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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人過了一個特別的新年，很值得記念，因為假期後很多人仍呆

在家裡。有些是因為疫症被逼停工，有些是留在家裡辦公，做學生的全部要

停學，這都是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把病毒傳播的機會盡量減低。可能

有人會嚮往這種生活，但大部份人在這些日子裡都有一份憂慮與煩惱。

憂慮是因為停工會令收入減少、病毒會威脅健康、或買不到口罩。煩惱

是因為日用品供應短缺、或孩子留在家裡搗蛋等。雖然這是真實的生活壓

力，但我們能否用一種具智慧的態度面對，以至憂慮能轉為喜樂？聖經有這

樣的教導：「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

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傳道書 5:18）這裡說到神

的恩賜，讓人享受在世上勞碌得來的一切，包括吃喝、家庭、朋友和工作。

雖然今天的困境來得有點突然，但我們應該以一個喜樂和慶幸的心去面對，

相信困難很快會過去，最差的情況也必不會來臨。因為這是神的應許，要他

的子民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平安。

其實每人都可以為自己創造愉快的一天。試多帶幾個口罩在身上，遇上

沒有口罩的人，無論認識與否都送一個給他，這種付出必能令你得到屬天的

喜樂。每次使用搓手液時記得照顧身邊的人，給他們一個方便，享用你的愛

心消毒，這個動作令你和同事或鄰舍的關係都變得親密了。工作忙碌的人很

少留在家裡，今天既然一家人被逼擠在一間屋裡，就要珍惜這段時光，不論

爭吵或投訴，都值得花時間和孩子慢慢討論，多點了解他們內心世界，這是

做父母的福氣。

戴上口罩，感覺上與人多了一層阻隔，其實不然，我發現大家眼神接觸

比以前多了，可能大家都想看清楚口罩下的臉孔是否認識，若果是這樣不妨

大方先打個招呼，或友善地向對方點點頭，把大家本來生疏的關係拉近一點

吧！在這段日子，你可以做一些想做卻沒有時間做的事，也可以好好花點時

間讀經禱告。讓我們一起享受逆境中的喜樂，因為這是神的美好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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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深圳，每天都經落馬洲過關來港上班，我和太太都習以為

常，因為每個月能省回幾千元的房租，對於我們這些低收入士來說，也

是一種逆境求存的生活方法。但今個農曆新年卻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使我對人生有了新的體驗。

在過年前我已對疫情發展感到不安，並決定和太太暫時搬回香港，

以免影響工作和健康。初七後我們便回港找地產經紀看單位，可惜都不

合心意，因為租金太貴。由於每天都忙於奔走，我忽略了疫情的發展動

向。當年初十晚我們在茶餐廳吃晚飯時，忽然聽到香港要封關的消息，

在那一刻感到很徬徨，我和太太覺得不能冒險再回深圳家，恐怕趕不及

回來，於是當晚只能留在香港了。

深圳封關奇遇記
——轉憂為喜的恩典之旅 文 @ 歷奇

由於我身上現金不多，第一晚

我和太太就只能坐在麥當奴過夜。

這真是一個難忘的經歷。我為快餐

店對露宿者的包容而感恩，也見識

到麥當奴的通宵秩序。人身處其中

根本難以入睡，露宿者之間為了爭

奪好位置而互相敵視，有兩人更大

打出手，最後警員到場調解，連累我也要被查身份證。第二天我到處找朋

友幫忙打聽，總算找到一個能續租的劏房，但住客要過兩天才能搬出，我

也無奈接受了。

當晚我們又回到麥當奴過夜，

和前晚一樣，還是那十幾個露宿者，

當中有男有女，有印巴籍的，也有

癮君子。我從他們的眼神中看見一

種很深的絕望，似乎他們已露宿了

很久，也不打算再回家了。我為他

們的絕望禱告，希望他們能回復正

常人的生活。早上醒來感到很疲累，頸也痛得不得了。我買了一份早餐吃，

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因為至少我還有錢吃飯。下午我和太太跑去公園

逛逛，坐在長櫈上倒頭便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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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晚，我們又回到那間麥當奴，並坐在同樣的位置上。有一個年青

