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	[全然獻上]	......李程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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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踏足好鄰舍福音堂做義工是我最大的福氣，相信是

神給我的召命。好鄰舍是一所服侍中西區基層人

士，特別是新移民的福音堂。主對約翰的門徒說：「……

窮乏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太11：4），和「……叫我傳

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作貧窮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

人……」（賽61：1－2）。這兩節經文的異象常擺在我

心裡。

從服侍中我們看到這些人是最能體會父神的旨意和耶穌的

愛。他們明白自己的渺小、無能與無助，願意親近耶穌，

渴望得到耶穌的愛和憐憫並祂的拯救。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服侍一些來自基層的長者，因此，領他

們歸主顯得迫切和重要。三年前神帶領了20多位長者到好

鄰舍，他們大都來自貧乏、退休和體弱的。初時他們多懷

著抗拒的心態。感謝主，如今他們多數已決志信了耶穌。

王好和李利香兩位是在街上拾紙皮為生的婆婆，當他們得

聞主的救恩之後，從此不再孤單，積極參予教會的聚會，

並受浸加入教會。鄧單婆婆是拜偶像的，當她明白救恩後

非常喜樂，不但帶領好友黃愛信耶穌，還為家中未信的人

禱告，帶領了那拜偶像又篤信風水命理的兒子信主。

我們看到神的救恩臨到這世代的人身上，特別在窮人。主

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他們

得安息。」感謝主願意擔當他們的重擔，釋放他們罪的枷

鎖，使他們重拾生命的尊嚴，活得有意義和有價值。

感謝神，願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歸給三位一體的真神，直到

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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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靈相通．以愛相繫 呂勞幗芳

2005年受聖靈感動重回神的家！

2006年八月家中一位至親離世，當時心情極度傷痛，在教會姊妹的鼓

勵下參加小組。十一月尾午堂崇拜後在教會附近遭遇車禍，我的右腳

掌被車輾過，同行的外子左腳也受傷。我禱告天父為何有此厄運，

「老公」剛開始陪我上教會，為何要在此刻發生車禍？我怎樣去面對

他及其家人？

今天回想是天父的美意安排，期間我靠著祈禱依靠神，苦難並沒有令

我跌倒，反之更親近神而化成祝福。

意外發生前因著一些事與家人鬧得不快，互不理睬一段長時間，因著

車禍他們來醫院探我，神叫我釋放，教我包容、寬恕，用愛去珍惜家

人和鄰舍；外子不但沒有因意外埋怨神，反覺得我由無理取鬧又小氣

變得對家人體貼多了，個人更成熟和豁達；他對基督教信仰開始接

受，現在正追求中。

對我來說，今次車禍有感自己再重生，生命寶貴但也可以轉瞬間溜

走。我要常存感恩的心，去讚美這位創天造地的三一真神！其次要感

謝小組姊妹們在出事後一直的愛護及為我們代禱並多番探望，令我倆

迅速康復。他們的關懷、慰問令我深感相識日子雖淺，卻有家人的親

切感；發生這事不單由我倆去面對，還有姊妹們分擔。在此，衷心感

謝她們。

快樂媽咪——嘉悠小組

潔彩
「當初成為組長，感

到壓力很大，後得其

他組員的安慰及支持，深深感受

到組員之間的情誼可貴。其實做

組長不一定是單向的付出。」   

Teresa去年，藉著「女人唔易

做」這週間的主日學課

程，我加入了「快樂媽咪小組」，從此生

命不再一樣。在小組裏我們有歡笑、有眼

淚，有分享、有代禱；彼此有提醒、互相

勉勵；更可以一同查考神的話，信仰路上

不再孤單。感謝神！

Anna「組員的經歷及分享，帶

來個人的反思，也成為

我的祝福。體現互相支持，彼此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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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全然獻上]	......娜

