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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徒，究竟我們的「信」，在我們面對考

驗、試探、熬煉時，能助我們化險為夷嗎？不少

自稱基督徒者，以為自己既「因信稱義」，便可

以安枕無慮，甚至戰無不勝地活下去，直到離世

見主面得賞賜的日子。

	 其實聖經所說的「信心」，並非在「天堂般」

的理想情景中呈現，乃是在面對墮落世界的幽

暗現實中表現出來。戴繼宗牧師在今年（2017）

港九培靈研經會，以「在異邦中的器皿」為題分享

但以理書。若把題目換成生活化一點的說法—

「活在幽暗生活中神的兒女」—也許有助信徒

更深刻地體會，神正透過信息在向祂所愛的兒女

說話。

	 湊巧地，8月份的讀經釋義亦是研讀但以理

書。這便啟發了筆者進一步思想，究竟於基督徒

而言，「信」是怎麼一回事？是一個人的信念？

是常理現象？是環境趨勢產生的理念？……

	 根據但以理書的記載，但以理並未因為一日

三次祈禱而逃得過被拋入獅子坑的命運。其實以

他的智慧，當王頒下既不合理又無情的命令時，

他大可與其他謀士合力推翻暴政，這樣既可自

救，也可救人。難道神不可使用但以理來建立新

王國？然而，但以理的「信」，並非建基於客觀

環境的條件，而是確立在「那非人手鑿出來的－

塊石」要充滿天下的信念之上。但以理不單有

智慧，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賜智慧的神。他確

信只有耶和華能掌握、掌管萬有，所有金、銀、

銅、鐵都不永存。

	 以色列人憑信心過紅海，是要徒步走過的。

神用東風使海水分開（出14:21），而非用東風把

他們由此岸遷到彼岸。神在曠野供應他們糧食，

經歷四十年之久，然而各人必須每天照神的吩咐

拾取嗎哪。由此可見，信心不只是理念，還要以

行動來負責、承擔。人若不專注，不把神放在心

中，神蹟過後，仍會有埋怨的可能，皆因不遵從

神吩咐、不履行神命令的人，是看不到神的榮耀

和衪作為的彰顯。相反，若存著信心，且順服前

行，則基立溪旁的烏鴉會按時來到、撒勒法寡婦

的麵粉和油會源源不絕。以利亞是在困境中仰賴

神、信靠神而獲得供應的（王上17）。

	 希望但以理書的見證鼓勵我們這世代，用行

動來表明我們相信耶穌是獨一主宰，認定祂掌管

一切、供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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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我們「信」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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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君望牧師按牧禮隨想
2017年8月13日是本堂一個重要的日子，在這

天，周健輝教師及何強輝教師被按立為牧師，真

是「又強又健」的雙輝之喜。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上一次按牧，已經是十年前的事。當時，我們聯

