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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恩德牧師
「...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一個簡單的問題，中文新、舊約聖經最後的字句是

什麼？最初的字句又是什麼？

 2018年是本堂創堂八十周年。一般而言，八

十歲的身體會出現一些老態：行動緩慢、反應遲

鈍，生理機能退化；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會否有此

現象？答案是二千多年來，教會不但沒有退化、萎

縮，反而是日益壯大，因為連於那位永遠的元首耶

穌基督。那麼個別的堂會又如何？我們要如何保持

歷久常新的生命力？

 2018年1月底，本堂十一位弟兄姊妹及教師參

加了由華福會主辦，稱為「新酒、新皮袋：國際青

年「使命門徒」之培訓營會。出營後，在2月7日的

周三晚上祈禱會中，他們分享了在營會中的領受：

那是一個「不一樣」的營會，他們不但在知識和悟

性上受到宣教士的見證所啟發，內心亦被觸動，願

意「起來」， 立志作主的門徒。

 昔日願意跟從耶穌的門徒們，在蒙召之時，都曾

撇下所有跟從主，然而，在主被賣的那一夜，在客

西馬尼園中，他們卻因憂慮、重擔、罪惡等之困擾

而疲倦、困惑，甚至睡着了。他們在外有誘惑，內

有私慾的情況下，背叛的背叛，乏力的乏力，憑血氣

的憑血氣行事；只有一位始終秉著「起初的愛」跟

隨耶穌，因他是耶穌所愛的（約13：23）。眼見門徒

睏倦、疲乏，教會的元首耶穌向他們提出了一句忠

告：「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是次入營的弟兄姊妹，在入營前都找了兩至三

位弟兄姊妹作禱伴，為他們禱告。弟兄姊妹的代禱，

以及營會中的見證、信息，讓入營的人得着更新，得

著能力，以致能夠回應主的大使命，說：「起」來，

我們走罷...... （可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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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意義
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崇拜」就是每逢星期日，一班

