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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二十週年
基督教香港浸信教會服務中心 • 香港堅道50號 • 電話：2840 2788 • 傳真：2840 2798 • 教會網址： www.hkbaptistchurch.org.hk • 電郵：hkbcsc@hkbaptistchurch.org.hk
服務中心由香港浸信教會於1988年設立，其宗旨為：「透過不同的社會服務工作，以附近的居民為對象，向他們提供服務，並向他們傳揚福音，引領他們歸向基督。」

管委
的話

把握主所賜的盡心事奉祂

甄余笑玲會佐
常青團顧問

聖經舊約申命記10：12-13「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
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
回顧20多年前，看見教會一群長者和一些退休的弟兄姊妹，他們很休
閒，心想這一群都是熱愛教會的忠堅份子，我們應如何更關心他們，使他們
能享受到更多的教會生活，培養他們學習服侍他人，向別人分享神的愛？因
此向牧師提出可否每月一次為他們安排一些聚會和活動，我願意服侍他們，
負責策劃及領導。牧師同意這是屬於現稱「關顧委員會」的一項工作，教會
也特別指派游淑貞姑娘（當時的教會幹事）協助這工作。由於當時本人仍有
教職，所以每月只可抽出一個下午帶領這事工，初時聚會包括有詩歌、金
句、醫療講座、藝人見証、電影、手工藝、茶點、分組等，每年有一至二次
出外郊遊，約20–30人參加，後增加到60–70人，每月聚會兩次，不單本會
會友可參加，還吸引了一些街坊朋友。為了使這群參加的弟兄姊妹有機會學
習彼此服侍，所以成立為「常青團」。當時教會也開始重建，希望擴展更多
活動，讓人透過參加這些活動認識主，教會因而成立「服務中心」，後來更
帶領李福弟兄回來教會服待，自此引入更多多元化的活動，開展更多工作，
不單藉各聚會培養他們，也鼓勵他們去探訪其他長者、老人院、醫院、獨居
長者及向他人見證主。
在這20多年來透過服務中心所提供各項成人活動
讓他們不單身心得益，且每次浸禮都有幾位長者信
主及受浸加入教會，真的感謝主。
這些年日更讓我看到只要我們獻出愛
心，盡心去關心，服侍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
長者，便可看到他們不單樂於接受主加入教
會，更願接受栽培去關心其他的人，真的
值得我們讚美主及歌頌主，但願主挑旺更
多弟兄姊妹來把握機會和我們一起盡心去服
侍和栽培這些長者。

牧者
心聲

常青團事奉感言

范耀基

不經不覺已經在教會事奉超過八年，記得當初來時，只是在常青團契會
前查經班主領查經，並協助服務中心一些旅行出隊事工。在四年前，蒙神恩
典，主領常青團事奉。
在常青團的事奉，有悲有喜，悲的是在這些年間，一些常青團契職員，
或是甚為相熟的長者，相繼離開往天家，或是因身體健康轉壞，無法返回團
契；喜的是這些長者已經信主，並且常青團的人數，不因他們的離開而減
少，反倒從每次平均60-70人聚會，增加至70-80人聚會，這是神的恩典，也
是弟兄姊妹努力向家人和朋友傳福音的成績。而會前查經，也變成為長者受
浸加入教會的捷徑，和在受浸後於真理上受造就者的成長學習。
回顧這些年頭，也感慨良多，除了人數增加，許多長者追求真理的心實
在使我欣賞，在05年推行讀經運動，共同以「每日讀經釋義」作為長者個人
每日靈修至今，人數均在40人以上。而自07年開始，長者的短宣體驗，已達
三次之多，地點包括澳門和新加坡，並在今年九月往泰國學習和參觀教會，
每次都有二十多人參加，大部分長者也在短宣體驗期間，努力向陌生人傳福
音，他們的勇氣，和對福音的熱誠，深令我欣賞。
常青團的長者，雖然在年輕時大都不是詩班班員，聲音已遜年輕時，
但在過去參與在詩歌練習時，卻是非常投入，使我在訓練他們之餘，深感
欣慰。
在今年帶領蔡于鳳儀傳道來到在常青團事奉，增加對長者的培訓和關
懷，實在是天父對長者的一大祝福。願天父在未來日子，更加祝福常青團，
使它成為祝福教會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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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二十週年見證