2007年我開始參加「眾水之聲」與內地信徒互相交流。每

一次出隊都能經歷神的同在。去年12月26至28日探訪廣東

省英德、大灣、浛洸和雞蓬等教會。行程雖然緊密，但恩

典處處。

主賜的禮物 27日晚我們到浛洸教會。交流晚

會快要開始了，禮堂內卻一個人也沒有！我們連忙到路口

邀請附近的居民和路過的行人來教會；婉欣姊妹帶同長笛

在路口以音樂吸引當地人，也沒有甚麼效果，我們便分別

在路邊及禮堂內祈禱。

時間差不多我們回到教會開始晚會，即使只有一個人觀

看，我們也要盡力演出，將天國的福音帶給未信之民。在

台上看到一個又一個人進來，我們都很感恩。前來的人

數與我們出隊的人數相若，很多都是首次到教會或慕道

者。會後我們用五色佈道法向他們講福音，也為決志信

主的祈禱。

專題	[全然獻上]	......亞希Haven

我今年20多歲，從出生後已經是親戚朋友眼中的乖乖女及

好學生，但其實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年幼時我經常說

謊，還會偷弟弟的錢，然後假裝請他食零食；小學二年級

學會用塗改液於測驗卷上「加分」。初中時，遇上父母的

婚姻問題及被陌生人侵犯，結果變成一個極度自卑及封閉

的少女。當時我為了引人注目，於天主教女校中打扮得十

分男性化，又於校內各活動中擔當領袖角色，成為風頭人

物，受到同學們的愛戴。

我感到自己什麼都得心應手，竟與一位漂亮的同學拍拖，

任意揮霍金錢。當時神曾經呼喚我，在受洗加入天主教或

同性戀上作出決擇，我選擇了遠離神，還將家庭、朋友、

晚禱時我們彼此分享，資歷深的「水員」透露，沒有人來

交流會的情況司空見慣。其實日光之下無新事，神卻一次

又一次帶領我們跨過。

耶穌愛小孩 次日早上我們乘車到雞蓬，預計在

幼稚園吃早餐、參觀及與小朋友玩遊戲。幼稚園因為聖誕

節和我們的探訪，小朋友放假一天，讓老師可接待我們。

早餐後前往當地的教會聽到雞蓬首名信徒的見證。

在當地的交流完畢，我們準備往下一站，司機告訴領隊旅

遊車的電用完，要稍等一下。我們在車上納悶等候數分

鐘，看見有百多名剛放學的小學生走過來，於是把書簽送

給他們。要不是汽車沒有電，我們就與他們擦身而過！我

們又邀請小朋友進入教會唱歌玩遊戲，希望主的慈愛能藏

於他們小小的心田中。

是次行程見證了神的道高於人的道，因為主應許「來跟從

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太4：19）同時，

主的信實和大能也進到我心靈的深處。

興趣等都一一放下，為的是要得到女朋友的歡心。

直到大學取錄結果公佈後，因為未能被揀選修讀自己喜

歡的體育系，女朋友建議我往美國讀大學，便往美國

Michigan一間普通的大學修讀學位課程。當我還在適應美

國的生活時，收到女朋友的來電表示要與我分手，她與

一位我認識的男同學拍拖，這令我晴天霹靂及情緒非常

低落。

神安排一位信主的同房給我。一天她說：「我星期日去果

間華人教會有free	 lunch食㗎，不如跟我一齊去呀！」我

當然不會放過免費享用食物的機會。當我踏入這小市鎮唯

一的華人教會，不單止令我感受到如家人般的關懷，亦讓

我反省到自己的罪及與神的關係。我認罪悔改並決志相信

主，又藉著神給我的恩賜學習打鼓及結他，更到chicago短

宣。2005年回港後受浸加入本會。

信主後親友都發覺我有很大的改變，不再是以前的亞希。

現在我已經不在乎物質名利，開始享受付出愛所帶來的喜

樂。感謝神讓留學澳洲的弟弟因搶劫差點兒失去性命，神

差遣天使拯救並引領他信主，令我更明白傳福音給身邊的

人是那麼重要和迫切，這正

是我還在世上的使命。這詩

歌歌詞正反映我的心聲「我

已決定今生再沒所要求，唯

願得主稱讚已足夠！」

新瓶新酒的祝福

唯願得主稱讚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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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全然獻上]	......梁炳剛傳道