同中華神學院一同按立會友李寶珠院長為牧師。

那一天同樣是個充滿喜樂的日子。

	 	 有人以為「按牧」就是讓教師升職。這也難

怪，因為傳道同工在入職時都是被稱作教師，等

到按立後就改稱牧師，有人可能因此錯以為由教

師轉牧師是職位等級的升遷。然而，這樣的觀念

實有必要澄清及糾正。本堂稱傳道同工為教師或

牧師，是基於不同的職責(參看本堂會章)。教師

的職責是宣揚福音、照顧會友、訓練慕道友，並

協助牧師推行聖工。而牧師則負責造就與牧養本

堂會友，施行聖禮，宣揚福音，增進會友靈性，

並謀求會務之發展。「按立」乃對教師之付出及

其在牧養恩賜的運用給予肯定，過程中，有關的

教師需經過按牧團嚴格的考核，確認他們的心

志、神學觀念、牧會理念，以及個人品格等，都

符合擔任牧師的條件，才會藉按牧典禮，公開將

更重的責任交付他們；換句話說，受按者的職責

多了、責任大了、會眾的期盼及要求也高了。

	 	 回顧整個按牧過程，由提出按牧建議、諮詢

意見、約見、堂議會認同、成立籌委小組、以至

動手籌備，過程充滿感恩。按牧典禮當天，流程

暢順，信息既適切又激勵、晚宴環境優美，節目

豐富、感人，讓我們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和慈愛

的帶領。八月正值颱風季節，今年尤甚，能順利

舉行按牧典禮及晚宴，不是必然。籌備過程，不

斷參考別堂按牧的經驗，同時又要顧及本堂獨特

的需要。誠然，我們按牧的經驗不多，但大牧者

天父上帝一路引導，使用眾負責的教牧長執、

幹事同工忠心擺上，終於成就8月13日的按牧大

日子。	

	 	 但願我們不單是把責任推到周牧師及何牧師

身上，而是常常為他們祈禱、同行及愛護他們，

使他們有心有力地牧養眾弟兄姊妹，建立我們生

命家眾成員，一同完成天國的使命!	

按牧典禮網上照片 感恩晚宴網上照片



楊慧儀執事

屬天妙韻─
   聖樂主日音樂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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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日，是本堂的聖樂主日，一如去年，

當天下午我們舉辦了「聲‧樂齊鳴聖樂分享會」。

	 去年的「聲‧樂齊鳴聖樂分享會」，已經有

不少在音樂上很有恩賜的弟兄姊妹參加，一起在

主裡，在音樂聲中，在台上台下，享受彼此和應

的契合。今年的「聲‧樂齊鳴聖樂分享會」盛況

比去年不遑多讓，光是參加分享的單位就有17

組，分享者的年齡從

5歲半到80歲，都是

臥虎藏龍。儘管年齡

落差很大，所有分享

的弟兄姊妹都是全心

全意地把最美好的音樂

擺上，同心讚美歌頌，

讓上帝在我們中間得榮

耀，真是很感恩。

	 這 次分享會的項

目很多元化，樂器方面

有二胡二重奏、提琴獨

奏、提琴合奏、長笛二

重奏、結他獨奏、口琴獨奏、小號獨奏、還有鋼

琴獨奏；獻唱方面，有母子合唱、詩班小組合

唱、獨唱等。不但如此，各個獻奏或獻唱項目的

風格也各有精彩之處，有福音粵曲、民歌、兒童

詩歌和聖詩，有西洋的、古典的、也有自創的，

每個分享都讓在場會眾體驗何謂賞心悅「耳」，

聽到精彩處，我們或屏息靜氣，不想錯過每個美

妙的音符，或忍不住拍手唱和，隨著節拍律動，

同心感謝神賜下這麼美妙的樂章	!

	 大會的評判是本堂的聖樂指導劉永生先生，

李恩添執事和詩班指揮沈凜聰先生，他們也都

表示，分享肢體的水準很高很平均，可說是珠玉

紛陳，要打分定出高低真有點難度呢。這真是一

個讓人高興的難題呀─這不就表示我們的教會

充溢著屬天的妙韻嗎？其實，有什麼比這更令人

喜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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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輝執事

