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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 在一套電影裡面，

老師給學生一份作業，叫他們想

出一個改變世界的方法，然後在

假期裡付諸實行。其中一個學生

想出來的方法，是去幫助三個

人，但要他們承諾受幫助後需要

幫助另外三個人。劇情發展是感

人的，那個學生住的小鎮果然被

改變過來。

今日當我們問：「甚麼能夠改變

世界？」我們都知道答案是福音

能夠改變世界。我們再問：「世

上那一個群體擁有福音？」我們

也知道答案：「是教會，即是一

群被福音改變了的罪人。」那麼

我們不禁要再問：「教會是否正

在發揮改變世界的角色？」不同

人在教會有不同的經驗，但從一

些統計數字及大部份人的經驗來

說，答案是沒有的。為甚麼？

沒被轉化 原因當然有很多，

但從最基本的角度來看，主要是

教會許多蒙恩的罪人生命並沒有

被福音的大能轉化。當福音見証

人的生命與非信徒沒有分別的時

候，如果他們在社會、職場和家

庭的行為都不合乎神的教導時，

他們所傳的福音又怎會有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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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果弟兄姊妹在教會把時間

花在“內耗”而不是傳福音，教

會又怎能發揮改變世界的應有角

色？

聖靈果子  「生命轉化」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是每個屬神子民必須追求的。我

們期望被轉化成為一個怎樣的

人？根據聖經的教導，有四個生

命素質是我們必需追求的。

第一是遵行神的話。「所以，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

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

上……。」（太7：24）第二是

降服於基督的主權。「耶穌又對

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從我。」（路9：23）第三是彼

此相愛。「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

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

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13:34-35）第四是結果子。

「……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

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

常存。」（約15：16）而果子是

包括福音的果子（羅1：13），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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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詛也會變成祝福

分享篇
譚胡玉嬋

感到疲乏 不知不覺間，我在宣教機構侍奉已經14年了。長

時間的工作，並中國事工部重組所帶來的壓力，身心靈也開始

感到疲乏。去年6月，我要到泰國清邁參加一個同工領袖會議，

本想回港後好好休息一天，再重新思想自己工作的方向。

陷入低谷 怎料回港後第二天，當我還在睡夢中，文華打電

話告訴我他跌斷手肘，正在急症室。當我趕到醫院，醫生說文

華要接受手術。對文華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第一次入

院、第一次接受手術，還需要休息三個月才可以工作。我卻陷

入了一個低谷中！最初兩個星期，我情緒非常低落，在教會崇

拜的時候，眼淚都掉下來，無法唱出詩歌，喜樂的心彷彿離我

而去。面對工作的困難，我仍可以堅強，但面對文華這次的意

外，我卻看到自己的軟弱。

屬靈爭戰 去年4月中，文華帶他的舊老闆來教會參加聚

會，結果他信了主，還積極追求信仰。他以前是個信奉風水的

人，家中有很多偶像，更有一座從泰國請來的四面佛。我們一

直在想，文華這次的意外，是否被魔鬼攻擊？文華出院之後，

我們有機會跟林廣潤牧師傾談，他給我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並提醒我們，這些事情的發生，無論是否魔鬼的攻擊，都讓我