李吳惠蓮

20年前，教會新堂落成，可供使用的地方倍增。為了更好地在週間運用
教會資源，我們開辦了服務中心，一方面為街坊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另方
面藉此接觸街坊，向他們傳揚福音，我也在這時被邀加入服務中心管委會的
事奉。
服務中心開始時只有一位同工，提供長者服務及為青年人設自修室。我
對長者事工沒特別負擔，但看到同工需要精神和實質工作上的支援，便開始
出席常青團每週的聚會，也在當時為長者而設的健身室幫忙。
20年來，服務中心的同工多倍增加，服務範圍不但有長者事工，亦有青
少年及家庭事工。不過，我仍主力參與長者事工。常青團的工作以前主力外
展，現在除了有不同活動吸引未信主的長者參與外，亦為已信主的長者提供
培育和學習事奉的機會。
開始出席常青團聚會時，自己仍未到40歲。許
多時會有長者問：「為甚麼你會來聚會？」轉眼
間，自己將屆花甲之年。多年來看著不少長者透
過服務中心的活動而認識基督，看著同工那份願
意委身服務長者的熱忱，叫我一直不捨得離開
這事奉岡位。原來事奉的情意結，是可以互相
感染的。當自己也成為長者的時候，開始體會，
去學習服侍人和學習接受人服侍，同樣重要。

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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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李福
服務中心主任

1990年11月，我開始戰戰兢兢地在教會擔任「服務中心主任」一職，入
職時尚是未婚，現在兩名兒子已就讀小學。那時的常青團已是非常興旺，各
人互相幫助，彼此勉勵，現在他們已踏出海外，在澳門、新加坡及泰國等地
留下福音的種子；那時的基督少年軍隊員潛能待發，現在有部份已肩負起分
隊的職責；那時家庭部稚氣未除的小孩子，現在已回來協助我們推行家庭部
的活動。歲月流逝，我卻能從我所服侍的群體找到神與我同行的印記。
回首多年的服侍，神實在彰顯祂無窮的恩典，我是一社會工作者，本想
全心發展老人的工作，但心裡仍想沾染青年人的活力，與家庭分享他們的喜
樂，在神的帶領下，現在我的工作接觸面，包括小童、家庭、青年及長者，
在服侍中感染到不同群體所散發出來的獨特生命力，是神給與我的禮物。
常言道︰「生命影響生命」，在我的工作過程中，常常能分享到不同群
體的見證，分享到家庭如何透過參與我們的活動，家庭生活得到滋潤；聽到
少年軍的隊員家長分享他們的子女藉紀律生活行為得到改善；感受到長者們
在每次短宣後分享到「生命不枉此生」的經歷；這些真實而又令人鼓舞的片
段是神給與我的祝福。
在多年的服侍，能認識及與不同部門的義工合作帶給我很大的推動力，
我認識了一群忠心又願意委身的管理委員會委員，又能與一群基督少年軍導
師長期並肩作戰，亦能與一群可愛、熱情又淘氣的長者共同開拓生命的另一
頁，而最珍惜的是幾位共事十多年的服務中心同工，教會的教牧及幹事、工
友等，我們有各自的強項，但亦有需要填補的軟弱。每當靜下來，
神都用「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
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6）成為我的激勵，是的，神將各式各樣的義工安排在
不同的需要中，為要彰顯祂的榮美，亦藉著各人的服侍，造
就有需要的人。
願以「我來了，是要叫羊（或
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約10：10）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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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楊鳳芝
意想不到的喜樂 常青部幹事