不敷與奉獻
            — 簡單分析
◆不敷的形成：教會主要是以奉獻收入應付日

常開支，隨著總支堂事工的開展，人手、地方等

需要逐步增加，薪酬、租金等支出均相應上升。

當支出大過收入，教會便會出現不敷。

◆不敷的持續：教會在2017上半年度錄得盈餘	

$58,219，相比2016上半年盈餘	$103,347，數字

相當接近，但由於季節性的因素，教會下半年度

支出通常比上半年多，故財政部預計2017年度將

錄得與2016年度相約的不敷數字。

◆不敷的影響：雖然教會有自己物業及基金

儲備，但不敷只可以由流動現金支付。持續不

敷會對流動現金做成直接壓力，亦會影響事工

發展，甚至日常運作。若以2016年度不敷數	

$1,284,809	作參考，財政部預計流動現金將於兩

至三年內耗盡。

◆奉獻的實踐：財政部根據收集到的記名奉獻

數據（即常年奉獻+感恩奉獻+指定奉獻，有別於

奉獻箱收集的獻金、主日學、團契奉獻)，作出分

析，結果顯示平均每三位會友便有一位按月作定

期奉獻，承擔接近九成的奉獻收入。

◆奉獻的習慣：按月奉獻收入數字呈現相當大

的波幅，反映部份會友仍有待建立穩定奉獻的習

慣。平均、穩定的奉獻將有助教會作出更準確的

收支預算。

◆奉獻的操練：誠然，教會面對財政不敷要從

開源節流入手，也要定出長遠計劃，善用資源，

作負責任的管家。因為奉獻收入乃是會友對神感

恩的回應，對教會事工的支持。盼望大家同心，

主內合一，願更多弟兄姊妹憑信心作定期奉獻，

叫神的家有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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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7

記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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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信徒，在現實與召命的夾縫中拉扯與

來回，抱著客旅的心態，持守落地的信仰，少不

免會感到枯竭。是社會的問題？是教

會的問題？想求神的國和義，遺憾的

是有心無力，未能擺上更多。

憂慮是攔阻，來源於⋯⋯

六月份的「不再一樣」敬拜音樂聚會，

由「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的「敬拜者使

團」帶領詩歌及訊息，講員霍志鵬先生認

為，攔阻我們付出和擺上的，或許是我們

人性中的憂慮：為了改變及控制不到的人和

事過份思考，甚至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持續揮之

不去。

拆局與出路

吊詭的是，正因為我們是人，擁有能力和才幹，

楊國姿執事

晚間聚會
			為你拆局

才會產生自我中心、互相比較和爭競，喜歡人的

榮耀，於是產生一波又一波的憂慮。講員提醒我

們在處理地上的事情時，需要對準神，無論得時

不得時，總要尋求祂的榮耀。投資永恒和追求心

中的富有，向有需要的人付出關懷和同行，才可

以不再一樣地過實在的人生。

召命的迷思，其實很為難⋯⋯

八月份的聚會主題是「職場重尋PASSION」，

由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的項目經理黃讚雄先生

分享。黃先生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這批生活在

香港的俗世聖徒，既要搵食，又要兼顧實踐使命

人生，被夾在現實困境和偉大召命之間的窄縫，

以離地的心境在現實中求存，其實很為難。

拆局與出路

打工一族的常態是又窮又忙，加上沉悶或刻板的

工作和環境，持續現實的磨蝕，有時叫人想到何

謂「鹹魚人生」。要解

開這個迷思，其中一個

出路是理解到召命是個

人化的，各人當忠心

地盡本份和回應，持

續不斷地呼求上帝的

憐憫和一步一步的

帶領，讓最終價值

浮現。在等待過程

中，弟兄姐妹的同行與真情，也

是一個有力的「救生圈」。

期望以上兩個聚會可以幫助弟兄姐妹整理思緒，

多角度地理解現實的處境，為困境重新定義，抖

下氣之後重新上路。



劉智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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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要從《沉默》這部電影開始。

