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本會自一九九二年開始，本會將每年七月第一個主日定為「香港主日」。今年 

「香港主日」為七月三日。   

  

過去兩年多，因反修例產生的衝擊和新冠病毒疫情的反覆，香港市民生活常徘徊 

於「停頓」與「恢復」；「正常」與「反常」之間。上主的子民也同樣徘徊於正常 

與反常的生活之間，這其實正是世間事物運作的法則。然而身處「反常」的日子 

時，我們不能氣餒，反要分辨上主的作為，為「正常」的日子到來作好準備，並 

在自己所處的崗位盡力活出上主的旨意與作為。   

  

今年的香港主日的講章由王家輝牧師撰寫，題目「在正常與反常之間擺盪」。王 

牧師為本會主席，亦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禱文則由社會公義與民 

生關注委員會的委員各自撰寫，分別就其當下所關注的課題與眾兄姊一起向我 

們所盼望的上主禱告。盼望蒙   貴堂回應及採用香港主日的講章及禱文。倘有 

任何查詢，請致電 2368-7123 尹凱榮先生。   

  
  

此致   

  
各堂主任牧師／堂主任／堂主席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主席     王家輝   

義務總幹事    王福義   

謹啟   

  

主曆二零二二年六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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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主日講章（2022 

年）  

王家輝牧師  

  

經文：傳道書 3 章 1 至 17 節  

題旨：「在正常與反常之間擺盪」  

  

前言  

    倘若「六七暴動」被視為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的歷史分水嶺1，那麼 2019 年的

社會運動和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大概也是香港另一個重要的歷史

分水嶺。  

 在「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認真反思過往的施政方針，正視社會深層問題

所在，然後嘗試對症下藥。結果在 70 年代開始，加快推進不同基建及推出不同

政策，疏導民怨，改善民生，以增強市民對政府的認同，例如：興建紅磡海底

隧道（1969 年動工，1972 年落成啟用）、小學六年免費教育（1971 年）、「十年

建屋計劃（公共房屋）」（1972 年）及後來的「居者有其屋計劃」（1978 年）、成

立廉政公署（1974 年）等。  

 2019 年的社會運動為香港帶來極大的激盪，人際關係，甚至家庭關係亦因此陷

入撕裂狀態，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更是跌進歷史的低點2。當社會運動仍

未完結，新冠疫情來襲，再加上《港區國安法》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正式實

施，熾熱的社會運動即時被凍結，許多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或被關押，

或要遠走他方。內在的環境出現變化，再加上部份國家降低對港人移居當地的

門檻，在推力與拉力的結合下，最終引發新一波的移民潮。  

 其實持續兩年多的疫情，在不同的防疫措施下，市民生活常徘徊於「停頓」與

「恢復」之間。不同行業也受到衝擊，基層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大家或許期待生活能夠回復昔日的常態，可是政治的新常態與被疫情改寫了 

的生活模式，可以預期香港將會在正常與反常之間擺盪好一段日子。  

  

一切有定時  傳道者在第 3 章道出世間所有事物的運作法則 ── 一切有定時（傳 

3:1、 17）。我們最熟悉的傳 3:2-8，傳道者就以十四對相反的事情來描繪人生二

十八種的經歷。這些不獨是個人生命的經歷，亦是人類在歷史進程中會遇上的

 
1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2 參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19 年 1 月至 6 月進行之「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半年結）調查數據。詳細圖表見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hkgov/halfyr/trusthkgov_halfyr_chart.ht 
ml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hkgov/halfyr/trusthkgov_halfyr_chart.html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hkgov/halfyr/trusthkgov_halfyr_chart.html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hkgov/halfyr/trusthkgov_halfyr_chart.html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hkgov/halfyr/trusthkgov_halfyr_ch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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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例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

時；戰爭有時，和平有時（傳 3:3、8）。  

  
 假如一切也有定時，是不可抗力（act of God），那麼人的努力就是徒然。可是當

我們仔細推敲傳道者所列出的種種人生經歷時，其實只有「生有時，死有時」 

（傳 3:2）是人無法全然控制的，其餘也可以因著人的不同決定而有所改變。  

 傳道者有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 3:11），

只是世人卻不容易明瞭上帝的計劃。這是受時空所局限的人，無法以上主的眼

光了解全局所至。  

 當人能夠了解上主的用心時，他就可以好好享受勞碌的成果，就是在艱難的時

候也能夠多一點的韌力支持下去。這樣的生命態度反映了對生命的認識，更顯出

對上帝敬畏的心（傳 3:14）。  

 傳道者更補充，他發現「應有公平之處有奸惡，應有公義之處也有奸惡」（傳 

3:16），不過這並非恆久不變的事情，終究有一日，無論是義人或惡人總要在上

主面前受審，沒有人可以逃避，這也是必定會發生的事！  

  