信耶穌的人，在各處稱為「教會」的建築物或單位

內，進行集體唱詩、讀經、聽道、守聖餐等活動。

由於大部份「崇拜」都是在星期日舉行，故又稱為主

日崇拜；若是在周六舉行，則稱之為「周六崇拜」。 

  究竟「崇拜」是否只限在主日、周六甚或周五

舉行呢？是否一定要在教會內進行？若是在其他日

子，或在「教會」以外的地方舉行，那是否仍稱得

上是崇拜呢？

  其實「教會」真正指的，並不是具體的敬拜

場所。原來，當一群屬神的兒女聚在一起，向神

敬拜，讓一舉一動反映他們對神的順服，這就是教

會。這原是神創造人的主要目的：榮耀神，並享受

祂的同在。創造天地的主沒有任何缺乏，祂是完全

的「自我足夠」，因此並不「需要」人的稱讚。祂

只是按祂的本性讓祂的榮耀彰顯出來。

  傳統教會一般把主日，即星期日（就是記念主

耶穌復活的日子），分別出來，用作親近神、敬拜

神，透過理性、感性、意志及行動，藉禮儀表達我

們跟上主相遇，並讓基督進入我們生命的經驗。神

希望信徒一起聚集讚美祂，這既是向世人的見證，

也是神的心意（啟7:9-12），因為，崇拜的對象，不

是會眾，不是台上供職的人，乃是神自己。詩人在詩

篇九十六8說：「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

祂，拿供物來進入祂的院宇。」主耶穌也曾對撒旦

宣告：「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因此，我們

參與崇拜，既要帶著喜樂，更要讓身心作好準備，以

恭敬的心去朝見神（出19:5-6）；絕不能像出席娛樂

聚會般，以滿足自己為目的。誠如主耶穌所說：「要

用心靈及誠實」來敬拜神，意思就是要以感性及悟

性來敬拜祂。

  此外，對神的敬拜亦不限於主日，更不是只有

在禮拜堂內才可進行。真正的敬拜其實是信徒生命

的自然流露，是我們生活的必然經歷，是理所當然

的事奉（羅12:1）。換言之，我們理應每天以敬拜神

的心生活，不管是在職場，在學校，抑或在家中。

敬拜乃生活的事奉，因為「敬拜」跟「事奉」，在希

臘文的字義上沒有大的分別。

 「我們若沒有為神的崇高、榮耀、偉大感到著迷

Fascinated，我們就仍未懂得敬拜。」~陶恕

呂君望牧師 粵顏喜賢長老

關於粵曲小組
筆者本來對粵曲毫無好感或興趣，但數年前有機

會參加一場福音粵曲佈道會，由粵劇名伶紅虹小姐

主唱，自此便對福音粵曲留下深刻印象。原來福音

粵曲用的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粵曲調子，因此很容

易為一般長者受落，難怪可以發展成一種傳福音的

媒介！

 後來我發現，原來本堂有不少長者都喜歡唱粵

曲，他們不單會一起操曲或結伴欣賞粵劇，部份更

拜師學藝，非常認真！筆者於是興起了在教會發展

福音粵曲小組的念頭，一方面希望藉粵曲凝聚一班

長者，包括那些初到教會的新朋友們，希望著與他

們建立友誼，再而鼓勵他們參加各個長青團契；而

如果福音粵曲小組順利成立的話，還可以成為教會

接觸未信朋友的渠道。

 感恩這個構思得到大家正面的回應，小組

終於在2017年成立，並蒙神恩典，邀得羅厚德

先生擔任導師。在羅老師師的悉心教導下，小組

成員不單漸漸掌握音準和節奏，更在過程中學

習了很多具有福音真理的曲目，如：《與主同行》，

《濃情主恩深》，《珍珠頌》，《主恩福伴隨》等。 

 小組成立至今

8個月，平均出席

人數18人。除了認

真練習外，我們也

出 席 不 同 的 活 動 ，

如在教會的敬老聚餐

上演出、在生命資源培育

中心的安排下，探訪老人院，

又出席會友的安息聚會等，透過這些活動，學員有

機會親身體驗到佈道、關顧等事奉的樂趣和意義，

比方，當學員看見一些不識字的長者可以透過福音

粵曲聽到耶穌愛世人的信息時，自己的內心也雀躍

無比。

 願神保守帶領此事工的發展，使用我們成為使

別人得福的器皿，願榮耀歸主名。

曲

導師羅厚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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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茵姑娘

2002年，我第一次參與短宣，神開拓了我對宣教的

眼界，我發現原來每一個人都應該宣教，於是我繼

續參與海外短期服侍。之後每年大學的暑假我都前

往東南亞某國家的鄉村教會作短宣體驗，為期一至

三個月不等。那時我的呼召是當一位老師，去貧窮

及缺乏教育的地方宣教。

 我完成會計學學位後繼續修讀教師課程，當時

神向我發出一個新挑戰：要在商科專業上裝備，為

日後教學作好預備。於是，我在畢業後便在審計業

工作了幾年，累積實戰經驗，之後才轉去當中學老

師，我發現自己十分喜愛教學工作。

 2011年，神讓我有機會到西非作兩年的短期宣

教服侍。這兩年的體驗讓我更確定神給我一顆宣教

心，祂亦賜給我適應跨文化生活的恩賜。而在西非

的學校場景裡，我看到自己缺乏神學的裝備、欠缺

講道的信心和牧養的概念。感謝主讓我在2014年入

讀建道神學院，接受全時間神學裝備和實習，甚願

能夠在事奉路上走得更久、更長遠。

 在2016年的暑期期間，透過建道神學院的安

排，我去了西印度洋的兩個島嶼—馬達加斯加和留

尼旺牧職實習兩個月，在實習期間我對馬達加斯加

的大學生福音工作十分有感動，希望能夠進入他們

當中做信仰培育。

在馬島的看見與感受

記得我踏進馬島時正值當地的冬天，我的第一個感

受是：這裡藍天白雲，天氣涼爽。在離開機場的路

上，我覺得四周的環境與我以前服侍的西非國家

相似，可能更落後一點。在首都，很多路面凹凸不

平，車輛都不能開得快；建築物也是殘殘破破的；

很多居民住在路邊的破屋和骯髒的河邊，衣服就鋪

在路邊晾曬。這個國家其實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及

動植物品種，但為何仍然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呢﹖當中很關鍵的是政府的政策不善以及資源分配