未加入服務中心之前，我是一位長者
外展工作者，穿梭在灣仔區的舊街及舊
樓當中。接觸一些在困境中，而不曉得
如何處理之長者。經過接觸後，我會
與他們面談、讓他們認識不同的社會
服務，與及轉介他們到有關的機構，使
他們的困境得到紓緩。這份工作，對於我
來說是很有滿足感的。
在教會開設怡樂坊服務時，我就加入服務中心工
作。起初很不習慣，從前可以實質幫助長者的基本生活
需要，現在只能透過一些活動滿足長者康樂上的需要，
對比上滿足感大不如前。
但經過多年的事奉，神郤是要給予我體驗到意想不
到的喜樂。在服務長者方面，藉著中心所辦的活動，會
友帶來的家人，或參加活動的街坊，都因此對教會有多
些認識。亦有部份會員，由此就展開對信仰的探求。如
鄧根、王衍文、馮黃惠儀等都是透過參加中心的活動，
再引起他們對信仰的追求。現在他們不單是會友，還是
教會的忠心義工！
此外，還記得有一對長者夫婦，參加常青團活動
都有兩三年時間。後來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又不是「信
教」，所以就轉到別的中心去了。又過兩三年後，這對
長者夫婦又再次出現。他們今次是要求我們教他們如何
加入教會。原來他們之前到美國探訪兒女們，兒女們帶
他們返教會，讓他們再次接觸信仰，這次他們肯定了。
回港後他們就找我們問及返教會的事。這使我再次體驗
到神的確有祂的時間。我們工作的果效不是即時可以見
到成果，大多數都是要假以時日才會有收成。但亦會有
時，我們所播種的福音種子，也會在別處結出果子來！
此外，神亦讓我體驗到意想不到的喜悅，就是當上了
基督少年軍導師。當了16年導師，由初入隊我要彎下腰教
導他們（隊員），到今日他們已是虎背熊腰的站在我面前，
協肋我教導新隊員。眼看他們快高長大，還留下來承擔起
作導師的責任，當然有點覺得「老」懷安慰。
回顧多年來神的引領下，祂拓展了我的彊界。從單
一服侍長者，擴展到基督少年軍的工作。從只是協助長
者解決生活上困難，到現在不單可以讓他們認識基督，
還可以推動常青團的長者到私營安老院舍中，做關顧及
傳福音的工作。能看到初信長者們，經培訓後，為神結
出了福音果子。不只是他們感到與神同工的喜樂，對於
我來說也是一份意想不到的喜樂！

常青部「喜訊樂傳揚」小組，受訓後往私營安老院佈道

忠心
服侍

18歲的BB—香港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
周家駒／創隊隊長、現任導師
「嘩！20年啦！」當我拆開由服務中心寄來的郵件時，不自覺地大叫起來。
還記得教會開設服務中心後，有一天我收到李福主任來電（當時我們仍未認識），說他從「得力助
手」楊鳳芝姑娘的口中得知我對兒童及青少年人的工作有抱負，而服務中心當時亦正希望開展這方面的工
作。因此，我們就一拍即合。經過多次的商討後，我們決定開辦基督少年軍，藉制服隊伍的形式來吸引教
會及社區上的兒童及青少年人加入，希望能透過不同的鍛鍊來訓練他們，而當中更為重要的就是向他們傳
講神的福音，並透過導師的身體力行向這群小羊宣講神的愛。
轉眼，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己經開辦第18年了。這段日子我們都遇過不同的困難，如導師人手不
足、隊員流失，與及隊員的學業問題等，直接影響著分隊的發展。但感謝神的預備，我們都能安然渡過這
些困難，雖然它們仍然困擾著我們，但我深信神有祂的計劃，只要我們順著祂的旨意而行，最終我們都會
得到從神而來的祝福！就好像部份隊員已經受浸加入教會，與及成為分隊的導師等，都是對我個人最大的
祝福和獎賞！

