Lover 

in the Song of Songs,” Bril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6 (2008) ，頁 43。

筆者從文中所得的啟發而借用，無意亦無能在本文進一步銓釋雅歌書。 
2 另一位為潘慈惠牧師(人稱潘大姑) 。新界神召會前稱屏山神召會。請參閱姚鴻飛

編：《基督教新界神召會創會建卅週年紀念特刊－1954－－1984》(香港：基督教新

界神召會，1984年 12月)。 
3 李希望教士在1986年埋於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場。其後，教會將她的骨灰龕與潘慈

惠牧師的骨灰龕，分放於九龍樂富香港基督教華人永遠墓場。筆者認為從李希望教

士生命特質可以覲見三一神的特質。神的僕人一些特質的看法(真正的為薦信，不是

用墨來寫，是用「靈」來寫，不是寫在紙上，是寫在生命上這才是有效的為薦信) 。

可參閱已故楊牧谷牧師的著作：《作祂的僕人－哥林多後書研讀》(台北：校園書房

出版社，1992年3月)。 
4 筆者親自看過李希望教士的英文遺囑副本，她將一生所有的留給新界神召會和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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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輩們更定下每年 10月份，為新界神召會差傳月，好記念她一

生5傳揚三一上帝的愛。6 

李希望教士是基督教新界神召會創辦人之一。她的根又是

什麼呢? 啊！「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 ，那是美國，

加拿大或英國的「神召會」呢?7 而中文多了「新界」一個地理

名詞。那麼，「神召會」與「新界」又有何關係。8而百年前的

中國，又正值風雨飄搖的時代。
9
其後，更是中國經歷國共內戰。

10及後，先賢們在香港草創其間，又如何面對風雨飄搖下的日

                                                                                                     
分給香港神召神學院(The Ecclesia Bible College of Hong Kong)。 

5 筆者年青時，更親睹她晚年在寒冷的早上，獨自一人站在元朗同樂街派福音單張給

路過的中國人－過路的中國人，她一生到晚年仍躬身力行，傳揚神愛的福音。筆者

希望藉本文成為文字記載的一部份。讓有興趣研究五旬宗(Pentecostalism)歷史人

士多一些文字記載的歷史。因多年前，約 2006年，美國神召會總會為紀念亞蘇薩街

復興(1906 Azusa Revival) 百週年，派外國記者曾到新界神召會屏山堂尋找李希望

教士和新界神召會的歷史事蹟。 
6 基督教新界神召屏山堂仍會在主曰祟拜中背誦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 。而使徒

信經又能簡潔三一上帝的教義(doctrine of Trinity)，為歷代信徒信守使徒信經的

教訓。在本文記載並無任何意圖，只如實記載。筆者建議參閱楊牧谷著：《使徒信

經新釋》(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初版六刷)，頁 2。歷代信經有四為 1. 使

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2. 四世紀初尼西亞信經 (381 Nicean Creed) ，3. 

五世紀迦克墩信經 (451Chalcedonian Creed) 和 4. 亞他拿修信經 (Athanasian 

Creed)。 
7 Vinson Synan,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 100 years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Renewal(Nashville, Tennessee ：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1) 。可參閱書後圖表，首間美國神召會於 1914年在美國亞肯色州成立。李希望

教士於 1928 年從美國神召會來華傳道。筆者母會為元朗靈糧堂。20 多年前轉會新

界神召會，初期都不知如何分別。 
8 新界神召會創立於 1954年。前稱屏山神召會。可見先輩們的屬靈洞見。故香港神召

同道中人常戲笑稱：「〝新界〞比你哋做哂 la！」(其正面意思是教會不斷發展)。

但願上帝對新界神召會聚教牧同工，領袖，弟兄姊妹能承接上帝所托付先輩的異

象。像約書亞書全書核心信息 1. 得應許地(1-12 章) 和 2. 分應許地(13 章之

後) 。可參閱楊牧谷著：《古道迴音－聖經人物素描》(香港：更新資源，2009

年) ，頁 105-126。 
9 2011年為 1911年辛亥革命百週年。 
10 1949年國共內戰後，因政局動盪，潘慈惠牧師重返香港，先在元朗泰祥街聖光堂協

助李希望教士及曾純珍教士工作。請參閱《潘慈惠牧師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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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又能〝開花〞和〝結果〞呢?11 