不當的問題。

 在實習期間，我認識了不少馬島的青年人。馬

島的「京城幸福家庭服務中心」對面是一間公立大

學，宣教士透過舉辦英語營接觸馬島的大學生，參

加人數有百多人，其中有部份學生願意進一步參加

教會的查經班及栽培小組。我在營中見到的學生，

大都表現積極和專注，令我十分欣賞。

 有一天，當我跟著宣教士於早上六時多在大

學的校園跑步時，我看見很多大學生在課室門口

排隊。後來我參觀了這些課室，發現裡面的設備

都只有一塊黑板；換句話說，課室就算可以容納幾

百人，能夠看得清楚黑板上的字，又聽得到老師講

解的，就只有坐在前面兩三排的學生而已。我恍然

大悟，明白學生們為何那麼早便在課室門口排隊。

原來他們是要爭取坐在較前的位置。在教會的英語

營中，學生也是專注學習和盡力參與，我被這些珍

惜學習機會的年青人觸動了。

參與生命的工程 

馬島的大學生都面對著社會上的不公與挑戰，由於

當地的貪污情況嚴重，不少人會「付錢」購買公開

試試卷以取得入讀大學的門路；又或是在應考專業

試時，靠付錢去奪取好成績，而取得好成績的話，

便有較大機會獲取錄入政府部門工作。有些基督徒

大學生，知道這種做法不討神喜悅，便堅決不以這

種方式應考，情願將一切交給上帝帶領。

 我相信這些努力的大學生是馬島未來的希望，

然而，在社會不公義的環境下，唯有認識上帝，他

們的生命才會獲得真正的改變。我有感動進到他們

當中去做學生信仰培育工作，盼望馬島的青年人能

夠在信仰、價值觀和道德上有良好的培育，並靠著

主在充滿挑戰的國家中站立得穩，成為美好的見證

及榜樣。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醒。」(篇127：1)

註：

張佩茵姊妹曾於2016年在本堂實習。現已修畢神學課程，

並於2018年2月11日由中華宣道會粉嶺堂差遣，2月27日

正式出發，前往馬達加斯加宣教。本堂宣教部開設了一個

「關心佩茵宣教士」whatsapp群組，弟兄姊妹若有興趣加

入，請聯絡李志偉執事或蔡恩妍姊妹。

踏上宣教之路—

  蒙召作宣教士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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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樑、楊嘉汶夫婦

復活節，一個基督教重要的節期，我們會帶著沉重

的心情紀念主耶穌受死受難，然後又一起歡天喜地

的迎接代表著主基督榮耀的復活日！不過對孩子而

言，復活節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是兩星期的假期

嗎？七歲的孩子能夠思考到箇中的神學意義嗎？當

特刊小組邀請大兒子樂樂分享受難節和復活節的意

義時，這像是我們作父母的一個中期考試。

 我們首先問他，當思想到這兩個節期時，他想

到甚麼畫面，原來在樂樂心中，這天沒有愁雲，沒

有慘霧，他的復活節就只有喜樂，是一個在陽光普

照的朗日下，主耶穌留下尊貴的紫袍，大地一起慶

祝“HE IS RISEN” (衪已復活)。我們再問他復活節是

甚麼？他這樣寫：

Easter means Jesus is alive from death. 

God has power and he loves us. He sent his 

only son to save our sin. Today, we are the 

new creation and Jesus wants us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who do not believe in him.