羅宇齡／現任隊長
基督少年軍50分隊導師的性質是透過制服團體的模式，讓隊員學習紀律、服從、
虔誠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隊員年齡由八歲至十九歲，他們主要
來自教會會眾的子弟及附近坊眾的小朋友。
我在分隊服務了13年，在這13年事奉生涯中，我很享受，參與制服團體，是我天
生的興趣，服務和教導兒童及少年人，是神賜我的異象。但當中亦有困難處，就是要擺上
很多時間在單一的事奉上，逢週六的三個小時集隊，復活節、暑假、聖誕節的戶外訓練營期，還有其他額
外訓練，都使導師們付上很多的時間，這亦是分隊在招募導師上的困難。當看見隊員在參加基督少年軍
後，行為上有很大的轉變，某些隊員在信仰上的追求認真態度，他們對神的心志，都成為我事奉動力的激
勵，更使我努力不懈地服務於他們當中。

老家泰／導師
自1992年起，我便在基督少年軍50分隊中參與服侍，至今已有16年時間。期間
我亦由一名高中生，隨著歲月，走過人生精彩的段落，步入社會，成家立室，現在
已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
能服侍少年人，神對我實在太好了！沒有人比神更明白我的恩賜及性格，雖然
我會感到乏力和軟弱，但神讓我們50分隊擁有一班願意委身，忠心可靠，可互補不足
的好拍檔、好導師。
我發覺，參與事奉，最大的得益者就是自己。歷史是不斷循環的，以往經歷過的困難，過
了不久又會重複出現，只不過是時間人物的轉換罷了。年少時，處事欠缺彈性，太執著。神卻在事奉中
讓我看見這個盲點，重複的操練我，一次又一次的給我機會去改變，放低自我，讓受眾的益處先行，不
論是在建立隊員或造就年輕的導師，都以此為目標，這對我來說是太艱辛了，但我卻感到這是從神來的
召命，要靠著祂的信實來成就。求主幫助！
我的主要崗位是在山野活動的訓練上，因為這是我的喜好。早年，當進行遠足活動時，我往往能
走在最前，作先鋒、去探路。現在，我卻是隊中的最後一員，膝蓋的痛楚就是在平日的路上也要叫我吃
苦，更何況是崎嶇不平的山路。隊員在山上太快了，我追不上，但改變不了我的目標，我要讓他們得著
遠足的益處。「在前的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我對這段經文有很深的體會，在後是蠻好的，可以
明瞭局勢，也可慢下來，歇一歇，再上路， 事奉要能達到細水長流，莫過於此。
*「基督少年軍」英文為「The Boys’Brigade」，簡稱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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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創隊導師︰
（左起）李楊鳳芝副隊長、周家駒副隊長（第一任隊長）、
劉少康牧師（隊牧）、李福副隊長

由隊員晉身導師行列：沈威智(左
一）、黃日峰（左四）、張明蔚
蔚（右一）及朱敬恆（右四）

常青「幫」

黃西蘭

「西蘭，星期二下午你有沒有時間參與幫助預備常青團的茶點呢？」游淑貞姑
娘問。
從此便展開了常青團的服侍。清香的普洱茶及香噴噴的紙包蛋糕真美味無窮，團
友一邊享用茶點，一邊分享主的恩典，整個梁輝臺的聚會房間都充滿著愉快的歡笑聲。
當時的聚會內容也非常充實，除了有聖經教導，還有健康講座、生活小貼士、團友們的見
證等。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相片大配對，從眾多俊男美女的相片中找出當年的團友，真令人極為驚嘆！當
年還開創了在渡輪上的飲早茶福音聚會等，為長者提供多元化的福音聚會。
有機會服侍長者不單只是一種學習，也是一種福氣，因為在整個過程中，可以分享他／她們在主裏
的恩典，也可以得到鼓勵。