2007年9月25日至10月1日期間，我們一行17人參加由美國

芝加哥柳樹溪社區教會舉辦的小組牧養研討會。這是收穫

甚豐的旅程，現將我的感想與大家分享，讓我們一起見證

主的豐富和美善。

承先啟後的信息 今年大會的主題為Ancient 

Future Community，透過追溯教會歷史的發展，重溫聖經

的真理，從而探索更新而變化的侍奉路向，讓我領受到教

會的事工發展必須承先啟後。我們既要建基於耶穌基督的

磐石上，秉承教會優良的傳統，更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

驗神對這世代的心意，適切回應當代的需要。 

啟發思維的研習 大會提供70多個專題研習坊供

選擇，範圍廣泛，讓與會者按自己的興趣和需要學習。研

習坊都是由資深牧者帶領，他們經驗豐富，教材充足，透

過互動形式，不但深化所學的知識，更啟發思維，從而靈

活運用，讓侍奉的果效事半功倍。 

同心合意的崇拜 當步進禮堂，便被龐大的場

館、先進的設備所吸引；會眾的參與相當投入，他們提早

到達，安靜等候。崇拜準時開始，敬拜隊純熟的獻奏和領

唱，將會眾帶入敬拜當中；講員透過聖經教導和生命分

享，回應時代的需要，讓我感受到不同種族、國籍、文化

和語言，都能夠同心合意敬拜天父，在神話語裏得著造

就。

謙卑體貼的服侍 在教會每一個角落，都看見很

多義工正在殷勤服侍。他們有售賣書籍、搬運貨物、擺設

茶點、派發場刊、收集廢物、清潔洗手間、兒童工作…。

他們不論任何崗位，都謙卑服侍；不計工作性質，都體貼

殷勤；台前幕後，井井有條。這份群策群力的侍奉精神，

讓我看見一幅和諧合一的畫像。     

坦誠互信的情誼 我們17人來自不同小組、不同

侍奉崗位，甚至有些是首次認識的；然而，藉著這五天的

共處，讓我們由陌生到認識，由認識到投契，由投契到坦

誠相交，從而建立互信，達至生命的交流。這份主內情誼

令我深受感動，彼此間無拘無束，見證肢體相交的美妙。

總結：歷久彌新的侍奉生命 這次進修之

旅，給予我在侍奉上反思的空間和機會。日復日如常的工

作，容易令人不假思索，因循苟安；年復年重複的計劃，

容易令人熱誠冷退，不思進取。一個蒙召的侍奉者，必須

時刻重溫那份蒙召的經歷，重拾那顆熱切侍主的心志，站

穩在神的話語上，永不搖動。當我常存活潑常新的心，便

能心意更新而變化，看見時代的需要，體察世人的境況，

言說當講的真理，踐行適切的牧養。這樣，必然活出歷久

彌新的侍奉生命。

歷久彌新的侍奉生命
 參加柳樹溪教會小組牧養研討會後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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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全然獻上]	......甘霍碧洳

在
二○○六年二月，我丈夫因病離開我們返回天家。這一刻，生命對我來說已經再沒

有任何意義，亦無法面對心靈的創傷和孤單，曾經想放棄生命，但神把我救回來。

此後，我一直緊緊依靠神。祂用話語安慰我，用手觸摸和醫治，

讓我很快從痛苦裡走出來，得著從祂而來的平安和喜樂，為祂作

見證。

神的愛是何等偉大，在今次的苦難中教我尋見到祂是最珍貴、是我的寶藏，願意用我的

一生以神為中心——將身體奉獻當作活祭。

回想當我向神立志時，心裡有不少掙扎，怕沒有時間委身基督，亦怕神會給更多試煉，

但在聖靈的引領下勇敢地求神大大的使用和差遣我。

當我願意踏出信心的一步，神讓我在多方面經歷祂的愛和賜予智慧、能力，讓我領悟祂

的道更深，把真理慢慢地學習實踐出來。「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

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13）

自從丈夫離開後，我更重視他的家人——父母、姊弟和婆婆，知道他們所承受的傷痛並

不比我少。神是愛，祂讓我在最黑暗和軟弱的日子裏，仍有能力照顧他們。每天我懇切

向神禱告，讓他們靠著神繼續向前。我帶已信主的婆婆每週參加崇拜，老爺在加拿大亦

有到教會。感謝主！奶奶與我一起前往葛福臨佈道大會和聖誕崇拜。我送了《標竿人

生》給未信主的姑奶，她喜歡這本書且沒有抗拒基督教；希望小叔能回轉歸向神。這兩

年神不斷在我們一家作工，讓我們認識祂更多及蒙恩，一家人彼此扶持、包容和相愛。

今次的經歷讓我明白當我願意為神作見證時，祂必保守和帶領，更深深感受與神同工莫

大的恩典和喜樂。

專題	[全然獻上]	......何炳帶

親愛的弟兄姊妹：

新年伊始，願您們常沐主恩！

1月3日我被驗出罹患膀胱癌，1月18日接受切除腫瘤手

術，其間遇到小意外，手術刀觸及神經線，需留醫觀察

多日。

得知患癌初時，頗覺驚訝，但很快便安然面對，就算手術

後要用尿袋一週，亦無任何抱怨。深信天父掌管一切，

萬事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只是人暫時不能明白透（傳3

章），而且主的恩典必定夠用，屬祂的人，祂必看顧到

底。所以自己將這病看作屬靈成長新階段，要再受鍛練，

方合乎主用！

留醫期間，是至今身心離死亡最近時刻，深感天父與我同

行，慶幸早已信主，否則孤軍上路與死神戰鬥，難覓生

機！想到從今以後，又多一重身份，人家可能視我為危疾

人士，我卻要作耶和華的戰士，全然獻上身心，做好癌病

戰士的職份，進行悠長的屬靈爭戰(申命記20：1-4)！

感謝主，我住院時竟有機會去安慰同路人，還向末期病友

傳福音。出院後據悉對方願決志歸主，可見神愛世人是十

分可信的（約翰福音3：16）！

我們明白苦難每是化了妝的祝福。今次不單學了忍耐、等

待、順服的進深一課，還能超脫地自我審視一番。年中行

將退休，本已訂下很多大計，如今雖則幻滅不少，卻能歸

回看到天父的心意—「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

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言23：26)，不再自以為

是，籌算自己未來的退休計劃；檢討未盡之責，改善生活

秩序、運動和飲食習慣，重整下半場的優勢。患病期間承

蒙多方關懷代禱，情誼深厚，可惜不能一一致謝，僅此

致意！

癌病及早發現，本非絕症，但易復發。現在我仍等候化驗

結果，決定進一步治療方法。耶和華是我的旌旗，不論戰

果如何，請您們切莫垂手，繼續做我的祈禱勇士，謝謝！ 

       