	 「宣教」二字對我這「信二代」來說一向		

不陌生，但正因為耳熟能詳，反而沒有意欲去

探究。是《沉默》這齣電影使我真正關注起

「宣教」的題目。影片講述17世紀日本禁教

期間，耶穌會傳教士所面對的逼害。最讓

我震撼的，是傳教士在種種掙扎下，至終

守住信念的那份堅持。	

	 5月底的時候，我和大學團契的團友

到柬埔寨參加體驗

團。這是我第一

次參加訪宣，

過程中我反省

了很多自己

對宣教的誤

解。比方說，我一直

覺得，服侍的前題，

是自己有餘—自己有

多，於是拿出來和缺

乏的人分享。然而行

程卻安排我們甫到埗便到「犯

罪博物館」參觀，讓我深切地意識到，在我們要

服侍的對象心靈裡，存留著這樣一道傷痕，我因

而意會到，在服侍之先，我必須對當地人有所

認識，這樣我才能以憐憫，而不是施捨的態

度進到那些孤兒、露宿者等的中間。這次訪

宣也讓我意識到自己在陌生環境中原來相當慢

熱。在服侍的過程中，每每都是孩子們先主動

拉近和我的距離，而我是被他們直率的表達融

化了才慢慢學起主動破冰的功課。	

	 回港後，我在6月參加了由「香港差傳事工

聯會」主辦的青年宣教大會，並因而有機會和幾

位宣教士對談。他們讓我明白到，宣教士除了宣

講福音，更要在群體中默默服侍，與他們一同經

歷苦與樂，藉由在生活的點滴活出信仰，再而感

動他們認識耶穌。在分組的時候，其他堂會的肢

體所流露出來的那份對宣教的熱情也感動了我，

激勵我繼續在宣教的事上尋求上主的心意。

	 之後，我發現在禱告尋求的同時更有必要有

系統地了解宣教。於是，我報讀了以

宣教為主題的主日

學課程—「挑戰

視野」。從宣教的

聖經基礎，到宣教

的歷史，進而到宣教

與文化的關係……，

讓我更清楚宣教對基

督徒的重要—宣教應

與生活結合，宣教要建

基於與基督同行的生活

之上。換句話說，為宣教

作裝備不限於學習外語、

了解當地文化，或者參加短宣；與主親近，在生

活各個層面與主偕行，也是在為宣教打好根基。

借用劉教師的話：如果連自己都不熟悉自己的

信仰，又談何與人分享呢？

願共勉之！

宣教初體驗：一切從《沉默》開始



林靜姊妹

   2017 YoUnited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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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藍‧JUMP	(ComPass)」

Yo
Un
ite
d

「子」代表神的兒子，即主耶穌。希望營友認識耶穌，學像耶穌，並學習當個
稱職的「神的兒女」，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
「藍」代表藍圖。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其獨特的計劃。我們需要多方面配合，
其中最重要的，是跟從神的帶領，運用個人恩賜和性格，在已安排好的藍圖中
作正確決定，並在別人的藍圖中發揮作用。
「JUMP」有數個意思：
‧跳出舒適圈—面對逆境，讓自己成長
‧躍進—在各方面不斷增值自己	 	
‧「密密斟」—與人溝通，建立良好關係，達成共識，幫助教會團結
‧「斟茶遞水」—不計付出，彼此服事
英文主題	ComPass，分為兩部分：
“Com”—commit（投入、承諾）、communicate（溝通）和compromise（妥協）；
“Pass”—	在神的帶領下共渡艱難

我不是第一次協助籌劃營會，但即使有經驗，

今年籌劃起來仍感困難重重。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是我自覺應付不了「營主任」的責任。我是

個粗心、懶散，又不太喜歡承擔的人，擔心籌

備工作會佔去對我來說很重要的，「hea」的時

間；亦怕自己的大意會造成錯漏。我多次禱告，

希望不用承擔這個崗位，但得到的卻是更清晰的

提醒：我負責的部份是跳出舒適圈，如果我自己

都不願嘗試，又哪來資格提醒別人？

	 除了責任感的掙扎，周遭的人與

事也增加了籌備

工作的難度。今年籌委人數不多，大部份都正

面對人生的轉變：有要進入職場的、有將升讀大

學的、有需較前投放更多時間照顧家人的……，

加上籌劃工作開始得比往年遲，沒時間跟進每

個細節，大家都擔心未能順利帶出信息，又或是

未能令營友投入。但感謝神，儘管我們做得不

完美，甚至有錯漏，亦有因身體不適而情緒起

伏，但營友的包容和諒解令營會整體氣氛良好，

營友也很享受和投入。可見只要將一切交託神，

祂必看顧帶領。	

	 營會最後一天有分享環節，依過去經驗，

就算積極邀請，也有營友會因害羞而婉拒分

享。但今年竟然所有人都開聲分享，讓我感

受到神真的在作工，是祂建立了這班年青人

的互信和勇氣，以至他們敢於與人分享自

己的想法。

		 最後，在此要感謝各籌委、導師，以

及組長們無條件的付出，相信他們也像

我一樣感到充實，以及在過程中更加經

歷神。也盼望營友們能記著營會裡所經

歷的，在生活中更深刻地體會神的帶領。

營主任的心底話

開會禮的敬拜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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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神引領我第一次當上教會營會的籌委和