 最後，當我們問樂樂，耶穌復活使他想起哪句

聖經章節，他就以SPARKS的營金句（約3:16）回應

我們，他解釋，耶穌復活是神對我們的大愛，是當

我們還作罪人時，衪將獨生兒子賜給我們，使我們

罪得赦免。樂樂更明白神給我們的大使命，是在領

受福氣之餘，亦要努力傳揚福音，使多人得救。

 感謝主，我倆的中期考試，算是合格過關吧！

 我們夫婦二人在兩個孩子還在母腹時，已立志

要以聖經真理教導他們。除了一家每星期上教會、

祈禱、bedtime Bible stories外，我們每天早上，會

有親子靈修時間，週末家庭崇拜等。我們不希望只

做個周日信徒，而要生活每時每刻以主居首位，相

信孩子這樣才能在沉淪的世界裡，以真理站穩，有

主光引路。

 榮耀歸我父我神，孩子能自小認識真理，明白

神的大愛。我深信有天父伴他成長的旅途，在順境

時，他能「謙」卑，在逆境時，亦能以神為「樂」。 

願神繼續賜我倆智慧，陪伴孩子有智慧地成長。

小朋友心中
           耶穌的受難和復活

諾晞現在在基督教幼稚園上學，因此可以在學校及

教會聽到聖經故事。

一天，她拿著繩子找我，然後，我們父女倆便有了

以下一段對話：

諾晞：Daddy，鞭係點樣鞭?

我 ：咩鞭？

諾晞：耶穌比人鞭。

我 ：哦，你試下好大力用繩打落張梳化。

拍！拍！拍！

我 ：係咪好大聲？

諾晞：係！

我 ：係咪會好痛？

點頭。

我 ：但係用嚟打耶穌嘅鞭係有勾！

諾晞：（扮痛苦樣）咁耶穌咪超痛！

我 ：咁佢係咪好曳？……

（再加一輪解釋……）

「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

卻以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

得醫治。」（賽 53:4-5）

盼望諾晞能深刻認識耶穌為你、為我、為她所作的

一切。

鄭泳衡執事

耶穌被釘十架，
各人樣子不開心

各人到耶穌的墓，
發現耶穌身體不見了，
表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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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培鏗教師

我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長大，但父母卻把我送進一

所基督教學校就讀，讓我從小就接觸聖經中所描述

的那位造物主，到我中五決志後，我才意識到恩

典一直伴隨著我，成長路亦十分順暢平坦：中學畢

業、入讀理想的建築系、移民、大學畢業、進入職

場，這一切就像老早已設計好的藍圖，按著上帝的

時間一步一步的實現。

2003年，當我還是個建築系的學生，上帝在一個

營會中呼召我：「人在幼年負軛，這原是好的。」

（哀3:27）上帝已把最大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恩賜給

我了，我還有甚麼可以自己留著不給主用呢？何不

趁年青，奉獻自己最精壯的年日讓主使用，那事奉

主的時間就會更長。不過最重要是︰上帝認為「這

原是好的。」可是，回應上帝踏上全職事奉之路卻

不是那麼容易，當我靜下來，內心有很多擔憂、恐

懼與徬徨通通跑了出來，質疑自己的決定與委身。

感恩的是，上帝必會完成祂所開始的工作。透過生

命極短暫且微不足道的小草，上帝提醒我：受造物

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完成創造主造他的心意。小

草雖小，卻為環境帶來氧氣；我的生命也渺小，但

願我能用我的一生去敬拜事奉祂！上帝逐步建立我

的生命，也逐步釐清我事奉祂的方向。

當身邊的家人、同事滿心以為我應該朝事業更高階

層進發，去考取建築師牌，上帝卻另有安排。日本

311海嘯喚醒了我對建築的看法，人類花大量時間所

建設的建築物能在一瞬間被摧毀，那我每天埋首在

電腦前苦幹有甚麼意義？相比起人的生命，當人信

耶穌後要得著那不會失去的生命才是永恆，與其建

設一幢幢沒有生命的建築物，倒不如建立一個個活

生生的人，把他們帶到神面前，讓他們明白生命的

意義，不是好得無比嗎？

感謝生命的主讓我能參與祂的聖工，去建立生命！

是祂首先建立我，帶領我行在祂為我設計的藍圖當

中，我現在的職業不再是建築師，而是生命建築

師。願我們每一個都被主的愛深深觸動，在不同的

崗位，建立與服侍我們身邊一個個的生命，讓人認

識這位建立人生命的主耶穌！

生命建築師

訪問陳子文弟兄
記者：李松輝弟兄

2017年11月，但以理團一班團友結伴到沖繩，期間

發生車禍。陳子文弟兄右手受傷骨折。

交通意外本來不是美好的回憶，但意外卻讓子文經

歷神的大能與眷顧。

 