服務中心二十週年
傳揚
福音

Grateful
Cindy, Doan Thi Hong Tot

I am grateful to know about God. He gives me
love and joy.
I had a lot of unhappiness when I moved to
Hong Kong six years ago from Vietnam. Since I had
no friend here, I thought the family of my husband
would help me to adapt the new life. However, I
felt so disappointed as they had biased mind and
looked me down. I felt that Hong Kong people
were arrogant and indifferent, so I didn’t want to
make friends with anyone. Finally I just hated Hong
Kong people. Nevertheless, my good husband was
always on my side.
When my son Jeremy was two years
old, I was looking for a playgroup for
him. Together with my husband, we
searched a lot of places. One day, we
stopped by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on Caine Road and saw a Service
Centre. We went in and asked whether
they had any playgroup for toddlers. The
Service Centre organized both Cantonese and English
playgroups. Therefore, we let Jeremy to join both.
Jeremy was happy in the playgroups. The
playgroups catered not only the toddlers’ needs
but also the mothers’. The group leaders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motherhood and childcare. They
also encouraged mothers to share their childcare
experiences, skills, problems and frustrations among
each other. It was especially helpful for a new
comer like me. I had to learn the language, the
people, the culture and parenting. I felt like being in
a family in the groups. Meanwhile, my son started to
join Sunday school.
As my son was growing up, I began to have
a lot of arguments with my husband on the way of
teaching. One day, I was in a very bad mood. I met
one of my neighbours. Her daughter and my son
were in the same Sunday school. She listened to my
story and advised me to see pastor for counseling.
The pastor prayed for me after I talked to her.
I then felt better. She also introduced me to join a
women bible study group. Since then, I started to
know God. I found that people in church are nice
and kind. They know my Chinese is not good, so they
patiently and simply explain what the bible says at
my level. I have learnt much from them.
Being a housewife, my social network was
poor. I was emotional on teaching my son and
communicating with my husband. I was sensitive
and anxious, getting upset easily. After putting faith
in Jesus, I always pray for that and have tried my
best to control my emotions. I think God listens to
my prayer. He blesses me and my family. Now my
family’s bond is stronger. Everything in my mind has
changed. I hated housework before following God.
Now I enjoy doing it. It is my honor to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I find myself a useful person.
I was baptized on 6th July 2008 at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hurch. I thank that God gives me
a good husband and a good
son. Now I am a better
wife and mother. I thank
God for choosing me
as His daughter. I am
grateful to the pastors
and evangelists of
the church,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staff of the Service
Centre.

服侍
鄰舍

專訪

記／記者

陳老太

陳老太今年83歲，縱使出入要人攙扶，仍無損她每週來到中心參加書法班的興緻。我們曾
安排義工探訪及接送老太來教會參加常青團，但陳老太自覺麻煩別人，又恐怕身體應付不了，故未能
堅持，後來知道中心有書法班，立即表達出濃厚的興趣。
記：你怎樣認識我們的呢？
陳：我的兒女很愛錫我，其中一位女兒是基督徒，得悉這裡有教會舉辦長者服務，便主動聯絡你們。
記：為何你對書法班情有獨鍾？
陳：其實我自七歲起已習字，很喜歡寫字。而且寫書法可以按自己能力控制，不用別人的照顧，較為
稱心，所以我只來書法班。
陳老太來到這裏，除了可以做喜歡的事—寫字外，又可跟同學交換心得，有傾有講，非常開
心。感謝神，我們能為居民提供多元化活動，以滿足不同人的需要，以關心傳遞愛的信息。

康樂健體舞三姊妹
康樂健體舞自2003年起在本中心開辦，參加者主要是家庭主婦，她們都在輕鬆
的節拍下跳出開心及活力，達至運動及身心舒暢的果效。其中有三姊妹的參與。妹妹
李慧雲是本會會友，在03年已率先參加第一期的課堂，之後便愛上了跳舞，隨即介紹
剛從加拿大回來的二家姐參加，一於快樂齊齊享。05年大家姐退休後也立即加入。結果，
性格活潑的三姊妹一起跳排排舞，投入非常。
記：你們最欣賞（這個班的）甚麼？
三姊妹：鍾慕蓮老師教得很好；場地舒適又出入方便；開心同時又瘦身；班組亦定期做義工表演給安
老院的院友欣賞，很有意義，此外一班同學已成為朋友，會相約飲茶及逛街活動，為我們的生活
添上姿采。