們看到自己的軟弱，更需要倚靠神。

神的恩典 這次意外令我們看到很多神的恩典。文華出院後

在他父母親家中休養，我可以每天下班後跟他們一起吃晚飯，

老爺還幫他洗頭洗澡呢！這樣，消除兩父子的隔膜，也讓我們

體會到親情的可貴；文華這次意外屬於工傷，可以從勞工保險

索償；文華的舊老闆仍積極追求認識神，並樂意向人作見証；

因着他的受傷，我陪伴他的時間多了，最近更辭退了機構的工

作，現在我們更懂得珍惜對方，珍惜我們的親人丶朋友和健康

的身體。感謝神！透過這次的經歷，讓我們更體會到祂的愛和

恩典，使我們更堅強。在祂手中，咒詛也會變成祝福！

靈的果子（加5：22-23），聖潔

的果子（羅6：22），善行的果子

（歌1：10）和讚美的果子（來

13：15）。你又是否渴求這樣的

生命素質呢？

生命繁衍 上述的電影，其實

有一個重要的屬靈功課在裡面，

這便是生命的繁衍（spiritual 

multiplication）。若果三個三

個的倍增有這樣大的力量，我們

試想一想：如果開始的時候有十

個，或者五十個都願意這樣做的

時候，後果會怎樣？如果我們教

會有一百個門徒生命被聖靈轉

化，而他們又願意委身傳福音及

訓練其他門徒，而每個被訓練的

門徒同樣這樣做，試想十年後的

教會會怎樣？神給人的第一個命

令「要生養眾多」（創2：28）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就是實踐神給人的最後一個命令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Go 

and make disciples”的方法。

就讓我們開始這個「生命轉化」

和「生命繁衍」的過程，使教會

成為一間活出使命，塑造門徒的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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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陳恩恩

昨天，探訪一位年近八十之姐妹，深感上帝給

她的恩典是何等豐富。

她名叫雪梅，名如同其人，她經風霜滿途，仍

屹立不倒，且反映著神的榮光。

踏進她簡樸的房子，看到她握著一枚幼針正在

穿線。她竟沒有戴眼鏡！我忍不住要問：「梅

姐，您戴隱型眼鏡嗎？」

雪梅：「沒有呀！我的眼力不差嘛。」

恩恩： 「那您一定保養得好了。」

雪梅： 「唏，我連睡眠時間也不足，何來保

養？」

恩恩：「噢！您忙甚麼？」

雪梅：「唔，在家裏，要照顧年近九十的丈夫

及患長期病患的女兒，對外、對內都

一手包辦，還做點義工哩！」

恩恩：「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您怎能以虛弱

的身體做這麼繁重的工作？」

雪梅：「除了工作，我還不斷與年輕人一起進

修學位課程。看，這是我在2008年的

碩士學位證書（掛在牆上）。所有同

學都比我年輕30至40歲哩！

 一句話：『全是恩典』，最感恩的是我

常常感到神的同在，凡事祂都為我安

排。例如我應邀去社團分享所學的專

業知識，因無法抽出時間作準備，但

卻在圖書館的待上架的書堆中，發現

所需的材料；或是用膳時在電視或收

音機，我會得到所需的資料。

 我特別喜歡背誦聖經金句。去年教會

圖書館舉辦有獎讀金句運動，我不但

天天讀，還天天背誦。我已把240則金

句連出處都背熟了。」

恩恩：「梅姐，我真慚愧。我雖年輕，但老是

記不牢固。您有甚麼竅門？」

雪梅：「就是「愛」，我看神的話語是個寶，

心中藏寶越多，就越覺充實，越覺有

智慧，越活越有勁。」

恩恩：「神給您的恩典真豐厚。現在，您可用

一句話概括一下嗎？」

雪梅：「我常常記住：『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箴17：22）和『靠耶和華而來的喜樂

是你們的力量』（耶8：10下）

 最後，我要總結一句：『從超常規的

健壯』看到主恩典。我年近八十，仍

耳聰目明，頭腦靈活、記憶力不遜於

年輕人，並能承擔家內、家外事務，

這不全賴天父所賜嗎？」

從「超常規健壯」見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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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鄧一鳴