組長。從籌備到執行，整個過程百味紛陳，但最

終也堅固了我在信仰上的「子藍Jump」。

	 在籌備方面，我主要負責「藍」的部分，即

如何讓神繪畫我們人生的藍圖。構思活動的過程

挺不容易的，首先是生涯規劃和自我管理等課題

本身對中學生（尤其是初中生）較複雜和抽象，

很難用活動帶出信息。其次是我作為升大二的學

生也面臨許多人生決定，自己也在學習「藍」的

功課。Year 2要住宿舍嗎？是選擇要「爆4」才能

參加的exchange還是留點時間做其他事？我在

用甚麼標準選擇呢，是個人得益還是神的指引？

感恩神教會了我不斷祈禱和反思，向神清空自

己，把生命主權交給賜生命的神；神也為我們賜

下「好橋」，我也更懂得把人生方向和個人的發

展交給全能的神。

	 在執行的過程中，最深刻的一定是「從心

合一」的體會。營會最特別之處，是「乾柴烈火

式」讓一群人一起相處。經過3日2夜，營友之間

的了解增加很多。我發現大家對身邊的事情都有

一些想法，也有一定的主見，雖然未必每個人都

很清楚要把這一切發揮在何處，但感恩神賜給每

個人獨特的恩賜。更感恩的是見到大家的投入和

主動，幫忙領詩、搬櫈、也願意多講早晨和不好

意思。教會裡，每人性格特質各有不同，也不會

人人都能合作無間或者與每個人做上摯友；但不

同的人和群體在神的帶領下竟能有著同樣心意、

同樣目標，這份「多元」不但維持了教會的運

作，更彰顯了神的奇妙。

	 縱觀整個營會，全是恩典。感恩神在營會的

一切帶領，希望下次再有機會時，能接觸更多未

信者。

周頌恩姊妹子藍Jump營會感想

Yo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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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他們嗎?	請在禱告中紀念他們在真道中成長

同心敬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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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培育資源中心的家長和小朋友都稱呼我

Catherine。我信主十七年，過往是在商業機構工

作，每天為業績辛勤工作，從沒想過有一天會離

開崗位，走到神學院去修讀課程，然後在今天，

來到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生命培育資源中心擔任中

心幹事。

數年前，一位好友經歷丈夫及子女離世，我陪著

她走過那段傷痛的日子。為了能更好地支援她，

我在神的帶領下進到伯特利神學院修讀輔導課

程。而就在我修讀期間，我的肩頸出現了問題，

需要向公司申請休假。朋友的遭遇，加上自己身

體出現狀況，讓我意識到生命的價值與脆弱，也

看到上帝的恩典。人生並非沒有困難，但我們要

在困難中看到上帝的恩典。我開始思想是否要繼

續過往的生活。在與丈夫商討後，最終決定由文

憑課程轉為全日制學位課程，修讀基督教教育及

輔導。

在我即將完成課程期間，剛好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招聘幹事。我經過面試後獲得取錄。由於我當時

仍未畢業，故開始是以兼職身份受聘，後來才轉

為正職。工作之初，我原以為幹事負責的，只是

一般文職，但神卻給我機會，讓我將在輔導課程

中所學到的，應用到工作上。

我開始在中心工作的時間，剛好是中心開展SEN

事工的時候。除了要負責一些聯絡及宣傳工作

外，我也會在家長小組中教授手工藝，因此有機

會聽到家長們訴說自己孩子的問題。其實要坦然

面對自己軟弱的一面，一點也不容易，然而，神

藉著家長間的互助互勉，讓他們經歷基督的愛，

撫平他們心中的傷口；而我亦有機會將所學到的

輔導技巧，用在關心這些心靈疲乏的家長身上。	

我在中心工作後，感受到SEN事工就像是中心的

一扇窗口，可以讓人透過這窗口認識神。願神賜

福中心的事工，讓中心發揮更大果效。也願神幫

助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帶領我在中心的工作，

阿們！

陳玉儀姊妹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幹事

願神幫助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11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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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結威弟兄