基督徒手拿福音單張，他友善地來到我身邊。本來我並不介意和他聊聊，但

實在太累了，於事我建議他去關心其他人。深夜我大腿抽筋，痛得不得了，

我向主流淚禱告，我覺得我太看重自己的需要，卻輕看了貧窮人的需要，我

想起那個熱心年青人，心裡感到一份虧欠。我向神立志以後要多點關心貧窮

人。

第四天早上，我滿懷希望去接收那間劏房，

當進入那單位時，我和太太都驚呆了，那住戶搬

走後遺下了一個爛攤子，情況比餐廳後巷還差。

太太嚇得馬上把我拉走。在失望與徬徨中我們立

即向神禱告，我想起要回麥當奴過夜心裡就很害

怕。就在那一刻，我的手機響起，是一位傳道人

找我，原來他給我找到一間宿舍在流水響，可以

讓我住幾個月。

那一刻我的心情充滿了激動，好像

神為我把紅海分開一樣，神及時的

幫助把我這幾天的焦慮和疲乏一掃

而空。那一晚我和太太安睡在柔軟

溫暖的床上，心裡充滿感激。我們

向主禱告，為這次經歷而感恩，我

也決定以後要好好的關心貧窮人了。

讚美別人的智慧
疫情期間，學生停課，不少人也選擇在家工作。為了減少感染風

險，人人都減少外出，這令不少家庭多了相處的時間，有時因為

心情不好，難免會出現摩擦，甚至發生爭執。其實這段時間正正

是增進親子，夫妻關係的好機會，有智慧的說話方式會令大家減

少誤會，更願意敞開心交流，以下介紹 3 個讚美別人的原則，大

家不妨試下，多用讚美的說話對家人朋友表達關心和感謝吧！

適當的讚美：具體肯定

適當的讚美，除了真誠無所求為第一

要件外，內容也要具體，並且針對對方的

努力行為及帶來的好結果給予稱讚與感謝，

而不是只有含糊的評價。這樣的方式，又

稱為「具體肯定技巧」。

專
分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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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把讚美說話當成口頭禪

有些父母為了鼓勵孩子，經常把「好叻」、「好乖」掛在嘴邊，並不

是在孩子有具體行動後才說，而且稱讚的話千篇一律。這些說話變成一種無

意識的口頭禪，稱讚的效果也大打折扣。隨時隨地稱讚孩子「好叻」和「好

乖」，反而會讓孩子產生「饜足感」，對於被稱讚不再感到喜悅。

「感謝式讚美」強化彼此關係

感恩是浪漫關係的催化劑。經常表示感謝，能夠讓你對伴侶的付出感

恩，而非將對方的幫助和善意視為理所當然，強化彼此的關係。

根據研究，當表達感激的程度每增加一分，伴侶在六個月內分手的機率

就減少一半。越感謝伴侶的那一天，就越覺得兩人的關係美好，以及自己與

伴侶之間緊密連結，隔天對於關係的滿意度也較高。在所有的讚美方式中，

「感謝式的讚美」是最安全有效、且副作用最小的。每個人都有值得稱讚的

地方，只是你沒有打開欣賞的眼睛。當你將欣賞對方的美好，化作感恩與讚

美的話語，你會發現，彼此的關係如此緊密、幸福。

示範：當先生幫太太整理廚房後，太太向先生
發出讚美：

Ａ：「你好厲害，以後就請你負責廚房的清

理工作囉！」

B：「現在，廚房的物品都擺得井井有條了，

而且地板和櫃子都擦得好乾淨，坐在這裡喝

茶覺得好舒服。謝謝你！」

Ａ說法雖然含有對先生的大力讚許，但似乎是為了要他負責廚

房清理而說的，這並不是真誠無所求的讚美，有時候反而會讓

對方不太喜歡。

B 說法是具體且充滿感謝的讚美。先具體描述先生實際所做的行

為和努力成果，再表示對他的感謝，可以讓他了解自己為何被

稱讚，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帶來的貢獻。

愛是恆久忍耐
林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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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5 」並非一個口罩型號，而是一個認證規格， N95 