  主內 炳帶1.2.2008

帶著愛與神同工

癌戰家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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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蜜語	......劉少康牧師

大家都會喜歡祝福的說話，就讓我以約翰三書第2節向你祝福：

“親愛的弟兄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這是多麼好的祝願，事事興盛又加上身體健康。但約翰更關心的是我們的心靈健

康。現代中文譯本說“正如你在靈性上健康一樣”，原來我們需要十分關切屬靈生

命的景況，到底我是健康成長中，還是最近好像出現了些問題。我是否好像失去了

屬靈的胃口，對崇拜提不起勁；對讀聖經，只偶然拿起來看看，感覺不到神的話在

支持著我每天的生活。所以對基督徒來說，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自你信主以後，

你如何保持靈性興旺呢？

當你去思想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你有甚麼答案。可能你會想到幾方面，第一是自己

與主的關係，最直接的是自己的讀經、祈禱生活到底如何。藉著禱告，你可以向主

傾訴和親近；藉著靈修讀經，你聆聽神向你說話。這是最基本的，是沒有其他方

法（包括參加聚會）可以替代的。因為是你個人與主的關係，必須要自己追求和

付出。

第二你可能認為是參加聚會，藉著集體敬拜，一同領受信息和學習聖經，激勵自己

愛主的心，又可以在教會中去侍奉神。關於這一點，教會於2月份進行了一個“屬

靈生命調查”，正是要深入探討屬靈生命成長，和教會所提供的活動與彼此的關係

是怎麼樣，教會如何更適切地去幫助信徒成長。教會在這方面，會繼續去深入思想

和探討。

第三當然是與弟兄姊妹的相交，藉著彼此的扶持及互相激勵，大家具體的相愛和關

懷，叫我們對主的愛有十分深刻和真實的體認。相信很多人在教會的大家庭中，都

經歷過。第四就是藉著侍奉，叫我們經歷神又能夠成長。當我有機會到雲南山區探

望少數民族，他們的生活實在貧困，但看見他們在主裡的喜樂和滿足，叫我大得激

勵，也自虧不如。

讓我們常常自我省察，到底屬靈生命是否不斷成長？求主幫助我們保持一顆火熱

的心。約翰接著說：“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

的。”（約翰三書第4節）

你如何保持靈性興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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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階梯......周淑敏傳道提供

大專生街頭報佳音
聖誕前夕2007年12月23日的下午，一群大專團契的學生帶著被主耶

穌火熱的心，一行15人從中環到尖沙咀，藉著歌聲、笑聲及從神而

來愛別人的心，與途人一同分享主耶穌基督降生的信息，我們願與

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當中的喜樂。

Sumyu 當神要用你時，你是避不了的。當

你願被用時，總是出乎意料。我相

信青年人有火熱的心，聖誕節是送禮物的節日，我

們就把這一點點的熱情送給上帝，送給街上忙碌的

人群。你有什麼就獻上什麼吧！會是出乎意料地蒙

祝福。

Lilian 這次報佳音的活動中，我看見

神滿滿的恩典！ 雖然準備不

足， 但在過程中神一次又一次給我們意外的驚喜， 

讓我們明白到只要肯為祂走出去，各樣的擔心和害

怕都是多餘！

Ivan 我不是第一次報佳音，但有人主動借

出十分鐘的時間和表演台讓我們唱歌

還是第一次。這讓我感受到神那意想不到的預備、

帶領和鼓勵。其實只要帶著像小孩子般信心服侍，

神會出乎意料地彌補我們能力和計劃上不足夠的地

方。

Wilson 一個下午你可以做什麼？一個

午睡？享受一份下午茶？還是

選擇為主做點事呢？沒有詳盡計劃， 沒有確實時

間表， 只有對神的信心。 一步一神恩， 是需要

走出的。

Yoyo 好開心能夠跟弟兄姊妹們一起快

樂 高 唱 ， 將 神 的 愛 帶 給 途 人 ！ 

神讓我們經歷祂的帶領和安排，很感恩！享受這次

跟大家一起與神同工的經歷！

Angus 第一次將耶穌基督的喜訊帶到街

上，吸引到不少途人駐足欣賞、

拍照、有的更跟著唱……十分深刻。 感恩的是可

以在大節日中與弟兄姊妹一起，真是一個很好的

經歷。

Michael 未信主之前看到很多人在

聖誕節時在街唱聖詩。

2007年我們也有份了，兄弟姊妹們一起唱，不怕辛

勞不計疲累，心中只有的是基督耶穌已為我們降

生！

Sherry 第一次出動的街頭佈道， 在神

的帶領下， 不但獲途人的賞

識， 更被邀請到台上及餐廳獻唱呢！由此可見， 

神的供應不但足夠， 還出乎意料。

Cherry 跟一班朋友報佳音的感覺真

好，因為能讓其他人都知道聖

誕節真正的意義！

Luke Thanksgiving to the Lord that we had our voices and minds in 

unison， in which we were prepared to sing 

His grace to the cro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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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聖誕，又到聖誕，愉快聖誕，開心聖誕，慶祝耶