生命之道課程
給我的提醒

12

感謝神讓孩子能參加「生命之道」課程，經歷了

3季，有苦有樂，生命的改變可分為三部份：

‧學懂在患難中靠著禱告去忍耐和等候神的

拯救！讀到神用大雨滅世，挪亞一家在不見天日

的方舟裡，不知雨甚麼時候停，水甚麼時侯退，

糧食甚麼時候盡，可做的就只有靠著對神的信

心等候神的拯救。我在該季期間因病對前景感到

沮喪，所以感受特別深刻。

‧明白要敬畏耶和華。當我讀到耶和華創造天地

萬物，以及祂對其子民的忍耐和拯救，叫我如何

不敬愛祂！然而，當我讀到耶和華對罪的審判

和對聖潔與獻祭等嚴格的要求時，又不免油然生

出畏懼之心！故此要因著敬愛神，不做祂不喜悅

的事，向著成聖的目標徐徐而行。

‧因著「生命之道」課程，在屬靈生活中多了同

行者，各弟兄姊妹對神的話語多了討論，追求真

理的心比從前活潑多了，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

同感。

大家平時讀經可能會忽略某些經卷，「生命之道」

查經課程正好能填補這方面的不足。

我隨著「生命之道」的課程查考了《利未記》，

這才留意到原來大部份內容是神自己的說話。

神仔細地指示以色列人獻祭的每個步驟。祂著重

禮儀，各人有切合其身份的責任。祂看重獻祭者

的內心，也在乎人透過行動表達對祂的敬畏。

獻上的祭牲要沒有殘疾、要潔淨。今天我們雖不

以牛、羊、鳥類為供物，但仍是要透過奉獻表達

對神的降服及感恩。	

老師的分享有很多提醒，其中很深刻的是：無論

教會有沒有需要，信徒都應該盡上奉獻的本份，

並要到神的殿去敬拜祂，親自將禮物獻呈。教會

方面，則不應只著眼於呼籲會友奉獻，更要關心

會友本身與神的關係。神對奉獻者也有很全面的

照顧，富者獻牛，貧者可獻斑鳩、鶵鴿，各人可

按能力奉獻，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過往我沒有好好管理神所賜的，但神透過《利未

記》，以及我在財政部的事奉，讓我反省自己的

理財方式，領會到縱使盡了責任奉獻和事奉，神

也不一定悅納。感謝神，現在我已認識到要審慎

運用金錢及節制自己！

另外，阿倫兩個兒子於祭司就職禮後因獻凡火而

遭神擊殺的事，亦提醒我檢視自己事奉的動機和

態度，在羨慕聖工的同時，要保持與神有親密的

關係，存謙卑的心與神同工，以致更明白主的旨

意，免得憑己意事奉而冒犯了神，求主憐憫！	

沈詩婷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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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的真理對今天的信徒仍然非常重要。