怡樂坊使用者
記：很高興常在怡樂坊見到你，可以與大家分享你常使用的服務嗎？
姚先生：我是在附近工作的，最喜歡在午膳時間來怡樂坊看報紙。這裏環境
寧靜及舒適，閱讀時播著悠揚的音樂，讓心靈得放鬆。
鄧先生：逢週五上午的量血壓服務。最欣賞義工姑娘仁慈，又關心我們這些長者及
街坊的身體狀況。

關馬美華
關馬美華女士一家已加入服務中心家庭部會員四年之久，參加的活動由孩子的興趣班組和暑期活
動，以至平日的婦女插花及烹飪班，假日更會一家人參加合家旅行，可說是服務中心的「擁疐」。
記：為甚麼選擇我們？
關：主要是因為居住毗鄰，往返方便，活動收費也合理，此外，工作人員富經驗，令活動安排有條理，
加上舉辦的活動亦很適切我們的需要，所以經常參與。
記：你也參加不少班組活動，那一個你最喜歡？
關：我尤其期待每週的插花班，除了因為鮮花的魅力、同學相見的興奮外，也
因導師別出心材的設計及她的生命分享，令我也獲益良多。
服務中心都盼望能繼續服務附近的居民，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動，實踐耶
穌基督的精神—愛鄰舍。

太極健體班學員
唯一男將高秉衡先生，今年已91歲，他外表溫文爾雅，讓人感覺年輕。
記：你看來相當精神呢！你參加了多久？
高：五年了，因此身手能保持靈活。
班中的一眾女將──鄺燕英、郭玉卿、甄婉華、張妙貞等，不約而同地
在這裏走在一起，有些是路過，有些為朋友介紹，亦有本會會友。
記：練太極有何好處呢？
眾女將：能舒展筋骨，令身體好、心情好及精神好，又能鍛練平衡力。我們
下課後還會相約飲茶，互相交流。
另一位較新的學員黃女士剛加入時患有關節炎。
記：聽說這班對你頗有幫助呢，請與我們分享一下。
黃：參加這班後感到痛楚紓緩了，對病情有幫助。我會繼續參加，也會推薦給朋友。
太極健體班導師簡潔霞老師是荃灣浸信會會友，在去年的婦女班組聯合聚會中分享她的得救見
證，鼓勵班中的婦女快快歸主。

號 外
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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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嫲與兩孫：播下信仰種子
孫：沈威妍、沈威智
現任基督少年軍導師

家住堅道，自出生至今，一直都是教會的鄰舍。因著爺爺嫲嫲信主返教會
的原故，雖然爸爸媽媽沒有返教會的習慣，亦樂於讓爺爺嫲嫲帶領或親自帶領
我們返教會。然而，由於年幼的關係，起初返教會參加主日學、兒童崇拜、詩
班等，只是為著與一班小朋友聚會，並未有認真了解返教會的意義，亦不算是
投入參與。
直至1991年，服務中心成立香港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我們一同報名參加
後，才開始投入教會的生活。透過參與基督少年軍，我們除學習到各種在學校
難以學到的技能，如：露營、遠足、急救等，以及為教會及服務中心舉辦之活
動提供維持秩序等服務之外，亦令我們對信仰有更多的了解，決志信主，積極
投入教會的生活。雖然我們分別曾因一些原因短暫離開基督少年軍，但正正是
在基督少年軍學習其間所播下的信仰種子，令我們很快返回基督少年軍，繼續
參與及服侍，最終都成為了基督少年軍的導師，同時亦受浸加入了教會。
期望透過在基督少年軍的服侍，能在更多兒童及青少年播下信仰的種子，
好讓他們如我們一樣，能在日後背起十字架，決志信主，受浸加入教會，達成
基督化的人格。
嫲：沈李杏珍
沈李杏珍女士起初每星期日陪伴信主的丈夫返教會聚會，1985年6月10日
丈夫因病去世。後來由劉師太（劉少康牧師媽媽）帶領信主，當時適逢教會
重建，於是沈女士在1985年12月25日，借灣仔愛群道浸信會受浸加入教會。
1988年新堂建成，教會隨即成立服務中心，開設常青團，自始沈女士每週二下
午都回來聚會，至現在也從不間斷，可說見證了服務中心的蛻變。當中得到李
福主任及楊鳳芝姑娘的帶領，除了認識一班長者外，還經常參加中心舉辦的旅
行；又為神獻上每分力，與一眾長者替三福機構義務包裝通訊、到醫院向院友
送禮物、派花及問安，又到老人院探訪，這些都令她印象深刻，即使現在年紀
漸長，身體不及當年壯健，但若中心有需要，她體力尚
可，仍義不容辭地幫忙，所以晚年的生活非常充實
及快樂。
與沈女士相熟的教會朋友都稱她為「沈奶
奶」，當然因為她的身份所致，特別在於她三
代同堂，與兒媳及兩名孫兒住在一起。「沈
奶奶」返教會的習慣也正面影響了孫兒。
三嫲孫在服務中心積極的投入，我們實
在感謝神。