穌降生為『你』」……一群中學生在12月24日平安夜的

晚上，他們沒有狂歡，沒有狂吃聖誕大餐，但是他們選

擇了狂唱『聖誕歌』，狂叫『耶穌愛你』，為何他們那

麼的瘋狂？因為他們正站在一輛從西環駛往銅鑼灣的電

車上層，為要把耶穌降生的大喜信息傳揚開去。

成長的階梯......周淑敏傳道提供

Ching Yee 是神的恩典讓我們聚集一

起，也是祂的恩典讓我們

同心傳頌祂的救恩。哈利路亞，神是愛！也讓我們懂得去

愛。

甘仔 報大喜訊息，是關乎每一位香港市民。我與一

班團友浩浩蕩蕩由教會唱至對岸的尖沙咀，沿

途有很好的款待，亦有被勸喻離開的時候，但感謝神一直

保守我們，能平安地將大喜的信息唱給市民，讓他們知道

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Stephen It is a great thing to praise t h e  L o r d！" N o t h i n g  i s 

happier than praising the Lord in front of so many 

people. Thanks God for giving us nice weather， 

nice peopl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praise Him. 

Hope those who heard us will be blessed in Him.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是耶穌基督的愛激

勵一群青少年，在聖誕佳節中為主而高歌，願與你

們一同分享當中的片段。(兩個片段的開頭)

中學生電車報佳音

「……感受被別人罵時，仍以喜樂的心去

宣揚耶穌基督降生大喜的信息………。」

「……『施比受更為有福』，在過程中，

我也深深經歷被聖誕的詩歌及耶穌愛我所

觸動………。」

「……我發現與弟兄姊妹一同唱，一同為

主祝福他人，同路人就是如此………。」

「……原來當我們認真去唱歌時，途人是

會向我們揮手的………。」



再次探望 在2005年那一次的探訪中，已清楚要

長期留在那裡工作會有一定的危險。雖然已跟弟兄

姊妹們說了，他們卻不願意接受我們不會再回去定

居的事實。基於與他們的感情，我們答應會再一次

回去探望。

崎嶇路程 這一次所看見的環境比以前更差，雖

然戰事已停了，在首都及幾個大市鎮治安都很差。

我因帶著大量現金，在首都兩個晚上也睡不好（這

是極罕有的！），在那裡購買了些必需品便速速離

開。找車比從前更難，縱然找到也不是安全的。但

能找到車，我們便心存感恩了。原本的柏油路已變

回泥路，因路不好行，我們要在中途過一夜，這也

給我們機會跟那裡的信徒有相交。他們為我們預

備了飯菜，最高興有熱水洗澡，很快我們便恢復

體力。第二天清早我們又趕著找另外的車子到目

的地。

等待救援 這次找到的車子同樣千瘡百孔，每半

小時便要停車加水一次，三小時的車程卻走了六小

時，還有半小時左右的路程，車子掉到水氹中，再

爬不出來了，我們耐心地等救援隊伍出現！幾經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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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踪	......郭鳳群宣教士

重返工場 — 探訪之旅 苦，終於回到老家，弟兄姊妹們已久候了，但他們

仍然非常興奮地唱歌跳舞歡迎我們。

回家了 到家了，我們要處理很多事務。首先要

清潔及收拾房子才可以睡覺！之後要聽他們的分

享、與他們分擔。教會的學校因缺少學生（在貧困

中讀書是一奢侈品），老師們都沒辦法拿到薪金；

診所也沒有足夠的葯物。雖然沒有足夠的薪金，弟

兄姊妹仍願意留守崗位，使我們很感動。經討論

後，我們可有限度地支持一些薪金及葯物，這是給

他們的鼓勵，希望環境繼續穩定，他們可以再自給

自足。

召集培訓 跟著我們召集教會的領袖有兩星期的

培訓，男的一組有15人，女的有19人。這是最令我

們滿足的，因為能將真理傳給他們，他們也會繼續

將真理傳開。

情誼永在 六星期很快便過去，期間我們將自己

的私人物品分贈給弟兄姊妹，這意味著我們在這裡

的工作要完結了，但與弟兄姊妹的情誼仍在，有捨

不得的感覺。此刻，天父再一次提醒安慰我。「我

就是你的分，是你的產業。」(民18：20）「除你

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

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

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詩 

73:25-26）弟兄姊妹都接受了我們不會長期回去，

但禱告盼望我們能每一兩年回去探望他們一次，繼

續給他們鼓勵，願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從2002年底因戰事被逼回港後，這是第二次回去探望

利比利亞的教會，上一次回去是在2005年12月，轉眼

間又兩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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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踪	......陳氏夫婦