認證由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IOSH ）統一

發出，凡符合 NIOSH N95 認證者，需要對大過或等

於 0.3 微 米 非 油 性（「 N 」 即 為「 Not Resistant 

for oil 」）顆粒的過濾效率高達 95% 或以上。 醫用 

N95 口罩是加入多一層物料，使其可以通過美國 FDA 

的防濺能力測試，進一步防止高壓傳染性體液噴淺到

口罩上後滲透及接觸到佩戴者的口鼻。 

N95 口罩 

口罩知多點

外科口罩構造通常分成三層：外層防飛沫、中層具過濾

作用，內層可吸濕氣，並對於 5 微米以上微粒有 90% 

阻隔效果，因此可阻隔大部分飛沫傳染病菌。這類口

罩適合凡有感冒、發燒等呼吸道症狀時使用，或是前

往醫院、電影院等不通風的場所使用。 

外科口罩

活性碳具有多孔隙的結構，其過濾層的主要功用在於

吸附有機氣體及具惡臭的分子，換句話說，它可吸附

異味，適合在騎電單車、噴油漆或農藥時使用，而並

非用於過濾粉塵。同時它亦不具阻隔細菌穿透的功能。

因此，活性碳口罩不屬醫療用口罩。它主要功能是去

除有機蒸氣，如加油時揮發出來的甲苯蒸氣，或是油

漆 後所產生的異味，對於阻絕懸浮微粒及細菌穿透，

效果不佳。 

活性碳口罩 

另外介紹一種布口罩給大家，布口罩可以自己造，在

市面上也可以找到。它是用外層防水布和內層棉布組

成，中間的夾層空間可裝上外科口罩一個 。而這個 外

科口罩由於外內都有摭蓋 ，它便可以重覆使用多次。

在今天外科口罩供應短缺下， 布製口罩確實能幫助我

們解決問題。 

 

唯一麻煩是每天回家 後要用水和梘液把布口罩清洗乾

淨，以便明天出門使用。 

布口罩

趣
分享味

新冠肺炎肆虐，令全球口罩供應出現短缺。現時市面上

有各色各樣口罩出售，現在和大家介紹各種口罩的分類

和規格，以及一個可以重複有效使用口罩的好方法！

1110



今期天橋為讀者預備了50對免費
試戴布口罩，歡迎來電索取！

領取方法：
請用Whatsapp 至電 67606480，留下姓名、

電話及地盤名稱，我們會通知你領取的時間及地點。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提醒大家購買口罩時需留意盒面是否有污迹，如果

口罩有異味請馬上停用。如市民使用含菌量超標的

口罩，有機會造成皮膚敏感或構成氣管感染。

漫畫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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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述位置改動後，原本的地台去水位必須重做。由於 U 型