退休不渾噩

王衍文

13年前，我每天都是渾渾噩噩的過日子，整天都忐
忑不安，不知如何渡過。退休後幸得源黃慕潔姊妹帶我
參加服務中心，協助她替街坊量血壓及做義工，認識很多
新朋友，又參加常青團每星期一次的聚會，生活開始有些
轉變。
1995年，陳梁麗卿姊妹帶我上主日學及迦密團開始認識主耶穌基督，又
帶我參加一次培靈會，已忘記了是什麼題目，但那位牧者講得很動聽，中場時
突然有聲音在我耳邊叫我快到台前決志信主，我便立刻跑到台前舉手決志。到
1996年4月後復活節受浸，受浸後整個人都變了很平安，不再惶恐渡日。
自始，每天都到中心做義工，又跟常青團參加各種活動，到各處旅遊，又
到新加坡短宣，獲益良多。信主之後，學識凡事禱告，將一切交給主，由主帶
引我；一切言行舉止由神指引，用心研讀聖經，使我有豐盛的人生。
感謝神減輕我現在的骨痛，使我開開心心的渡過晚年。感謝神賜給我一切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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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活好每一天

羅少芳

1993年的某一天，帶著當時只有一歲多的大兒子來
到服務中心，想為他找些活動，只是找活動，因為這裡
環境舒適，收費合理……等，即所謂「平、靚、正」，但
亦有它的「缺點」，就是有人會講「耶穌」，因此便首先張
揚我是信佛的，不會參加你們教會的甚麼甚麼！
轉眼間，大兒子快升小一了，突然有一天，中心同工邀請我參加一個專
為婦女而設的「媽咪查經小組」。哈！那時我竟然不怕「耶穌」，更一口答應
了。其實這幾年活動參與中，接觸到教會不同的人，而他們那種從臉上流露出
來的平安，使我感到好奇又嚮往。
神有衪的時間，2000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我在這年受浸，歡歡喜喜地接
受新生命的開始。但不久家庭便發生了變化，人生一下子掉進谷底裏，幸好當
時已信主，視那時的苦難為鍛鍊人生的一部份而已。持著約伯記中的訓誨，經
歷與神同行的日子，在祂的蔭庇中，奇妙恩典中，安然渡過困境。
現在每天張開眼便感恩，感謝神的保守、帶領，活在祂賜的平安中。感謝
神的使用，使我有一份能事奉教會及服侍人群的工作*；感謝神給我一顆順服的
心，甘心樂意地接受神所差遣的一切，盡力為神而活好每一天。
*羅少芳女士現為本服務中心的圖畫班導師，其身份由服務使用者轉變成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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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牽手回教會的畫面很美