「為什麼神讓車禍發生在我身上？如果我在撞車的

瞬間閃避，是不是手臂就不會出現骨折？」這是在

事發之初，在子文心中縈繞著的問題。

 

等待手術的幾天，弟兄心中難免有所憂慮。幸而手

術順利，傷口也癒合良好，未有帶來太多痛楚。交

通意外一個月後，弟兄終於拾起勇氣，找來車禍的

照片。回想當時的情境，要是當時車開得稍為快一

點，又或者相撞的位置、角度稍有偏離，相信所受

的傷，絕不只是骨折而已。神一直在保守看顧，將

傷害減至最低。

 

回顧意外後的經歷，子文亦看到神美好的安排。在

意外發生後，子文一直躊躇如何告訴父母自己遇到

車禍和受傷，沒想到母親竟然在他正要準備入醫院

接受手術當天早上到訪，讓他可以順理成章地將意

外和傷勢，以及手術的內容等一一告知。神的恩典

就是這般奇妙！

 

另外，神藉著這次意外，讓子文在母親的悉心照

料下，重溫了童年時與母親相處那種溫馨與甜蜜。

因為這次意外，子文亦獲得接近一個月的悠長「假

期」，讓他可以趁機思想人生的意義 —工作是否

佔據了自己太多時間？過去是不是忽略了家人、朋

友、團契以至教會對一個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性？

 

經歷了這次意外，子文深刻體會到原來神在他身邊

安排了很多「天使」— 但以理的團友及導師們、

他作為導師負責牧養的約書亞團弟妹和其他許多主

內的肢體。這群「天使」不論是在日本抑或在香

港，都為子文提供了許多幫助。有人陪伴他去診所

和醫院就醫；在留院期間，有人帶著日用品到醫院

探望；在出院後在家休養的日子，有人為他送上外

賣.....。另外，他還收到了教會許多弟兄姊妹，甚至

友堂肢體送來的關心和問候。這些點滴讓他暖在心

頭之餘，亦深切的感受到，這場意外讓他所經歷的

一切，全是恩典！

全是恩典

感謝神賜我賢妻及三個可愛的兒女

三年的神學裝備，
學習如何作一個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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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預備與帶領，中心於2017年獲社會福利