家書——給同路人的信

親愛的同路人：

九月中至十月中是一年一度的齋戒月，照常我們跟他們一樣日出至日落不進食，但我們

會飲水。我們也參與他們的「傳碟」行動：家家戶戶互相交換餸菜。由於我們人少，每

日我們只預備兩碟餸，不但要和新鄰居交換，又要加上舊鄰居，所以安排上要好好分

配，不致於厚此薄彼。第四日，由於我要去舊鄰居處送餸，故此便叫新鄰居中的一位到

我家來取餸菜，怎知這家的鄰居得知這裏有好餸菜換，第二天就蜂擁而至。自此，每

日平均有三家人自動來交換食物，加上我們去換回來的兩碟，一共五碟餸，但祇有兩人

食，實在令人吃不消。煮得辛苦，食得也辛苦。

但也因此，我們認識了其中一家人。男主人(皇帝)是當地一名區議員，其實之前陳生在

草棚坐時已認識他，但沒有機會深入溝通。求主給陳生有機會可與他有更多機會溝通。

他的其中一個女兒剛大學畢業，在幼稚園任教。這裏很少人上大學，而女子就更是罕

有，除了有大學取錄外，更要得父親的許可。她父親不單讓她完成大學課程，亦給她機

會工作，這是絕無僅有的，因為其他人多認為女子拋頭露面是不合體統的。他的另一名

女兒將於明年考大學，她的英文也不錯，希望可以進入大學。陳太現幫她補習英文。議

員的太太是傳統的貝都因女士，她很喜歡垂釣，差不多每天都去釣魚，副業是裁縫。求

主保守陳太與這些女士的接觸，特別是這位在幼稚園教書的女兒，她對信仰很認真。

齋戒月後面對幾個大問題：首先是健康問題。由於飯餐的時間與次數不同，令不少人的

胃部不適。再者天氣又變寒冷，感冒的人多而傳染亦快。我倆都病倒了。其次是我們發

現有老鼠的排泄物，知道牠是從排水渠來的。我們把渠口封好，有趣的是牠竟然敲封口

的蓋，像是請我們開門給牠進來似的。最後是十一月尾我們收到消息，今期從港寄來的

信件遺失了，令我們情緒低落了好幾天。但神不斷提醒我們祂是唯一最可靠的。

十一月尾我去探舊學生，得悉有三個女子開了一間補習社來幫小學生補習，其中兩名老

師是我的舊學生，她們多是親戚。以往她們是免費幫妹妹或親戚補習，現在要收錢，我

估計她們未必可以收到費。看見她們教學便想到她們終於明白當教師是何等需要愛心及

忍耐。



近代中國第一教堂 
美國浸信會宣教士叔未士牧師於1842年進入香港，獲得皇后大道海濱地段，於

5月創立香港第一間教會。同年7月建成禮拜堂，稱為「皇后大道浸信會」。與

此同時，英、美傳教士相繼進入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宣教

並建立教會，然其時間均較遲，故該會堪稱為「近代中國第一教堂」，而香港

浸信會即起源於此。

叔師母的四個第一 
叔何顯理師母於1842年隨同叔牧師攜同家眷自澳門來港，她創下了四個第一。

第一位到港的西婦 香港雖被英國佔領，然衛生環境惡劣，外國人的家

眷不敢搬遷來港，叔師母有著無比的勇氣。

第一位來港的女宣教士 叔師母於1835年結婚後，即踏上宣教道路，成

為美國第一位海外女宣教士，亦是本港最早的一位女宣教士。

本港創辦女校的第一人 叔師母十分關心女子教育一事，當她安頓下

來，即在教會開設一所女校，成為本港的第一所女校。

第一位在港安息的宣教士 辛勤工作，身體健康已受嚴重影響，當第

五胎分娩不久，1844年11月27日安息主懷，只得27歲，安葬跑馬地西洋墳場。

促成本會第一座教堂成立的使者：
紐約一位熱心宣教工作的信徒溫德普夫人（Mrs. Vanderpool）自九二年開始

已捐助傳道人之薪金。九六年來港，見聚會地方狹小，乃促購一屋作禮拜堂，

以期有更大之發展。九九年選定卑利街51號為地點。一九零零年溫師母第二次

來港，親自計劃新堂各事。該年春兩廣浸信會聯會亦借結志街之會址舉行大

會。溫師母奉獻一萬八千元以購堂，並欲在九龍油麻地再購一堂作傳道之用，

惜未能如願。但姊妹愛主之心，弟兄姊妹宣道之熱誠，實永垂史冊。當年去函

美國三藩市聘湯傑卿牧師回港，出任牧職。有堂、有牧，教會組織形成，此為

教會成立前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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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的日子......馨風編輯

Henrietta loved the Chinese people.
(Courtesy-Virginia WMU)

1896年慷慨捐鉅款予我會建堂
之溫德普師母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65：11）

堅浸的「第一」故事： ——

前言
本會聚會人數日增，相信新來的弟兄姊妹有興趣認識教會多一點。

馨風今年一連四期以圖片及簡短文字介紹一些有趣事情，與全體會

眾一起回望先賢的足跡，重溫堅浸的故事……。（資料取自歷年的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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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落成的禮拜堂外貌第一所堂址－卑利街51號 
1900年購入此屋，經修改及裝置，1901年竣工，11月遷入，