就敬拜為例，有下列的提醒：

1. 分別為聖

昔日以色列人獻祭要把祭牲牽到會幕，按手其

上，親自屠宰。現今的崇拜是否缺乏了這份身心

投入的預備？再讀第八章祭司受膏的每一個程

序，我們參與敬拜與事奉，沒有這些禮節，但讀

《利未記》提醒：靠主耶穌，全然潔淨，聽主的

聲音，手作主工，走在主道，為主而活！

2. 痛思己過

在一年一次的贖罪日中，祭司穿著素服為自己、

為民眾獻上贖罪祭。各人必須停止工作，刻苦己

心。過程嚴肅、沉重。我有主耶穌一次獻上，永

遠代贖，豈可輕蔑救恩，忘記認罪？！

3. 全然奉獻

上主曉喻摩西獻祭的條例正是糧食缺乏的歲

月。“燔祭”是要把整隻沒有殘疾的祭牲全燒在

壇上。在生活豐足的日子，我當如何為主奉獻我

的金錢、時間、力量、才幹，甚至生活的每一個

環節？

4. 分享喜樂

平安祭存著要獻祭者與祭司以及其他人一起享用

食物的含意。這改變了我對聚餐的看法。原來上

主的心意，不但要我們向祂常存感恩，也喜悅我

們與牧者、弟兄姊妹一起享受祂的恩典。

細讀《利未記》時，領會上主訂定這些規條的用

意不是要勞役或規限我們，乃是期望我們在祂所

定的日子，進入祂的安息，讓我們在祂的愛中重

新得力；在返回生活中的群體時，實踐愛人如己

（利19章）。

利純慧執事

蔡國聰弟兄

讀了幾十年聖經，有一刻以為自己知道很多，但

上完「生命之道」的課程才明白自己不過是井底

之蛙。

多謝老師的講解，使我對經文有進一步的了解

和全新的看見，獲益不淺。最重要的是將「生命

之道」所學到的真理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我們蒙

召為神子民，並非只在主日學參與敬拜事奉，而

是每一天的行事為人都要與蒙召的恩相稱，榮神

益人。

學習「生命之道」以來，最大得著是在事奉方

面。先前覺得自己年紀漸長，體力下降，或需減

少事奉。但原來事奉不是倚靠勢力、才能，乃是

要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

之
道



14

今年夏天沙田堂籌組了兩支訪宣隊伍，分別到台

灣及金邊。

	 台灣訪宣地點在台東布農族農場，希望透過

與原住民一起工作，認識他們的生活文化，同時

亦與在當地參與志願工作的大學生作文化交流。

	 金邊訪宣團則是與東涌靈糧堂、靈糧堂怡文

中學及靈光堂，到柬埔寨金邊華人宣道會小學，

為該校小二至小六的學生舉辦英語日營。

以下是部份訪宣成員的分享.....

黎浩謙弟兄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訪宣活動，也是第一次踏足

台灣，所以比較緊張。記得飛機準備到達高雄機

場時，由於颱風關係，飛機搖擺得好像要墜毀，

我不斷祈禱，求主賜予我平安。感謝主，我們順

利降落高雄機場。

	 我在布農族農場的職責是園藝服務，期間接

觸到一位園藝老師。這位老師

沒有信仰。有一次，他主動

問我：「你有信仰沒有？」

我說我是基督徒。

這時，老師就和我展開關

於生與死的探討。他主

張人在死前一刻如果

想到了地獄，他死後

便會到地獄；如果

想到天堂，死後便

會到天堂。我亦

和他分享了自己

對生死的看法，雖然他未

有相信，我仍祈求神，盼望有一天

他會接受基督成為他的救主。

	 我們亦參與了原住民部落的主日崇拜及兒童

主日學，這對於不太會說國語的我，絕對是一項

挑戰。感謝主，雖然過程中我感到緊張，但最後

仍在弟兄姊妹的協助下順利完成。願榮耀頌讚歸

於主。

洪同欣堂委

2016年，金邊喜樂學校在翁競華牧師的鼓勵下，

派了主任傳道及校長等來港，參觀靈糧堂各校，

了解以基督教價值觀辦學的成果，深受感動，回

去後，邀請我們今夏前往喜樂學校，為學生辨英

語及性格塑造營會，透過一星期的相處，生命

影響生命及口傳，把福音的種子撒在一衆孩子的

心田。這次短宣誠屬承先之旅，啟了以後按年，

按他們的需要，按我們的能力，服事柬埔寨中上

家庭的福音教育事工。

黃瑞祥堂委

這次服待中，我和何師母一同教授5位小三同學

英語，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小朋友在愉快的氣氛

中學習。我和師母也用5色珠向他們解釋耶穌的

救恩，他們都認真考慮並接受。感謝天父，讓我

能於你的大使命中有份。行程中，最觸動我的是

小朋友們燦爛、天真的笑容；最令我振奮的是他

們憑着單純的信心接受主耶穌；最令我痛心的是

得知當地很多年輕父母及老師，因內戰而失去雙

親、師長，導致他們成長中得不到愛及教導，現

在亦不懂如何去教導及愛護自己的下一代。求天

父憐憫這個國家，興起更多宣教士及信徒去關愛

他們，帶領他們走出戰火的陰霾。主阿，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

沙田堂訪宣隊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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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林潤華師母