在正常與反常之間擺盪  傳道者所列舉的人生經驗，籠統而言有一半按人的標準

是屬於「正常」／正面的，例如：生、笑、懷抱、保存、喜愛、和平等；而另一

半則屬「反常」／負面的，例如：死、哭、不抱、拋棄、恨惡、戰爭等。  

 同樣在經歷「反常」狀態後的香港，我們期待「正常」的狀態可以恢復。朋友

與家人之間，不必為著不同政治立場而爭論不休，因為誰在口舌上勝過對方，其

實也改變不了現實情況。反而，有類近想法的朋友可以多聚、多分享，容許自己

的想法得到補充、修正，避免走到極端。還有從前若干在政治上敏感的話題本來

也可以談及，但到了現在這些話題或許已成為「禁詞」，無須討論便得知結論

了。這是正常，還是反常，各自有定論。然而，從正面的方向想，這是一個好的

時機鼓勵有興趣思考這些題目的人，得先花一點時間、工夫去認真閱讀，以較扎

實的理論基礎檢示自己的想法。  

 由於過往的生活模式被反覆的疫情和防疫政策所改變，所以往後的生活模式也

會發生變化。若然「在家工作」、「遙距學習」等也能夠在極端的情況下容許，那

麼就算疫情已消除，這些生活模式仍是可以保留，令生活、工作、學習、人際互

動也有更多可能。尤其是新冠病毒的變化仍未穩定，它的殺傷力可以越來越低，

但誰又能夠阻止更加新型的病毒會在某年某月某地出現？新的生活模式也漸漸成

為習慣，大家會隨著疫情變化而產生更強的適應力。  

 當我們回復「正常」生活後，生活的節奏就會回到像昔日一樣的緊張，甚至可

能是更加緊張（正如當防疫措施放寬後，市民便進行「報復式」的消費。這個亦

可能適用於不少企業要想盡辦法取回過去兩年多的營利損失）！盡力的消費，同

時可能帶來盡力的浪費。人類各項頻繁活動，必須消耕大地資源，亦帶來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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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的蔚藍天空與美麗的黃昏景色，隨時因著各種工業生產加快復工而再次失

色。究竟怎樣才是「正常」，標準顯得含糊。  

  

分辨上主的作為  上主的子民徘徊於正常與反常的生活之間，我們接受這是世間

事物運作的法則：一切有其時間，並且物極必反。倘若現在是「反常」的日子，

我們總不能氣餒，要分辨上主的作為，為「正常」的日子到來作好準備。在自己

所處的崗位盡力而為，走每一步也在分辨上主的作為。  

 公務員與公職人員當持守不偏不倚，服務大眾的精神，建立負責、誠信、高效

的政府，以獲市民的信任。  

專業人員（例如：醫護人員、律師、社工、教師等）當持守專業精神，以知

識、經驗、協作守護市民，配得眾人對你們的尊重。  

市民（不論身份與階層）是社會的基礎，我們對這個城市的承擔和愛護令這

個地方顯出她美麗所在。當我們熱愛這個地方時，我們非但會講出她怎樣的好，

同時也會真誠地指出她有什麼不妥當，目的只是讓這個地方更加美！  

無論是在正常，還是反常的狀況，一切也離不開上主的掌握之中。願意我們

得著上主所賜的智慧，能測透祂的時間和奇妙作為。阿們。  

    

  

  



 

香港主日禱文  

  

1. Cheung-Ang Siew-mei（張洪秀美女士）  

Dear Lord, we pray today for our precious International City of Hong Kong; hit by waves 

of epidemic challenges, we pray you will remove the fears in peoples’ minds as the 

Covid – 19 pandemic eases and months of health restrictions are relaxed. As the city’s 

many sectors re-emerge from epidemic attacks, we pray for prosperity and your peace 

to rest once again in our busy Hong Kong streets and offices. We pray for wisdom as 

new administration teams are composed and breakthrough, as our new leaders tackle 

the city’s opportunities; so that Hong Kong will regain its resilience and strength, 

rebuilding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striving to succeed as an International Asian city.   

We give thanks for the admirable medical facilities and team in our city and raise 

prayerful hands for Our Lord’s healing, comfort, guidance and provision for the 

grassroots family members who lost their jobs and had to accept pay cuts,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daily. May the government’s welfare aid system also help to ease 

their burden. Praying faithfully for the most marginalized community sectors, including 

refugees and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we lift all those individuals who suffered the 

most during this city’s frantically challenging time.   

As we look trustingly towards the future and the celebrations for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establishment, let us pray together - Lord, may your peace prevail and 

your healing power cover Hong Kong and surround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still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Send your servants out to manifest Your hope and peace. May God 

by His grace empower us as a body of Christ to stand in the gap, may we be salt and 

light, in bringing hope to this city.  