祂看顧小麻雀
「神看顧屬祂的兒女，如同看顧祂自己的瞳仁一般！」

筆者年屆七十，回顧一生經歷大小不一的意外，實在無數。蒙主不斷保守，身心皆整全

無缺。

撞車了 1980年以前，香港是准許狩獵的。在漁農處考取狩獵牌照以後，每周六我的一

位職業司機朋友，於清晨接我往新界一起狩獵小鳥去。

一次狩獵完畢，乘車回程中，因下午要趕回教會出席青年團契聚會，用獵帽蓋了雙眼在

車上休息。突然一聲巨響，竟然撞車了。我的頭猛撞了擋風玻璃，車門全開不了，車頭

也全毀。

我們二人從後窗好不容易才爬得出車外，卻還未站穩，救護車已來到身邊。當救護員扶我

上車的一刻，回望整部車不單止全毀了，而那鐵欄桿竟是直插入車內，再插穿車頂！我見

及此，雙腳竟直軟下來！到了醫院X光檢查後出來，遇上了一位警察，好奇地問我們是否

對面那部車的乘客。得知後，他直豎起了大姆指，頻呼「好彩，還得神落，那有毫無損

傷，能行能走的呢！」是的，神保守讓欄桿插入車的中央，不然，總有一人一定會有生命

危險。當時也沒有爆炸起來，因門已全關上，我們二人必會成「燒豬」的了。

車撞我 有一晚我夢見自己在釣魚，先釣獲一尾紅衫魚，最後更釣了一條石斑。果然，

跟太太一起駕艇出海釣魚時，竟跟夢境一樣。但當中還釣了三條黃腳𩶘卻是沒有在夢境中

出現過的。另一晚，夢見我給扔到一塊大玻璃前，正面對著一個甚恐怖的女人頭！即時給

惡夢驚醒，禁不住把太太搖醒，告之惡夢。一星期後，我在路邊等人。竟真的給一輛轉急

彎上斜的車撞上了。可幸是先撞上了路邊欄桿，才撞到了我。直把我撞到車頭蓋上，與車

上的女司機互相對望著。當時大家都給嚇呆了！

那知出事的地點，正好是在一位執事家中的樓下。執事的兒子在樓上見我受車傷，搬了椅

子下來，給我作口供時得以坐下，另一位外藉人士也自願從馬路對面走過來，為我作目擊

證人。上庭之後，也讓我成功獲得一筆小小的賠償金，足以支付跌打醫療費有餘，只看了

一次醫生，就痊癒了。

祂真的是一位看顧人的神，應許我們的，也永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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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堅強 回想過去的日