隔器必須有 100mm 的高度，新地漏位置極可能沒有空間接上這種

隔器。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裝修商會退而求其次，選擇一些另類

的貯水地漏（不用 U 型隔器）。由於這種地漏貯水很淺，若地面

不能持續有水進入的話，地漏隔器裡的水會很快蒸發掉，而排污

管內的臭氣病毒便會進入屋內，引致住戶感染疾病。

如果你家裡有上述情況，並且常常聞到臭味，很可能你要立刻注
意家居衛生了。

太淺的貯水地漏 外表美觀的貯水地漏，卻不能
取代隔器的功能

不合格地漏
今期「工程知識」為大家介紹一些不合格地漏（地台去水）。地漏的功

用是接收地面積水，水進入地漏後會經過一個U型隔器（貯水彎），然後進

入排污大管。隔器內有貯水功能，目的是阻隔排污管內的臭氣細菌回流入屋

內。一般建築物在施工時必定使用合格材料施工，所以應該不會有問題。

小知識

然而很多朋友住的單位可能經過改

裝，一般最常見的有四種：

1. 改動廁所位置；

2. 房間改為套廁間；

3. 㕑房延伸至開放式；

4. 浴缸改為企缸。
一般地漏都貼近外牆，若位置
往屋內移動，很可能無法裝上
合格的隔器

貯水地漏的內部結構 標準隔器裝在去水位下（需
要足夠深度）

1514



當子女機不離手，怎麼辦？

現今生活人人都「一機在手」，在學青少年更容易玩到「機不離手」

難以自拔。近期因著疫情而停課，不少學生留在家中百無聊賴，更容易機

不離手，令父母更為擔心變得沉迷，甚至有損健康。家長想跟他們講道理

又懶理，強行收機又易造成衝突，破壞關係，真是進退兩難。

明哥的兒子俊軒，自小都很聽教，只是今年升上中二，開始常常 日日

拿著手機玩，機不離手，晚飯時間甚至一手玩機一手吃飯，父母對他說話

都只是敷衍了事。

近日兒子停課在家，打機更變本加厲，明哥體諒兒子在家沒有節目，

讓他在日間可以打機打發一下時間，同時也多番鼓勵俊軒抽點時間閱讀，

找點東西學習。結果有一天明哥下班回家，見俊軒仍躺在床上拿著手機玩，

相信兒子已經玩了足足一整天，完全沒把父母的叮囑放在心上。

明哥再三催促停機，換來一句敷衍「得啦！」，始終沒停手。明哥一

怒之下大喝收機，同時伸手搶過兒子手機，兒子不忿，大力把房門關上，

對於因著手機讓父子關係鬧得僵，明哥既田生氣又無奈。

明哥的故事也許亦是很多父母面對的難處，對子女機不離手感到束手

無策。2019 年，突破輔導中心獲陳立人基金會贊助一個兩年計劃，推行《當

子女機不離手》家長教育計劃，通過書籍、影片、網上平台、

講座及家長小組，協助青少年家長處理子女機不離手的問

題。

課程 推介 課程 推介

綜合多年家庭輔導心得，
大量本地例子，講解應對青少
年子女機不離手的技巧心法，
附送影片示範，讓家長更易掌
握。

【溝通小貼士１：火爆時刻要暫停】

【溝通小貼士２：讚賞打人牙骹軟】

【書冊：《當子女機不離手──管
教青少年的技法和手法》】

在收機遇上反抗時，家長與子女雙方

容易激起情緒，輕則口角，重則動武，傷

了身體又傷關係。遇到任何一方開始激動

憤怒，家長不妨「暫停一下」，停一停，

深呼吸，又或洗洗面讓雙方冷靜下來，可

避免很多傷害親子關係的衝突。

人人都鐘意被讚賞，自己的優點長處

甚至平日的付出努力，如果被他人肯定，

絕對是愉快又滿足的經驗，亦都更樂意做

得更多更好。不要吝惜你的讚賞，簡單的

一句「做得好！」或者「叻仔！」，或者

已經成為好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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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手機咁吸引？】家庭講座

今日在一個茶餐廳食午飯 ，看過餐牌後便叫夥計叫菜。 

我：「麻煩你，一個海南雞飯！」 

夥計：「用英文呀！」 

我心想：「這麼高級要用英文叫菜？」 

我：「 Hainan Chicken with rice please 」 

夥計瞪大對眼望著我：「我叫你用英文， A/B/C/D 什麼餐呀！」 

茶餐廳笑話一

茶餐廳笑話二 

有個人去茶餐廳食飯，叫了一杯奶飲。 

他見到伙記，就問：「是不是全脂奶？」

 伙記回答：「當然是全支啦，難道飲剩半支給你？」

會
一笑心課程 推介

深入拆解與青少年子女的溝通心法，簡易學
習應對子女機不離手，建立更好親子關係。
內容：
1. 如何與青少年溝通
2. 如何應對機不離手
3. 如何建立更好親子關係
形式：短講、小組分享、示範及練習
導師：突破輔導中心輔導員
日期：五至七月 (共六晚 )
時間：18:30 時至 20:30（供應精美晚餐）
地點：未定人數：8-10 人
對象：中小學生家長
費用：全免
查詢：於午間家庭講座報名

為你講解「手機上癮」現象，認識機不離手對青
少年的影響，歡迎工友參加。
內容：
1. 了解時下青少年網絡行為
2. 如何處理子女機不離手
3. 如何化解親子衝突講員：
講員：突破輔導中心輔導員
日期：四至六月（留意地盤宣傳資料）
時間：12:00 時至 13:00（供應精美午膳）
地點：地盤會議室（只限 23 頁內地盤）
對象：中小學生家長
費用：全免
查詢：地盤行政組

【機不離手見招拆招】家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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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水響遊覽後，如果大家覺得路線