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耆義同行」計劃

撥款，推行「義家‧義+」計劃，於2017年12月至

2018年2月期間，一連4次探訪區內兩間私營安老

院，趁著節日，為居住院舍之長者送上關懷與祝福。

本堂共有61位弟兄姊妹參加，當中有長有幼，亦有

父母帶著子女一同參加。最年輕的義工是一位只有3

歲的小妹妹，她在探訪期間為長者們祈禱，同行的

義工都因而受到激勵。探訪中，我們與長者們一同

唱歌、玩遊戲、做手工。雖然部份長者因健康欠佳

或身體機能衰退未能作出太多回應，但我們深信，

他們都能感受到我們的關懷與問候。

透過這幾次的探訪，義工與長者們已開始建立友

誼。中心在2018年將繼續推行「義家．義+」計劃，

盼望藉由探訪把福音帶進院舍，讓更多長者，以及

院舍的工作人員得蒙主的祝福。

以下是部份義工的分享。

盼望在2018年，您也能參與其中，

一同學效基督、實踐關愛。

感謝神，讓我能參與两次院舍探訪，將主耶穌基督

的愛跟院友們分享。惟有愛心能造就人，盼望更多

弟兄姊妹能抽空參加這個活動。

~梁淑芬姊妹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類似的義工活動，感到非常開

心。義工中年紀最小的只有三歲，讓我深受感動。

這次探訪讓我明白到，主愛我的同時，亦給我機會

透過唱詩、玩遊戲，和長者們分享祂的愛。見到長

者們展開笑容，我便覺得很有義意，期待下次的探

訪活動。   

~陳慧施姊妹

通過這次活動，我明白到，從幫助人所獲得的喜悅

和滿足，是光憑想像想像不來的！

~劉欣言姊妹

義工體驗會讓你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滿足感！

~劉映彤姊妹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去到老人中心探訪，亦讓我兩個

孩子學習到甚麼是無私的奉獻。我們小小的付出，

可以帶給長者們很多的歡樂，收獲遠遠超過付出！ 

~馬朗淦弟兄

吳惠嫦姊妹
生命資源培育中心主任

「義家‧義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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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善雯姊妹

我自2001年開始參與尖沙咀總堂的崇拜及團契生

活，並於2004年受洗歸主，之後在不同崗位事奉，

包括在主日崇拜當招待員、在團契當職員，也曾參

與清遠外展及探訪等，這不單讓我累積了事奉經

驗，更擴闊了我屬靈的眼界及思維，切實地體驗

到，在事奉裡「與神同行」的重要性，也讓我思考

到何謂「合神心意」的教會。

 因著聖靈的感動，我在 2012年初次來到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當時心中有聲音對我說：

「這是你報恩的時候了！」自此，我便回應主對我

的召命，積極參與「葵福」各項外展服侍，接觸區

內不同的群體，包括基層家庭、獨居長者，以及青

少年等。每次接觸過他們，我心裡總會想：我們

要如何讓他們得著救恩，走出黑暗，活得更有盼望

呢？

 蒙神恩典，我今天當上葵福支堂的堂委，在崇

拜及兒童事工上服侍。甚願我能配合教會的發展，

為主「擺上更多」。

正如彼得前書4章10

節所說 :「各人要照所

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

家。」

葵福支堂堂委心聲

周健華弟兄

約在四年前，我在牧者的邀請下初次來到葵盛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我把車停在對面商場停車

場後便從高處環顧四周，當我看見圍繞著新界會所

的政府公屋和學校時，心中便想，這是一片何等大

的福音禾場！於是，我在聖靈的感動下加入了葵福

核心小組，成為開荒工作的先頭部隊。

 從我開始選擇在葵盛這個社區服事，彼得前

書四章10-11節這段經文，便成為我時常的提醒：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若有服事的，要按着神所賜的力量服

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因為榮耀、

權能都是祂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盼望葵盛支堂能夠按著神的心意和聖靈的帶

領，發展成一個滿有生命力的群體，在區內作鹽作

光，榮神益人，多結

果子。

 現在我擔任堂委的

職務，在基教部及外

展部事奉，心中滿是

戰兢。敬請主內肢體

為我禱告，叫我學習

如何謙卑，在社區和

教會中服事。

葵盛福音中心於2015年4月正式成立，並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作為主日崇拜
及聚會的基地，一班弟兄姊妹也積極參與社區服務，藉認識社區，建立關係，廣傳福
音。「葵福」事工蒙神帶領，聚會人數陸續增加，並於今年初，正式成為葵福支堂，
並選立了第一屆堂務委員會。以下是其中兩位堂委的心聲.....

陳國良教師
.....寫在「齊築夢 建神家」音樂晚會之後

誰的夢？那個家？
音樂晚會來賓與沙田堂弟兄姊妹合照

2018年是沙田堂踏入自治自立的里程碑，從27年前

尖沙咀堂的一個植堂決定到今天，沙田堂經歷過上

主無數的恩典，也建立了整整兩代人的屬靈生命，

為此我們要向上主獻上感恩，也要對尖沙咀堂的先

賢至敬。

 