取名香港浸信自理會，是為本會正式成立之啟始。

首任牧師湯傑卿牧師（1900－1903在
任）
湯傑卿牧師1900年底自美國三藩市聘請回港，成為本會開創

之牧者。湯牧師其中一位女兒，多年熱心在教會事奉，即王

國璇會佐夫人，湯寵靈會佐。在任期間，聘周家榮任傳道，

按立周志、黎田為首任會役（後曾稱會吏，又改稱會佐，即

聖經中的執事職份）

本會首位按立的牧師：——

第二任牧師周家榮牧師（1903－1906在任）

周家榮牧師1901年受聘為教會傳道，1903年被按立為牧師，

是為本會所按立之第一位牧師。任期間，教會開設第一所油

麻地基址及香港仔談道所，開辦幼學書室，聘任禢良才傳

道，1904年按立為會役。

首位由會佐出任牧師：——

第三位牧師禤良才牧師（1906－1912在任）

禢良才牧師1903年受聘為教會傳道，1904年被立為會役，

1906年按立為牧師，是為由會佐出任牧師之第一人。任期內

聘張文照、鍾子良為傳道，李姆為第一位女傳道。1912按立

溫清溪夫人為第一位女執事。

第一間自建會堂之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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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更新計劃......黃志宇攝影

新、舊辦公室寫真

6F

7F

13F

14F

15F

1988年10月新堂入伙時，處處都顯得寬敞，尤其

六、七樓複式的辦事處，不論是教牧同工的辦公室

或是開放式的幹事工作間，都寬闊舒適。現搬上13

至15樓大家都有「大屋搬細屋」的感覺（因要增加數量，房間自然要縮小）。教會人數增長，神的國度得

到拓展，這才是我們努力要達到的目的！馨風出版之日，新辦公室已開始使用。

6至7樓的複式樓梯 接待處 茶房 幹事工作間

劉牧師舊辦公室 客廳 會議室

303是劉牧師的新辦公室

伺服器室 行政主任辦公室 傳道同工辦公室

比以前小一倍的廚房 義工室 會客室 新接待處

幹事工作間 14至15樓的複式樓梯

多媒體製作室 傳道同工辦公室 幹事工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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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剪影......黃志宇採訪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弗4:7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4:12

教會是由我們一羣弟兄姊妹組成的，各盡其職，互相配搭；我們當中有的是牆上

的明燈，人人皆見；有的是磚塊，建成教會的牆亘；也有的是磚塊與磚塊間的黏

土，從來不為人所察覺。

吳慶堅 / 堅叔(或堅哥) 是教會的工友，已服務教會約一年了；他是位退休的裝

修師傅，過去20多年自組裝修公司，參與各項工程；退下工程工作後，到處遊歷

多年，後想到把一技之長於自己的「下半場」服務教會，於是在2007年參加了我

們教會的團隊，幫助教會維修水、電、木工等項目。

堅叔每星期二至六會於中午後上班，而星期一當大部份同工休假時，他就是少

數留守教會同工之一；至於星期日，是堅叔的休假日，他在九龍城潮人生

命堂聚會。

說到堅叔對過去一年的工作，他感到滿意，有時他會與其他工友分享纍積了多年

的裝修經驗，都有一份滿足感。

你未必會時常見到堅叔，但他的工作卻在我們經過教會的每一處；與很多為教會

默默耕耘的弟兄姊妹們一樣，沒有磚塊間的黏土，教會的牆是建立不穩的。

「祂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嗎？」（箴24:12下）

磚頭與磚頭間的黏土
——吳慶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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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書評......小羊

雅歌總結	......Melanie

作者：江秀琴 

出版：慕主先鋒傳播事工

雅歌是描述新郎與新婦彼此的愛慕和追求，全卷充滿浪

漫，溫馨和愛……。

作者剖釋雅歌中的新婦是一個基督徒的成長過程，以專題

方式介紹這個新婦由渴慕神，以至進入內室，經歷神話語

的潔淨、順服、十字架的工作到後來成為一個代禱勇士。

最後與神之間有一個眾水不能熄滅的愛情，且帶出大有能

力的侍奉。

作者用很多生活的例子和見證，深入淺出地帶出每個主題

信息，激發信徒對神極大的渴慕。

註： 慕主先鋒傳播中心為美國政府立案之非牟利機構，

以宣教事工為宗旨。

 雅歌總結是江秀琴牧師傳講「愛慕耶穌」信息中的

其中一部份講章內容。

天國與財利

出版：VOCATIO CREATION  

作者：葛霖

翻譯：楊志業

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掀動很多人的情緒。無可否認，

投資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投身金融行業的人數

絕對不少，包括基督徒在內。從事此行業的人是否都

以利益為上，被貪婪操縱？那些基督徒從業員的召命

又是甚麼呢？匯控集團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

亦是英國聖公會按立的非受薪牧師，在此書中分析他

對此行業的看法；他不認為投放精力、才幹和創造力

在市場上等於浪費時間，或對信徒的靈性有壞影響，

這視乎個人的心態、優先次序等。

此書不單論及如何面對充滿誘惑的金融市場，它所提

到的可引伸往其他工作。正如他說，基督徒在職場第

一個責任是堅守誠信，對於在職場上打滾的我們，這

本書帶來不少提醒和勸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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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12月9日（主日）為赤柱福音堂開基五十周年感恩崇拜慶典，由