太輕鬆，意猶未盡，便可沿流水響郊

遊徑接上衛奕信徑 9 段到鶴藪水塘。

從流水響大約走半小時山路，便可到

達寧靜的鶴藪水塘，之後便可沿鶴藪

道出村乘小巴回火車站，整條路線相

當輕鬆易走，而景色十分恬靜美麗，

絕對適合壓力大的香港人在此處忙裡

偷閒，遠離煩囂！

親子行山
路線推介

流水響水塘
流水響水塘位於新界軍地，處於八

仙嶺郊野公園範圍內，更有「香港

小桂林」之稱。在印有八仙嶺郊野

公園路牌的迴旋處下車後，大概 15

分鐘便可到達流水響水塘。

入水塘不久，便來到塘畔，可拍攝

到對岸排列齊整的白千層及水塘的

美景，水平如鏡的水塘映照出塘畔

滿滿的樹木，充滿仙氣，美不勝收，

攝入眼簾真的美如畫。

河背水塘位於大欖郊野公園，面積

雖小但風景優美，更有郊遊徑可繞

水塘走林徑一圈，正好避開火辣辣

的太陽。乘小巴到達河背村後起

步，一開始需走大斜路上山，但走

過這段，便不用再爬坡了，及至

約 40 米已開始看到元朗錦田、石

崗等，走走停停欣賞美景便覺更輕

鬆。

交通：港鐵粉嶺站乘 52B 號小巴，於流水響水塘站下車

名不虛傳，水平如鏡的流水響
水塘，倒影出優雅而茂密的白
千層，形成了「森林之鏡」

鶴藪水塘

河背水塘

一直走斜路而上，經過營地及有

機農莊後未幾便到分岔口，可左

轉先走水塘或前行走家樂徑。水

塘的 S 形水壩宏偉壯觀，環塘小

徑清幽恬靜，景色醉人。家樂徑

繞一圈約 2.1 公里，全程幾乎均是

平路及林陰山徑，途中會走過一

片小竹林，走進這條「竹隧道」

感覺特別恬靜。

交通：於元朗或者錦上路搭 71 小巴，尾站落車就會到河背村。

河背水塘

竹子長滿兩旁，仿佛置身世外
桃源般，甚有詩意。

行
路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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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聚會資料一覽
地盤 聚會日期及時間
■天水圍 TL33 地盤 星期二 12:00-13:00（崇拜）

■天水圍 TL34 地盤 星期五 12:00-13:00（崇拜）

■葵興地盤 星期三 12:00-13:00（崇拜）

■峻巒（保養組） 星期三 12:00-13:00（崇拜）

■屯門兆康地盤 星期四 12:00-13:00（崇拜）

■橫龍街地盤 星期四 12:00-13:00（崇拜）

■屯門 539 地盤 星期五 12:00-13:00（崇拜）

■朗屏華苑酒家 星期日 12:00-14:00（飲茶崇拜）

參加者請致電

禧福熱線：

67606480 或

聯絡該地盤

行政組確認。

禧福於 2000 年成立地盤事工，致力長期關顧地盤
工人的需要。2017 年，我們在 13 個地盤有聚會，風雨
不改，每週最少一次到那地盤，關心工人的身、心、靈，
工作、家庭、各種需要及苦惱等。歷年來，我們曾在 50
多個地盤服侍。地盤之外還有兩個崇拜，五個小組。歷
年來，信主的人數加起來近千，每週恆常聚會的有二百
多。 

 
這些地盤門徒，現在已經懂得傳福音、服侍別人、

甚至到柬埔寨短宣。我們盼望，香港每個地盤，都有粗
獷快樂的聲音在敬拜耶穌。 

若你也想經歷這
份屬天的祝福，
我們歡迎你加入
義工服事隊的行
列，一起服事貧
窮人。有意者無
需特別技能，請
致電 5600 8733
找堂哥，登記成
為我們的金牌義
工。

青衣自然徑

青衣自然徑位於青衣西北部，可近

距離觀看到青馬大橋的景色。山徑

明顯、清晰、寬闊，全程都是易走

的石級，沿途有多個觀景台，也有

數個野餐區，老少咸宜。

沿途山徑多數由石屎砌成，旁邊有

扶手欄杆，休息亭無數。穿過「回

歸紀念亭」不久，來到一個分叉口，

左面往野餐區，沿直行往觀景台。

往觀景台方向行，此段有林蔭，不

怕曬非常好走。

沿路可以在各個觀景台和野餐區從

不同角度眺望青馬大橋、青衣、荃

灣和葵涌一帶。再走至 1 號觀景亭，

能在最清晰的角度觀賞青馬大橋景

色，該位置十分明顯，只要經過必

定會見到。最後觀賞並享受完畢後

隨「葵青慶回歸健康徑」下走，便

到達南面出口。

交通 : 青衣巴士總站乘坐九巴 248m，到總站長宏巴士總站下車，沿
寮肚路直走到達自然徑的入口

青衣自然徑的入口左右均有樓梯，左
邊斜一點，右邊比較平緩，兩條樓梯
均接回同一位置，可自由選擇。

從 1 號觀景亭能觀賞青馬大橋的側面
景色

參考資料 :
  10 大初級親子行山路線推介欣賞香港靚景簡單易行 | 親子好去處 
【新手行山路線】訪香港小桂林流水響水塘 看舊沙頭角支線火車站 
【青衣行山路線】行青衣自然徑登山看青馬大橋 山徑完善老少
https://www.getreadyhk.com/leisure - and - fun/hong - kong - outdoor - activity/ 
outing - spot/item/1132 - lau - shui - heung - hok - 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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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 」

（以賽亞書 58 章 8 節）

香港是
我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