李希望教士生於 1900年 2月 9 日，而五旬節運動始於 1901

年。自五旬節運動後，美國神召會於 1914年在美國亞肯色州成

立，而李希望教士亦於童/同年 14歲，矢志獻身事主，即 1914

美國神召會在美國成立之年。而李希望教士 14 年後，年 28歲，

蒙神呼召，獨自離鄉別井，踏上來華傳道之路。這是為旬五節

運動 27後和美國神召會成立 14後來中國傳道。 

而20世紀初的五旬節運動 (Pentecostal Movement 190112)

及其後60年代的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 196013)便是

                                                 
11 筆者所認識新界神召會的已故先賢有：李希望教士，潘慈惠牧師，謝克武，左民，

姚鴻飛，潘慈愛(或稱為潘姑娘)，崔有珍等。本文只記載已故的先賢。並排名不分

先後，及如有遺漏已故先賢的名字，懇請見諒及加以補充，期望日後能以文加以補

充。另可參閱姚鴻飛編：《基督教新界神召會創會建卅週年紀念特刊－1954－－

1984》(香港：基督教新界神召會，1984年 12月) 。 
12  Stanley M. Burgess and Gary B. McGee, Editors, Patrick H. Alexander, 

Associate Editor,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Grand 

Rapids, Michigan：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1993) ， 頁 1。可從神學和

宗派兩方面區分。而作者採用這二個進路去，為五旬節運動及靈恩運動之比較兩者

的異同。 一為神學上(教義上聖靈浸-Spirit baptism)，一為教會上(宗派上的聯系

-denominational affiliation)；Keith Warrington, Pentecostal Theology：A 

Theology of Encounter(London, NY：T&T Clark, 2008), 頁 1-5 。從五旬節主義

看(Pentecostalism)，五旬宗人士(Pentecostals)為重洗主義(Anabaptism)、時代

論主義(Dispensationalism)、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敬虔主義(Pietism)、

衛斯理主義(Wesleyanism)、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凱鍚克運動(Keswick 

movement)等影響。  
13 周學信著：《靈恩神學與歷史探討》(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9 年 10初

版)，頁 142。以班奈特或譯作班納德(Dennis Bennett)事件為靈恩派或新五旬節運

動的開始；楊慶球著：《靈風起舞：聖靈教義與靈恩現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

社，2007年 6月初版)，頁 25及 29。強調靈洗、神蹟醫治、說方言；Vinson Synan,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 100 years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Renewal(Nashville, Tennessee：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1), 頁 177。從

宗派角度，靈恩運動始於禮儀及傳統更正教教會，由聖公會聖馬可堂(St Mark’s 

Episcopal Church)傳到長老會、路德宗及天主教，此有別於古典五旬宗(classical 

Pentecostals) 而 稱 為 新 五 旬 宗 (Neo-Pentecostal) 或 後 期 稱 為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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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証了聖靈，親自復興和更新了全球基督教的面貌。14由此，我

們可以知道新界神召會創辦人李希望教士的根源。並且，從教

會的歷史發展和她的一生，可追溯到她有份參與聖靈在20世紀

復興和更新的工作。因此，作為神召會基督徒的你和我，
15
你又

是否願意像李希望教士，有份參與聖靈在21世紀復興的工作。

去愛你身邊的神召會弟兄姊妹，你的親朋戚友和海內外的中國

人呢？但願有一日，你和我的下一代能知道我們有份被聖靈復

興，能有勇氣參與聖靈在中國的復興工作及承繼李希望教士無

私地愛中國人的心。 

五旬節運動是與 1901年的托貝卡復興(Topeka Revival)和

1906年發生於洛杉磯的亞蘇薩街復興(Azusa Revival)
16
有關。

托貝卡復興主要人物有巴罕(Charles F. Parham 1873-1929-

或稱柏涵)17和他的學生奧斯蔓(Agnes Ozman)18。而亞蘇薩街復

                                                 
14 劉達芳著：〈香港本色化聖靈運動的探討〉，《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33(7/2007)，

頁 65。1988 年五旬宗的基督徒有 1.76 億、靈恩派基督徒有 1.23 億，共 2.99 億。

故是一羣不可乏視的復興和更新全球基督教的力量。 
15 Roger E. Olson, The Mosaic of Christian Belief: Twenty Centuries of Unity 

and Diversity (Downers Grove, Illinois：InterVarsity Press, 2002), 頁 38。

参閱正統與異端部分。60 年代的香港，福音派人士未能了解聖靈的工作，將五旬宗

粗疏地指為異端。 
16 Cecil M. Robeck, Jr.,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Nashville, Tennessee：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6), 頁.17-52。 
17 周學信著：《靈恩神學與歷史探討》(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9 年 10初