子，實在深感羞愧，我不曉得

因神賜我困難而獻上感謝，也

神必定為你開一扇窗
不明白是神藉此試煉，來使我

更堅強。

真的沒想過今天我能執筆，實

在感謝神的保守看顧、弟兄姊

妹不斷為我禱告守望、關心、

探訪和慰問並家人和丈夫的愛

護支持。除了感恩之外，我更

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裏，凡遇到

任何困難都不會放棄，仰望倚

靠神必得勝。

眼睛問題 2010年復活節

期間，我的眼睛開始模糊、怕

光、流眼水及痛。初時以為只

是睡眠不足引致，不多理會，

後來日漸嚴重。眼科醫生一

看便叫我作多項詳細檢查，還

需要與另一位醫生會診。結

果，原來我雙眼的免疫系統紊

亂了「自己打自己，令眼睛神

經線發炎、黃斑點水腫及虹膜

炎。」醫生給我類固醇眼藥水

和口服藥丸。服後仍然模糊痛

楚，藥物的副作用令我全身腫

脹，頭部和臉部尤甚，對着鏡

子也看不清自己的樣子，每天

要拉上窗簾，因為極怕光。沒

分享篇
TINA

心情吃東西，也不想說話。

結束生命 我曾想過結束

自己的生命，當我有所行動

時，耳邊有聲音責罵說：「你

就此認輸了嗎？是你的性格

嗎？你死都不怕還怕甚麼？何

不轟烈地打一場仗？你未必會

死，勇敢迎戰吧！」於是我接

受醫生建議，作進一步的治

療，但都沒好轉。我問他會否

失明？他答有可能。這句話如

利刀刺進我的心，好像掉進深

不見底的深淵中，無法爬上

來，我不斷埋怨神！

開一扇窗 後再轉看一位

教授，他給我處方同樣的藥，

劑量再加大了。由於用藥太

重，身體多個器官都響起警

鐘。包括腎、肝、骨、頭髮也

脫落不少，頭部極度腫脹，被

迫要停藥，積水再度出現。我

禱告求祂早點接我返天家，免

再受痛苦！

後來得到弟兄姊妹的安慰和鼓

勵，叫我不要再問為甚麼，也

不要埋怨、放棄，要勇敢面

對，求神加我力量去跨過！即

使四面門都關上了，神必定會

為我開一扇窗的，相信我定能

跨得過！

重新得力 我重新得力。

繼續與病魔對抗和尋求醫治。

醫生用針直接把藥液注入眼球

內，這手術很痛，我很害怕，

每次注射時都緊握雙拳，閉上

眼睛向神呼叫—救命呀！

這治療很成功，副作用也較

少，腫脹也漸消退，他更為我

清除白內障和植入兩片人工晶

片，我得重見光明，感謝主！

恩典夠用 現在每數月便

要注射一次，視力雖不像當

年，發炎時留下許多黑點，視

力受光線影響，但只要小心都

可以應付得來。神保守我不曾

因為視力欠佳而跌倒受傷，在

丈夫陪伴下還可以去旅行。耶

穌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林後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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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東區走廊橋下

從攝影看到神的大能彰顯

我在屬靈的生活上，經歷過很多掙扎和挫折，原因是沒有信心，又

或是與別人溝通有問題，一直被孤立；直至在美國留學期間，我與

哥哥走入教會遇見神，才開放自己。由於經常與外國人溝通，我在

這一年的英語進步了許多，而且也學習攝影。返回香港後，繼續研

究和學攝影，又跟老師去實習。到了「堅浸」當浸禮攝影師，也是

在學習。神教我凡事要謙虛，不得以自我為中心，所以，便以少說

話多做事，和明白工作的態度去回應神。

「寫實攝影」在記錄不同的人生百態，從相片中反映出現實情況，

回憶當中時代變化，與神一同去面對人生的喜、怒、哀、樂。

欲知有關「攝影與我」，可透過以下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trickChungphoto

分享篇
鍾秉熹

觀塘海濱長廊

柴灣海旁

柴灣海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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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John Lam