於2018/1/20，沙田堂舉辦了「齊築夢 建神家 音樂籌

款晚會」，事實上我們不太懂得辦籌款晚會，不但因

為從未舉辦過，而且我們當時根本連一個明確的堂

址目標也沒有！但上主一直在各樣事情上為我們開

路，所以到最後我們將重點放在以詩歌、樂器與述

史，分享沙田堂的故事、異象與夢想上；最後以弟

兄姊妹的畫作與手工藝品作為義賣籌款。當晚弟兄

姊妹用心的預備，並每一位來賓對沙田堂的關愛、

支持與鼓勵，實在令人感動。

築-沙田堂的開展

建-沙田堂的經歷

夢-沙田堂的未來

 

這段時間也曾被弟兄姊妹問及，如何確定現在的購

堂計劃是神的異象，還是只是沙田堂的夢想？筆者

認為兩者皆是。筆者曾於2016年10月份的《生命

傳「信」》寫過一篇《抓緊應許》的文章，內容提

到保羅的三次宣教旅程。筆者相信保羅三次宣教旅

程絕對是上主的心意，因為是聖靈分派他們出去的

（徒13:1-3）。但事實上保羅於三次的宣教旅程中

也是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首先，第三次的宣教旅

程，實際上是保羅被押解至羅馬受審的路程。而第

二次的旅程更令人摸不著頭腦，保羅原意是探訪於

第一次旅程所建立的教會（徒15:36），但本來擬好

的路程，卻兩度被神的靈禁止（徒16:6-7），最後短

宣隊更大失預算要遠赴歐洲傳道。至於第一次的旅

程，是由巴拿巴當領隊的，所以短宣隊第一站就是

巴拿巴的家鄉塞浦路斯。雖然在人的眼中，三次旅

程都波折重重，但卻絲毫不減保羅事奉的異象與心

志，而且神的道也沒有人能禁止（徒28:30-31）。

 

沙田堂的發展絕對不是一帆風順，但這卻無損她的

異象與弟兄姐妹的心志。今天教會成熟了，要為弟

兄姊妹建立一個家，這實在是令人歡喜快樂的美

夢。而教會要建立的這個家，是始於尖沙咀堂27年

前的異象。尖沙咀堂於80年來，一直滿有異象地推

動本地福音事工，先後栽植了牛頭角、新蒲崗、迦

密村、沙田與葵福等堂會，至今六堂教牧同工，每

逢星期二早上，也會風雨不改地聚集，為彼此的堂

會需要而禱告。名為六堂，實為一家。沙田堂建立

的家，也就是尖沙咀堂的家，願我們同心協力，見

證上主奇妙的作為。



活得長壽，是不少人的心願。年青力壯時，或許沒

有為意，但隨年華老去，就發現許多心願未了，又

或者想再多活些日子，享受生命。但老還老，活

得健康是我們想望的，總沒有人願意過乾澀枯槁的

日子。

  摩西禱告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若是

強壯可到80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90:10）經歷

滄滄歲月，一個80歲的老人還有甚麼可期待？

  80年前，一班忠主的潮汕先賢不畏艱辛，來港

設立教會，讓今天我們能在這裡安舒地敬拜、追求

成長。建立教會，想必衝擊處處、困難重重。但一

代又一代過去，經歷時代的變遷，外貌制度語言思

維不知變了多少；然而沒有改變的，是愛主愛人的

心。但是既然教會看來已經建立得這樣完善，還有

甚麼能改變？教會還有發展的空間嗎？

  摩西體會到人生的不可預測，他遂向神祈求：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

著智慧的心。」（詩90:12）

  沒錯，就是因為老，就更加不能恃老賣老。藉

教會80歲的時候，我們何不反思自己屬靈生命的狀

況，和與教會的關係？以下是一個小小的檢測：

  靈裡醒覺，重新發現—你有否在教會健康成

長，領受主恩，被栽種、被扶持、被建立？

 

 

 

 

 

 

 

 

 

 

 

 

 

 

 

 

 

 

  

  立志改變，轉化生命—你有認清自己的使命，

追求過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生活嗎？

  多走一步，更新關係—你會否一同為教會的未

來發展求問上帝，願意為教會付出和建立？

  是的，教會是80歲了，但是你不是！

它能否再有成長、轉化、更新，就視乎你與我知

否著緊，是否投入，會否參與。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

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

立。」（詩90:17）

  你預備好與教會一同成長，生命改變嗎？

何詠君執事

80歲.....
是垂垂老矣，還是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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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設計概念