版)，頁 96-97。查理斯. 帕罕(Charles F. Parham) 出版一份名為《使徒的信仰》

(Apostolic Faith) 充滿恢復主義思想。 
18 楊慶球著：《靈風起舞：聖靈教義與靈恩現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 6

月初版)，頁 25-26。1901初，柏涵(Charles F. Parham) 為伯特別聖經學院(Bethel 

Bible College) 兼聖潔運動巡迴講員 ，在一次按手他的學生奧斯蔓(Agnes Ozman)

時，求神賜她聖靈能力，她便說起方言來(有人認為她當時所說方言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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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主 要 人 物 有 黑 人 威 廉 西 摩 (William J. Seymour, 

1870-1923)19。葉先秦指出五旬節運動是與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

四個運動有直接密切關係。20而周學信則認為五旬節派有五條神

學的根。
21
而楊慶球將五旬節運動採用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 之「三波論」22稱五旬節運動為第一波23。但大部份五

旬宗人士並不接受這樣分類，稱五旬節運動為第一波。 

無論如何，李希望教士的宣教精神，可源自 20世紀初聖靈

五旬節運動。隨着聖靈帶領，她首途到廣西，後到廣東花縣白

坭，認識那時家住接近教會的潘慈惠女士。潘慈惠女士深受李

                                                                                                     
〝Chinese language〞) 。因此，五旬節人士認為說方言成為靈洗/浸最重要印記。

五旬宗之靈洗/浸又可進一步分有 1步, 2步和 3步。但本文不會討論。 
19 潘文信牧師(香港神召神學院講師) 在其五旬節靈恩運動歷史探源。潘文信牧師指

出巴罕(Charles F. Parham) 亦對洛杉磯的亞蘇薩街復興有所貢獻。 
20 葉先秦著：《聖靈的洗---路加與五旬宗的聖靈神學》(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聯合出版，2008年 12月)，頁 25-41。分別為 1. 美

國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2. 英國的凱鍚克運動(Keswick movement) 、3. 

神醫運動(divine healing movement)和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 or Primitivism) 

及 4. 復興神學(Theology of Revival) 。 
21 周學信著：《靈恩神學與歷史探討》(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9年 10初

版)，頁 70-95。分別為 1.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主義(John Wesley and Methodism)、

2. 改革宗之事奉能力的觀念(The Reformed Idea of Power for Service)、3. 時

代主義的前千禧年觀(Idea of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4. 救贖中的

醫治(Healing in atonement)和 5. 恢復主義(Restorationism)。 
22 楊慶球著：《靈風起舞：聖靈教義與靈恩現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6

月初版)，頁25-29；葉先秦著：《聖靈的洗---路加與五旬宗的聖靈神學》(台灣：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聯合出版，2008年12月)，頁

42。指出這是福音派採用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三波的分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分類；潘文信牧師(香港神召神學院講師)在五旬節靈恩運動歷史探源指出「三波論」

此名詞由彼得韋拿(Peter Wagner) 首先於1983年採用，指述80年代間與五旬節運動

相似聖靈工作。但從仔細神學論述，五旬宗人士並不認同彼得韋拿分類，然而福音

派人士常常採用彼得韋拿的分類，且帶有負面看法。 
23 楊慶球著：《靈風起舞：聖靈教義與靈恩現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 6

月初版)，頁 25-29。認為 20 世紀初的五旬宗運動是聖潔運動加上約翰衛斯理對聖

潔教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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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教士的薰陶，遂接受耶穌基督而成為基督徒，與李姑娘24成

為至親朋友，同甘共苦攜手終身事主，在廣東花縣，赤坭，白

坭一帶傳道。25 

啊！「無根的思考，只能開花，卻不能結果」。那麼，中國

的潘慈惠牧師，她深受美國李希望教士的薰陶，又是否為新界

神召會的根呢？聖靈啊！求你引導那風雨飄搖的家。 

潘慈惠牧師，廣東花縣獅嶺人。生於 1909年(清宣統元年) 