  

2. 陳維涓女士親愛的阿爸父：  

回歸至今，香港人經歷了 25 年高高低低的歲月。這些祢都知道！不論高山或幽

谷，願父祢繼續賜福香港，使她成為祢流通的管子去祝福萬國萬民！幫助我們，

不論身處在香港，或是移居海外的肢體，都毋忘主給我們每一位的召命，並繼續

忠心愛祢、愛我們的鄰舍、見證福音的大能！願主賜下平安，保守我們在越來越

動盪不安的世界中，不至跌倒犯罪、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 

的、直到永遠！阿們！  

3. 翟冬青女士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香港回歸 25 年，社會經歷著很多的變化、衝擊，求主憐憫我們。不論順逆高

低，求主堅固我們對祢的信心、對未來的盼望；求主常與我們同在，讓我們更明

白袮的心意，操練我們的信心和意志。  

面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事、弱勢社群所受的苦，願我們常懷惻隱之心、不要麻目，

不要對他們的需要視而不見；同時亦存謙卑受教的心，不要以惡報惡、得罪祢。  

願祢的公義在地上彰顯；願祢的平安臨到那些被逼迫、在困苦的人；願他們在困

境中感受到主祢的同在，得到安慰、醫治、支持和盼望。  

願主祝福香港，在大時代下興起更多忠心良善、正直不阿、愛神愛人的僕人，在

社會各個崗位竭力盡忠，同心守護這個城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祈求。

誠心所願！  

  

4. 陳徐香凝少校  

在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之時，求天父挑旺每位信徒的心，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竭

力傳道。願信徒都體貼主祢的心意，拋開自我的私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祢，

並且愛人如己。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祢同行。願我們也好好把握

主祢賜給我們的機會，在這個世代作祢忠信的僕人。  

  

5. 劉寶珊牧師創造及護理群生、使人得安息的主：今天是香港主日，祢叫我

們要謹守安息日，成為世世代代與祢之間的記號。  

願我們尊重此聖日，不走自己的道路，不求自己的喜悅，不隨意地說話。  

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 25 年，我們歡慶嗎？民心歸回嗎？  

這些年，社會運動加上疫情，心身都沉重無力，繼「國安法」的實施，不少港人

默然離開土生土長之地，心中有說不盡的嘆息。  

主耶穌基督，祢曾說：「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立的」，祢是安息日的主；  

願我們回轉如小孩一樣軟弱無力，全然投靠於祢內，得享安息。  



 

願祢解開被綑綁及服役的人，讓他們得釋放，並以活水滋養他們的乾渴。願祢除

掉我們冷漠的心腸，能憐憫貧苦病弱者，施以救助，不叫祢悲傷。願我們甘願放

下權力與榮耀，謙卑聆聽遵行上主的話，等候上主的旨意。  

趁著還有今天，總要彼此相勸，免得我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腸剛硬了。  

願三一上主扶助我們，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與基督有份。  

奉基督聖名祈求 阿們！  

  

6. 朱健倫牧師  

我們的天父上帝，感謝祢讓我們有國家和家園，叫我們能活在香港這地方；在回

歸這二十五年當中，雖然經歷不少風雨，但我們仍深知祢與香港人同在！求祢帶

領香港的前路，在這充滿分歧及仇恨的世代，使市民能以和平及友愛來對待與自

己持不同意見的人！求祢賜智慧給掌權者；叫在位的能施行以民為本的政策，不

偏袒財團，而是著重普羅大眾的福祉；又找到辦法修補政府與市民的關係，共建

和諧社會；並體恤貧窮及弱勢社群的需要，叫飢餓的得飽足，受傷的得纏裹，有

病的得醫治！求主保守祢的聖教會，在這急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下仍能持守祢的聖

道，不被世間的歪理及壓力所動搖；而是以主的真理和愛作引導，好把主的福音

傳揚，叫人悔改歸向祢，使香港人都得蒙主的恩典！求聖靈復興每位基督徒的靈

命，叫我們都甘願謙卑自己，遵行主的教導，能彼此相愛，見證合一，活出美善

的力量，在世榮耀上帝，直到主再來的日子！禱告是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7. 卓廸舜牧師祢是慈愛的主！  

當疫症肆虐全球、世界人心虛怯之時，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我們同心祈求，願

主憐憫、看顧及紀念心靈受困迫、生活遇困苦的人。即使面對生活上各種艱難與

挑戰，仍然能剛強壯膽地生活。  

願上帝繼續成為眾人的苦海明燈，照亮心靈。在面對種種困難與挑戰中，引導香

港信徒仍然能持守合一，在生活上繼續作鹽和光，並帶着聖靈的能力在生活中宣

告活潑的盼望！  

  

  

8. 周偉文牧師  



 

感謝上帝帶領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年，經歷很多考驗和挑戰，懇求祢的恩典使我

們仍然充滿信心和盼望，祝福香港平静安穩，人民安居樂業，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而求。阿們。  

  

9. 陳家偉先生  

恩慈的上主：  

香港現正經歷嚴重的撕裂，青年人的訴求被忽視。求祢使教會能推動各界及不同

團體能聆聽年青人的心聲，了解他們面對自己前路及整個香港前路的掙扎及傍

徨。  

我們祈求祢，使政府能夠以真正聆聽年青人的聲音，作為推動社會復和的開始。  

我們亦特別為因 2019 年社會事件而在服刑或還在等待聆訊的年青人，願上主與

他們同在，賜他們平安，在出獄後，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亦求主感動政府及社會，能夠向他們伸出扶助，讓他們能夠開展他們的人生。  

主啊，我們祈求祢。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