張莫雪梅

怡樂坊：一個親切的名字，一個充滿溫情的地方，一個令我家庭轉變並蒙
主恩的橋樑。
2002年初，我帶同當時只得一歲多的女兒穎嘉到公園玩耍，聽到其他媽媽
談及浸信會有親子班，於是我和穎嘉便到怡樂坊報名參加。這是我首次接觸這
所教會，從那時起，主的恩手便一直帶領著我。在服務中心的活動中，我們感
到快樂和親切，於是，由陪伴女兒參加興趣班，以至主日學，跟著連自己也參
與崇拜及查經班。令自小便是天主教徒的我，靈命有所更新，女兒亦漸漸在主
的保守和恩寵下成長，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現。
穎嘉愛主的心，更令丈夫Jimmy由一個不信主，甚至抗拒的人，開始願意
認識教會，從「溫情飯局」、三福、啟發課程、浸禮班，終於在08年3月23日受
浸。短短九個月的時間，可以看到主的作為真是神奇偉大。「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可10：27）
信主後，我看到Jimmy生命的轉變。他由一個主觀、固執、認為萬事都能掌
握在自己手裏的人，變得包容、交托、願意承認天父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感
謝神的恩典。Jimmy不單心靈更新了，連身體健康也有很大的改善。去年初，我
們一直擔心Jimmy需要接受「換心瓣」手術，但經過不斷的禱告，醫生在最近一
次診症時說Jimmy的身體機能己回復三年前的水平，無需進行手術。
我們一家人在Jimmy信主後，每週主日都回教會崇拜；每
月兩次參加教會「合家歡小組」查考聖經的真理；Jimmy更
積極參與弟兄組的聚會及「以利亞團」的團契。現在當
遇上任何困難或不如意的事時，我們都會祈禱交托，
一家人的關係比以前更和諧、親蜜。
有姊妹說看到我們一家人，手牽手、有說有笑
地回教會的畫面很美。真的，在主的大愛裏，實在
太美了！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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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茶樓、服務中心

鄧根

有沒有見過一些畫面：一位伯伯百無聊賴地坐在碼頭，望著海，只等待著
時間的過去？畫面的主角可能是我們熟悉的鄧伯─鄧根先生。
1989年鄧伯退休了，當了十多年海員的他，雖不用上班卻不其然地走到
當時的卜公碼頭，看看海，看看船，中午上茶樓飲茶後，又返回碼頭繼續坐
著，如上班般的規律，卻漫無目的，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年多。
一天，鄧伯在茶樓遇上老朋友馮棉先生，當時馮伯是服務中心的會員，知
道鄧伯退休後無所事事，便熱心地介紹他到服務中心：有冷氣歎、有報紙看、
有電視睇，又有很多精采活動可以參加，從此鄧伯就每天到怡樂坊，又參加常
青團的活動，成為中心的活躍份子。鄧伯逐漸地認識耶穌及教會，並於1992年
受浸加入教會。
能幹及喜愛工作的鄧伯當然不單只來參予，他是我們的大義工，每天如上
班的在怡樂坊幫忙：整理每天報紙、寄發會員通訊、寫生日咭等，還主動提出
替教會修補聖經，於是工友把一箱箱的聖經運來給他黐黐貼貼，後來又負責代
三福機構寄出通訊等，工作可忙透了。問他為何如此投入？鄧伯一方面感謝神
給他精神和能力，一方面自命如牛，一定要做。事奉令他精神奕奕，比從前活
潑及開朗，生活充實有力。直至教會添置新的聖經，加上停寄三福通訊，他才
清閒點，但反覺身體開始衰退了，出現腳痛問題。
現在鄧伯已入住安老院，但樂於事奉的他，仍然每星期三早上來教會幫
忙。即使在安老院，也主動協助行動不便的公公婆婆買些水果及日用品回來，
繼續服侍別人，這份樂意的心都是神的動工。鄧伯退休前都
是從事主管的崗位，說話習慣命令式，人也較專橫，自從
信主後，神不斷改變他，現在人變得隨和，說話也溫柔
不少了。
鄧伯17年來在教會及服務中心的忠心事奉，令他
的恩賜得發揮，原本無聊空虛的退休生活變得精彩及
有意義。他回想起來仍然都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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