農曆 8 月 27 日。在生時，在元朗一帶人稱潘大姑。26潘慈惠牧

師少時因逃避土匪盜賊，與家人自鄉間獅嶺遷往白坭。在白坭

有機會認識李希望教士。在 1937年 1 月 19 日，在從化大塘尾

佈道會受聖靈光照，在神和人面前認罪悔改，立志獻身事主。

並於 1937 年 10 月進入深水埗黃竹街神召會培善聖經學校受造

就，1940年 6月畢業。後香港淪陷，在上帝帶領下，平安重返

花縣白坭、清遠和廣寕南街等地作福音開荒工作。27  

1949 年，中國政局動盪，潘大姑重返香港。與李希望教士

在元朗屏山展開新的福音工塲。在屏山燕園，開識字班，聚會

                                                 
24 新界神召會的白鴿子，白鴿女稱李希望教士為李姑娘。可參閱姚鴻飛編：《基督教

新界神召會創會建卅週年紀念特刊－1954－－1984》(香港：基督教新界神召會，

1984年 12月) 。 
25 參閱《潘慈惠牧師生平事略》 
26 招梁碧冕著：〈「無愧工人」－潘慈惠教士〉，葉忠榮執行編輯：《基督教新界神召

會創會建校 50 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基督教新界神召會，2004 年 12 月) ，頁

17-18。前稱「幾姑」。 
27 參閱《潘慈惠牧師生平事略》。筆者在一次差傳之旅，從一位在生的香港長執得悉

已故左民為民國廣寕的縣府長官。他在廣寕相信耶穌。已故左民為 1970-1972 年新

界神召會值理會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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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於 1954 年成立新界神召會，後創辦惠群小學及幼稚園等。

1956 年在元朗西漁涌(今元朗千色店後) 成立西漁涌佈道所，

同時開辦幼稚園。潘慈惠牧師在聖靈引導在下，認識美國的李

希望教士。上帝就用衪的雙手--李希望教士和潘慈惠牧師，在

中國開拓福音禾場和在香港建立了衪的新界神召會…. 。最

後，潘大姑牧師於 1995 年 7月 5 日凌晨 2時 30 分，於博愛醫

院安息主懷，享年 85歲。其後，先輩設立潘慈惠牧師教育基金，

以幫助國內貧苦學生。我們實在懷念妳在生時那洪亮的聲音。

此刻，猶像耳邊嚮起。 

往後的日子，啊！「無根的思考，只能開花，卻不能結果」。

狂風暴雨過後，風似乎靜止着。環視圖書館裡，只剩下一位對

座同學和我仍在館內。但夜已深，歸家之路猶幸尚短。但思緒

久久未能平伏。其後那主日早上，小兒力行坐着我的自行車。

回教會途中，在洪屋村附近發現一棵大樹，連根被那狂風暴雨

吹倒了。啊！吹倒了。吹倒了！連根拔起。啊！「無根的思考，

只能開花，卻不能結果」。它的根為何未能深入抓緊泥土？它的

根為何未能橫向生根？聖靈啊！難道妳也豈不曾吩咐耶利米，

向以色列說出：「要施行拔出、拆毁、毀壞、傾覆，又要建立、

栽植」嗎？但此刻，我卻不明和不懂。 

至 2014 年的時候，美國神召會那時成立 100週年，新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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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亦將會成立 60 週年，而筆者剛好 50 歲。28都是一個 10 年

(a decade) 的整數。卻並不是猶太人有那種數字完滿的感覺。

其實，數字對一些人有意義；對一些人沒有意義。數字可以無

窮盡，人的時間卻有終結的一刻。從終末論 (Eschatology，希

臘文音譯為 eschatos29) 來看，是那最後/末後(last) 或末後

的事(The Last Things)。30 又可分個人終末論31 及整體終末

論，是關乎聖經所指重大事件。
32
 

                                                 
28 那時，筆者應剛神學院畢業。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恐怕，

那時筆者仍遠離上帝「道理」的 

開端。 
29  John R. Kohlenberger III, Edward W. Goodrick, James A. Swanson, The 

Greek-English Concordance to the New Testament(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頁 316。希臘文 eschatos 在新約出現 52 次，為 42 次末後(last)，2

次為終結(end)，2 次為末了(ends)，2 次為最後(final)，1 次為終局(last of 

all)，1次為末(least important) ，1次為末(lowest)，1次為現今(now)。 
30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Doctrine 