俗語有云「年關難過年年過」，

2012轉眼已過。

一直都期望能夠再次出征阿富

汗，2012年底，部隊再次派兵進

駐「死亡沙漠」，希望有份參

與，但同時間，部隊亦要派員支

援2012倫敦奧運，執行場地保安

任務，但無奈兩項任務，筆者都

好夢成空！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裡，保守心懷意念。雖然

度未獲派軍事行動任務，卻三番

被揀選到海外演練。先後踏足地

中海島國馬爾他及塞浦路斯和德

國。從歐洲返英，隨即重獲徵召

入「奧運保安部隊」，任務失而

復得。感謝主！

上帝恩典，不單獲穫「奧運行

動」任務，更被派駐奧林匹克公

園。筆者之職責，更能通行無阻

於奧林匹克公園及奧運選手村。

除了「奧運」及「殘奧」的開幕

及閉幕典禮執行特別任務外，更

於休班期間，相約香港代表隊唯

一獎牌得主李慧詩，於選手村內

做獨家專訪和拍照留念。

年底前，患食道癌手術後康復中

的家兄展明，與二嫂寶珠到訪英

倫，以了解為弟在英生活境況，

並見證為弟於11月11日11時和平

紀念日，獻花悼念過往戰爭中殉

難的軍人。

兄嫂遊英返港後，便再往東南亞

旅遊。惟於十一月底他倆從泰國

返港途中，於航機上，寶珠突然

心臟停頓，昏迷不醒。幸得機上

之乘客施以援手，落力急救，並

抵港後隨即由機場運送往瑪嘉烈

醫院搶救。

寶珠於入院後仍然昏迷三天，才

漸次甦醒，靠儀器維生，情況反

覆。一月初進行手術，在頸部氣

一二‧一點不易

管位置開一氣孔，插喉管幫助呼

吸。手術後至今，病況穩定，進

展理想，實在感恩！

寶珠留院期間，教會會友、常青

團、迦密團和醫院探訪小組等弟

兄姊妹，多番輪流探望，給予他

們安慰和鼓勵，十分感激！

一月初，筆者再次落選海外任

務，因超齡而無緣參與塞浦路斯

之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因而能

多留港一段時間，以陪伴兄嫂。

這是天父的「奇妙恩典」！

8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

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

活在廿一世紀的後現代社會，遠在世界各地、

近在香港，對於性傾向歧視、同性婚姻、同性

戀者領養子女、女同性戀者接受人工受孕等議

題上出現很多的爭議。

社會問題 2012年立法會選舉宣佈結果

後，有當選議員才向公眾表明他是同性戀者，

並指出會為同性戀者爭取合法權益，令一些市

民，包括支持他的選民，為他隱藏其身份和立

場在政綱內而為之錯愕！又有議員提出要為

《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向公眾進行諮詢，隨

即引起社會上很多人的關注，特別是對歧視同

性戀的見解，眾說紛紜。有人擔心反對同性戀

會演變為以言入罪，甚至引起「逆向歧視」；

也有人認為同性戀影響傳統家庭觀念、子女性

教育方向等，導致許多社會問題；更有人認為

在《世界人權宣言》下，人人生而平等，同性

戀者所爭取的權益，才是真正破壞人權。

影响深遠 筆者認為，反對同性戀不是歧

視。作為基督徒，深信萬物在神的掌權和秩序

之下而創造。我們真的要仔細思考同性戀對社

會的秩序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聖經有多處經

文教導我們不要放縱情慾。男與男，女與女之

間的逆性行為，是會受到神的審判 (羅馬書

1：24-27，提摩太前書1:9-10)，且不能承受

神的國 (哥林多前書6：9-10)。

家庭觀念 從神創造以來，婚姻、生兒育

女，都是由男女結合而來的 (創世記1：27-

28)。男與男，女與女之間的親密關係和性行

為，是叛逆神、不順服神的創

造。同性戀不能生孩子，同性

戀者所爭取的代母產生、人工

受孕、或是領養，只能成為兩

位男性的父母親，或是兩位女性的父母親，父

母親的角色和性別已經扭曲了，誰會保護那些

孩子可以在這樣的家庭觀念下健康成長呢？

不是歧視 有一位小學生在學校午膳時，

被老師留意到他的午餐附有一包「味精」，而

且用光了。便提醒他的母親，不要給兒子這些

沒有營養，又不健康的食物。尚且一包調味

粉，社會都公認是會影響人的健康，但製造

商沒有因此而停止生產，勸告的人仍是繼續勸

告。人言可畏，忠告、提醒，絕不是歧視，這

正正體現了人人互相尊重，人有自由選擇，人

有自由思想、良心、發表意見……等權利，但

人亦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持守真理 在聖經裡，神向我們啟示祂，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滿有恩典、憐憫和公義，