當地的老師，由於薪酬未能應付生活所需，他們

便實行「明撈」—上課時，馬虎教學，課後就開

班補習收取學費。對於肯付費補習的學生，老師

會給予高分；相反沒有跟老師補習的學生，分數

就會被調低。這些扭曲的價值觀，令人心酸。此

外，歷史上的大屠殺亦讓很多家庭支離破碎，後

遺症已然出現，令人痛心！

	 柬埔寨的人需要福音。沙田堂未來可否定期

前往服侍當地的學生，讓他們得聽福音，成為主

的門徒？求主賜我們異象，也激勵弟兄

姊妹。	

馮安祈姊妹

我在這次行程的角色是半領半

隨者，感謝主賜我這角色。我

很微小，唯天父使用，使衪得榮

耀。旅程中，曾有過一刻失落。

晚上禱告時，聖靈提醒我專心仰

望神，只要行走衪所吩咐的就可以

了。求天父親自招聚衪所愛的小孩

來認識衪。我們不是去娛樂當地小朋

友，亦不是要教他們多厲害的英文。	

我們要做的，是向他們宣講神的愛。

主說：「跟隨我！」

	 來自不同教會、不同背景的信徒，聚在一

起，學習彼此配搭，彼此激勵。彷彿宣教工場的

縮影，是一次很好的經歷。

何強輝牧師

這是我在兩年裡第四次到金邊。這次沒有探訪孤

兒院、愛滋病兒童等，而是接觸了一班來自中上

家庭的學生。他們需要福音。行程中接觸了幾位

宣教士，他們幾十年來盡心事主，教人感動。又

看見年青的神學生畢業後因生活問題勉力帶職

事奉，仍帶著喜樂教導學生。		

	 行程的每日靈修主題—「基督香氣」、「你

們要去」、「對靈魂負擔」、「平安福音鞋」、「只

傳耶穌」、「等候邀請」、「使命感」—成為我們

在服侍上的力量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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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在「葵福」事奉以來，便一直發展家長福

音工作。最初是在總堂的推介下，以「親子教育

課程」開始，結果不少家長透過這事工信主，且繼

續參與教會聚會。感謝神讓我們選對了方向！

（今年九月中我們再次開設「親子教育課程」，

時間是星期日的早上十時，敬請留意！）

過去兩年，我們分別在教會內及附近小學開

辦「家長英文班」，以「英語」分享聖經、分享

信仰，效果顯著。於是我們於去年底再增設了

「周四家長小組」，對象為我們曾接觸過的家

長，相關的Whatsapp群組目前已加入了超過70

位成員。

你可能會問，這些家長福音工作成效到底如何？

我們可有為決志信主的家長提供進一步的栽

培？我們是如何牧養

他們？感謝神，祂憐

憫「葵福」，帶領我們

在剛過去的七月，正

式成立「家長團契」！

「家長團契」的成員是

一班已經信主、已經完

成或正在進行個人栽培

的家長。我們希望藉此

建立他們的靈命、凝聚他們、培育他們愛教會的

心。「家長團契」每月聚會三次，內容以查經、

分享、代求為主，聯誼、交流為輔助。目前平均

出席人數約五位。

從過去幾次聚

會所見，大家都積極投入，無論

是查經、分享，或者彼此代求，總是充滿感恩和

歡樂。家長們會分享自己在生活中如何經歷神的

帶領、如何為福音作見證等，亦會分享信仰上的

掙扎或疑問。初信的道路，時而平坦、時而崎

嶇，但互相同行支持又是另一幅美麗的圖畫；更

難得是看見大家的主動及認真！

成長的路各有不同，但我們有

著同一使命、同一信念、及同

一位上帝。深願「家長團契」

成為這些家長信仰路上新的

里程、人生中新的一頁，當

中有上帝及教會肢體相伴偕

行。歡迎更多的你和妳加入

這團契大家庭，期待上帝在

我們中間繼續作成祂的工、成就祂的美意。

周健輝牧師

家長事工
新一頁！

「家長團契」逢每月第一、二、三周的周五下午

3:30-5:30@「葵福活動中心」舉行。有意參加的

肢體，請與劉姑娘或周牧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