以數字「80」作為Logo的主體，除了代表教會今年

是80周年堂慶，「8」的形象其實是一個上下箭嘴分

別指向天與地，希望帶出從上（神）而來的蒙召和使

命，而「0」則指向右方，寓意教會的弟兄姊妹不單

留在教會，更帶著從神而來的身分和使命走

出去，實踐大使命；另外「8」也設

計成像是一間教會，下方門口是

打開的，寄望更多未信者來到

教會認識上帝，成為主的們

徒。

自我介紹

2010年12月在一位朋友帶

領下到尖潮聚會，到2012

年4月受浸加入尖潮的大家

庭，在這個家成長及學習作主

的們徒。現於香港學園傳道會全

職事奉，主要服事初職信徒。我的

嗜好包括旅行、皮革品製作、煲劇、

野餐.....

75周年堂慶之回憶

曾擔任75周年生活營的籌委，在參與的過程中深刻

感受到自己是尖潮家庭成員的一份子，很開心能在

教會75周年的慶典中有份。

堂慶主題「蒙召和使命」與我的關係

除了在教會的崇拜部服事及在學傳全職事奉外，也

參加了DRIME街頭默劇佈道隊，在街頭透過默劇

及個人佈道向途人分享福音；對於神給我的呼召和

使命，我還在不斷地探索中，不過我希望能夠以生

命影響生命，讓別人在我的生命中看見神的榮耀，

並將喜樂帶給人。

對尖潮家80歲生日之祝願

我希望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愛尖潮家，

更多年輕的弟兄姊妹被興起，一

起共建這個家。在此祝願尖沙

咀潮人生命堂繼續興盛，更

多人的生命被建立，成為

主的們徒！

譚妙芝姊妹

80周年堂慶LOGO設計
                        比賽得獎者分享

1938 年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由海防道佈道所開始

1949年 尖沙咀生命堂第一座聖堂奠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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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潮事80年~尖潮Q&A
1) 尖沙嘴潮人生命堂的初創教會『潮人禮拜堂』
在懷敦幹醫生鼓勵之下，於一九零九年在港成立。
當時懷敦幹醫生在....?....工作。
A. 汕頭市福音醫院
B. 香港律敦治醫院
C. 香港靈實醫院

2) 1941年12月1日，生命堂前身『旅港潮人中華基
督教會』把海防道佈道所改名為尖沙咀支堂。可
惜....?....日後爆發「太平洋戰事」，波及香港，令教
會聚會暫時停止。
A. 9   B. 12  C. 7

3) 本堂堂議會前身名稱為：
A. 堂務會 B. 值理會 C. 執事會

4) 本堂堂議會從哪年開始正名？
A. 1954  B. 1963  C. 1957

5) 五十年代，適逢中國時局大變，大量難民到港，
本堂為把握時機，廣傳福音，於下列哪些地點設立
佈道所？
A. 廣東道 B. 紅磡  C. 京士柏
D. 以上皆是

6) 1946年，教牧經同心禱告以及商議後決定以
「生命堂」作為香港、尖沙嘴及九龍城三堂堂會
名稱，意思是：
A. 生命是最寶貴的財產
B. 戰後能保留生命真好
C. 信耶穌最重要是有生命

7) 為配合香港當時教育需要，本堂於50及60年代
曾創辦/合辦下列哪類學校？
A. 幼稚園 B. 小學  C. 中學
D. 以上皆是

8) 現時本堂約有多少位80歲或以上的居港登記
會友？
A. 100  B. 160  C. 80

9) 本堂第一屆夏令會於....?....年舉行。
A. 1949  B. 1950  C. 1951

10) 本堂現址 (寶勒巷25號)於....?....年購入。
A. 1948  B. 1960  C. 1951

答案：
1...A  2...C 3...B 4...A 5...D
6...C  7...D 8...B 9...A 10...A

六十年代的他／她，你能認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