祂沒有歧視罪人，反倒拯救罪人，勸罪人悔

改，離開犯罪的行為。因為罪，使我們與神隔

絕，破壞我們與神的關係，限制我們對神的認

識，甚至失去信心。然而，我們因著相信主耶

穌基督，認罪悔改，倚靠祂和聖靈的引導，使

我們得著豐盛生命和聖潔的生活。願我們在亂

世中堅持到底，持守真理，求主幫助！

分享篇
亞愚 9



同工篇
梁保榮

無憂無慮 「生存的意義是甚麼呢？」這

問題令我進入迷失之中，卻又使我出死入生，

發現生命真正的意義。

我從小到大過著規規矩矩的生活，努力讀書，

考上名校讀中學，經過公開試，進入大學。直

至大學二年級前，我的生活仍是無憂無慮，因

為好像這就是惟一的或被安排最好的；然而，

當快要踏進職場，人類本能危難機制啓動，逼

使我設法確定畢業後的去向。經過不斷地回

顧、反思、詢問，並分析大量「很多型」人格

數據後，得出的結果是我本人十分「全面」，

技能很「平均」，樣樣皆能，卻不精通。這是

多麼吊詭的結論！

生存意義 由於沒人可以告訴我踏入社會

後要幹甚麼，所以，一如以往每逢危難時便祭

出「祈禱牌」，懇切向天父求答案；可惜，屢

試不爽的招數此次失效，不久便開始我機械式

的生活。起床、上班、下班、吃飯、洗澡、上

網、睡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循環生活，

究竟要到幾時呢！我開始控訴和埋怨神：「為

甚麼祢要創造人類？我完全找不到生存的意

義，像在等死一樣。如祢是神，就告訴我活著

的意義是甚麼吧！」

第一夢想 經過持續的禱告，奇蹟終於發

生！我想也沒想過我竟會喜歡寫小說，狂熱程

度甚至要辭職全力以赴。我十分肯定這是神應

允禱告，終給我人生第一個夢想。一年全時間

寫作，非常享受，但問題再次浮現：「寫完

後，又找甚麼做呢？（我曾妄想過成為香港羅

琳，哈哈！）」

奉獻給神 寫作的夢想並未滿足我，聖靈

時常催逼我繼續尋求人生意義。我學習捨棄自

己對金錢、對權力、對安穩生活的慾望，意識

到惟有神才能填補我生命中的黑洞。創造天地

萬物的神透過「半年催淚卻無淚」、「稅吏馬

太的呼召」和「首次與神相遇」的經歷，使我

立志將生命奉獻給神，幫助所有青年人盡早找

到神給他們的指引，不再追逐一條社會默認、

爭名逐利、為求安穩的生存模式。

人生意義和夢想的實踐，你或許就在以下經文

得到一點啓發：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

命，平安。」（羅8:6）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

眼睛未曾看見，耳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林前2:9）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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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吳玉蘭報導

「一個遊歷國外的人，回到祖國時，誇口說他

所到之處，做了許多奇特英勇的事蹟。特別他

在羅茲這地方，曾經跳得很遠，當地的人，誰

也比不上；羅茲這地方有不少人目睹，不妨叫

他們來做見證人。一個旁人插嘴說：『那麼，

我的好漢，如果這是真話，不必要甚麼見證

人，就把這裏當作羅茲，你來跳跳看。』」

以上的伊索寓言故事，對你的生命有何啟迪？

你的生命又如何？是認真的委身嗎？

1月27日（主日）下午來到「堅浸」九樓，TUD

（Training Union Department 佐道部）舉

辦的組長差遣禮，熒幕打著是日主題:「根．

跟」–認定生命成長小組意義和根源，堅定不

移跟隨基督，作主門徒。

楊牧師給我們的訓勉是:「跟隨基督，根本問

題。」這兩個根本的問題是:

1. 塑造甚麼類型的門徒

海波斯牧師（Rev. Bill Hybels）名言:「本

地堂會是世界的希望」，當教會發揮應有的

角色，世界被轉化（啟11:15），活在基督的

國裡；除了努力學習外，你願意篤行嗎？被

聖靈轉化，生命轉

化，不停留在知識

上的空言，使生命繁

衍，建立同心同行的

侍奉隊伍，多結果子

（Fruit bearing）。

聖經說:「你們多結果

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約15:8）」、「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