劉少康主任牧師證道。本會多位會佐及弟兄姊妹都有前往祝賀，見證

主的恩典和帶領。

12月24日（一）晚上在本會禮堂舉行聖

誕佈道會，講員為梁永泰博士，主題為

「投資e2E」。決志9人，慕道1人，求主

保守。

12月18日（二）晚上在合和中心皇廷大酒樓舉行福音晚餐會，講員

為溫偉耀博士，講題為「你在追尋甚麼？」筵開45席。求主使用信息

祝福未信的嘉賓。

12月12日（三）眾教牧同工及探訪員往觀

塘廣蔭老人院 與居住該院之會友慶祝

聖誕，並送上祝福和問候。



12月25日（二）由聯絡委員會在上環潮江春酒樓舉行的聖誕聯

歡晚餐會，筵開35席。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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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二）早上舉行

聖誕崇拜之浸禮及嬰兒

奉獻禮。共60位弟兄姊

妹受浸及轉入本會，15位

嬰兒奉獻給主。求主教導

父母懂得如何教養子女成

長，忠心為主所用。

由基甸團分支出來的新團契，團友對象為

60歲以上的長者。1月13日午堂由劉少康

牧師頒發團旗，以利亞團 正式成立。

2008年元旦長期服務

獎，由會佐會主席陳維

智會佐頒發給服務15年鄧

歐陽潔彩姊妹，服務5年

的黎佛容弟兄及蕭巨華弟

兄。求主賜智慧與能力給

他們繼續服侍教會。



聯絡委員會，新春賀年節目。

1月20日（主日）派紅封包及福字單張。

1月27日（主日）售賣紅封包、對聯及揮

春。

2月10日（主日/年初四）提供賀年食品，

讓弟兄姊妹藉著機會彼此溝通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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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網絡」組長差遣禮。主題「同一個團隊，同一個異象」。由楊柏滿

傳道分享信息，於1月20日（主日）下午在9樓舉行。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成立17周年的基

督少年軍50分隊，於2月3日（主日）午堂

舉行一年一度的立願禮。隊旗及導師們在

風笛隊的帶領下進入禮堂，由隊牧劉少康

主任牧師主持，並頒發小隊長的升級獎。

基督少年軍17年來建立不少的青少年，陪

伴他們成長、認識及侍奉神，求主賜智慧

及愛心給導師們去祝福更多的少年人。

新春福音旅行 —— 有機耕種士多啤梨之旅。2月17日（主日）舉行，下午

到有機士多啤梨農場體驗農耕生活，晚上於香港華商銀行公會晚膳，並加播

福音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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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情處處......黃少蘭

歲
月留下給人的是白髮、皺紋與人生經驗……；一切的物

品、建築物都變成古董、歷史遺跡，留給後人是歷史、

追憶與懷念……。皇后碼頭、景賢里就是這樣牽動香港人

的情……。

教會在八樓設有文物館，由文字事工委員會負責管理。多年來

委員會雖然有館長一職，但大家都不知如何處理，因它確是個

雜物室。2001年教會立會一百周年，我們開放文物館，由於雜

物太多，祇收拾一番，希望讓會眾知道文物館的存在。

2006年初成立了文物管理小組，我們一班同工曾往保良局「取

經」，因她歷史悠久，有設備完善的展覽廳及文物保存系統。

同年，教會立會105周年，我們雖籌辦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文物

展覽，但有待改善及對文物管理學習的空間。

今年1月中，我們一行八人前往鄰近的合一堂，參加該堂主辦

的文物專題講座及參觀他們的文物館。看到、聽到不單是文物

事宜，更是香港的教會歷史，國父孫中山先生與香港教會有深

厚的淵源及本港很多名人如何福堂等都是基督徒。我們看不到

龐大而有系統的文物館，卻收到一個信息就是保存文物對教會

歷史、文化有深遠的影響。

合一堂的文物館負責人祇有他們的余英嶽主任牧師一人。對於

文物管理、保存及收集，余牧師仍在摸索中，卻不斷訓練年輕

的會友參與，讓新一代可以薪火相傳，保存教會的歷史文獻與

物品。

感謝神！我們最大的收穫是從這位牧者身上學到「雖然不懂，

但願意謙卑服侍，與主同行。」

文物與保育

本會05年文物展覽

已被列為受保護文物的合一堂

與余牧師、師母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