(Nottingham, England: IVP, 2007) ，頁 1091；根頓主編，石彩燕譯：《劍橋基督

教教義手冊》(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6 年 5 月初版)，頁 265。末世論的四

大末後之事為 1. 復活，2. 、審判，3. 天堂與 4. 地獄；Millard J. Erickson, A 

Basic Guide to Eschatology：Making Sense of the Millennium, (Grand Rapids, 

Michigan：Baker Books, 1998) 。在導論指於教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之關注點，為：

2 世紀的護教及基督教基要思想，3 與 4 世紀的上帝教義，早期 5 世紀的人與罪，5

世紀至 7世紀的基督的位格的，11世紀至 16世紀的 atonement，16世紀的代贖/成

聖之應用，20世紀上半為啟示教義，20世紀下半為教會教義和合一，其後為聖靈位

格及工作的教義，隨後為終末論，如希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 
31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Doctrine 

(Nottingham, England: IVP, 2007) ，頁 1091。作者指出有個人終末論(personal 

eschatology) 是 關 乎 個 人 將 來 事 件 包   括 死 亡 (death) 、 居 間 的 狀 態

(intermediate state) 、 榮 耀 - 復 活 的 身 體 (glorification-receiving a 

resurrection body 
32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Doctrine 

(Nottingham, England: IVP, 2007) ，頁 1091。作者指出整體終末論(general 

eschatology) 是關乎聖經所指重大事件包括影響整個宇宙，特別指基督第二次來

臨(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千禧年(the millennium)，末後審判(the final 

judgment)、對非信徒的永恆刑罰(eternal punishment for unbelievers)，對信徒

的永恆獎賞(eternal reward for believers)及生命與神在新天新地(life with God 

in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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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終末論不單只是死亡。從二位先賢光亮的生命，她們

從年青，至晚年忠心事主到死亡那一刻。可知道基督徒看生命

和死亡並非一種刑罰。33但從個人終結來看，死亡是無可避免

的。
34
如詩人說我們不過是塵土，野地的草，野地的花，夜裡的

一更，一覺，又如一口氣，一聲歎息…. 的那麼短暫！唯他知

道我們的本體。衪知道李希望教士和潘慈惠牧師的本體。我，

此刻只能蒙衪極大的恩典。學像她們，一生跟隨主耶穌基督，

步衪/她後塵。至於其他的，我實不懂和不明。 

此時，窗外的黑夜剛開始。但願那在元朗，屯門和屏山新

界神召會的我和你及遠方他和她。能像他倆願意被衪知道我們

的本體，因衪將永恆安置在人心裡。
35
好能承接聖靈在 21 世紀

復興那在風雨飄搖下的教會。像雅歌中的佳人渴想：「我的良

人，求你快來！」(歌 8：14 上) 和拔摩島的老約翰：「主耶穌

啊，我願你來！」(啟 22：20下) 

筆者引述或轉其他書刊內容，並附註詳述，以表對其他書

刊作者之尊重。 

                                                 
33  Hans Schwarz, Eschatology(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頁 1。 
34 根頓主編，石彩燕譯：《劍橋基督教教義手冊》(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6

年 5 月初版)，頁 265-266。指出有些原因而避談末世論之死亡議題，人們只談今

生，不談死後如何。 
35 Tremper Longman III, “Ecclesiastes,” in Cornerstone Biblical Commentary: 

Job, Ecclesiastes, Song of Songs, Philip W. Comfort, gen. ed., (Carol Stream, 

Illinois：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2660) ，頁 275-276。上帝並沒有讓

傳道者知道衪整體大計劃，但傳道者只懂在適當時做適當的事(a time for 

every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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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Again 

Money is hard to change here in Canton. All the 

money exchangers have been clos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allowing only the banks to 

handle money exchange. There has been much black 

marketing going on, and Chiang Kai-shek is getting 

strict. Any exchangers that do business are arrested. 

But you don’t get as good exchange at the bank as 

you do from the exchangers. 

I have gone to Pak Nai with Tsz Nai, our bible 

woman. We gave forth the Word in the old market 

town again. One glimpse of it would make your 

heart ache. The Japanese bombed it flat. Since the 

war, they have built a few small villages. The 

Christians have managed to rent one so they have a 

little place to gather in. They are now in the process 

of buying a lot and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to be able 

to build. 

 

Annie Bailie, Canton, China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May 17, 1947 

 

 

Annie Bailie 李希望教士為新界神召會創會人 

In China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