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

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

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不僅是結果子，

還得常存果子。（約15:16）」（羅6:22、西

1:10）等。

2. 塑造門徒的途徑

LLSR（Love， Learn， Serve & Reach）彼此

相愛、學習、侍奉及外展，這正是組長訓練

班所學習的，並且需要專注，有計劃的行在

地上，你的生命又如何？你有否：i）遵行神

的話？ii）降服基督主權？iii）彼此相愛？

iv）結果子？此外，也透過以生命影響生命，

透過牧者、師傅和教練的承傳，如保羅與提摩

太的榜樣（提後2:2；林前11:1）。今日你又

如何牧養你的羊呢？

盼望我們成為活出使命，塑造門徒的教會，讓

我們以生命影響生命。

楊牧師的差遣禱告後，於下午四時結束聚會。

「整裝待發，活出使命；全民委身，作主門

徒。」是本年—差遣年的目標，願這不僅是口

號，更成為你我千古名言和轉化生命行動，落

實在地上，擴展至世界。

11



佳美腳蹤
陳曼詩會佐資料提供

陳平明姑娘親自下船迎接

熱身運動

船員表演話劇

6-12歲主日學生
及其老師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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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需要的國家禱告 小息時間

參觀全球
最大的海上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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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劃也

不能廢去。」(太5:18)「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却絕不

能廢去。」(路21:33)

以書藝敬拜 讀神的話，進而抄寫聖言，對書

藝團契的團友而言，是一個祝福，一種享受。當我拿

起筆桿抄寫聖經章節，上面這兩段經文便在我耳邊響

起，敬畏聖言的心，油然而生。我把點劃細心地串連

成漢字，不馬虎，不苟且，寫在紙張，刻在心版，因

為知道，我寫的每一個字，是神永不消逝的話語，是

永恆的，一點一劃也不會廢去的。能有機會在團契

與眾多肢體一同切磋書法，同步抄寫聖言，感悟真

理，以書藝敬拜主，那是多麼Awesome!

初領受異象 基督徒書藝團契在2008年成立，

秉承「書藝榮神」的宗旨，向着靈性培育與書藝學習

的目標雙軌並進。在每月的聚會中，用聖經話語作

書寫內容，在牧者和書法老師的教導下，各人深入

思考，分享靈裡的感受，書寫的樂趣，生命得着造

就，書藝水平賴以提升。在2011年的復活節，團契在

教會舉辦聖言書法展。同年的夏天，接受漢語聖經協

會的邀請，作「新漢語譯本，新約手抄本運動」的

協辦單位。藉着這協辦，團契在侍奉的路上踏進一

步，更讓眾多信徒認識團契的宗旨和活動，實在是神

的厚恩，也是祂對團契始初領受的異象的肯定。

聖言書藝社 團契的步伐不敢停下來，因為神

對我說：「你要擴張境界，現在是時候把異象從教

會伸延到全港的信徒」。團友們立刻着手籌劃一個

跨宗派、跨教會的團體，秉承及擴展書藝團契的理

念。在2011年11月，「聖言書藝社」成功在政府註

冊，建造一個屬於全港基督徒的學習和侍奉平台，

並在2012年2月26日舉行成立典禮。書藝社的宗旨

是：「認識中國文化，研習書藝，抄寫聖言，感悟

真理，服侍社群。」直至2012年底，我們已招募了

80多位會員。感謝主，榮耀歸給衪！

漢字的魅力 弟兄姊妹，你喜愛神的話語嗎？

你又曾否停下來欣賞漢字的魅力？它是中華文明的

載體，前人智慧的結晶。《修靈明愛》一書的作者

謝任生牧師，在新約手抄本運動起筆禮提到，我們

流着中國文化的血液，却又接受了西方宗教，從而

引起種種矛盾；而書藝社的宗旨和活動，正好提供

了一個化解矛盾的方案，使神的聖言與中國文化得

以融和。

現今潮流「一指走天涯」（手機上網），書寫已

淪為落伍行徑。盼望大家在「無筆一族」崛起

之際，能逆流而上，加入聖言書藝社「毛筆一

族」，一同學習、探索、分享。(website: www.

christianwordsoc.org)

書藝社在2012年12月舉辦了一個書藝靈性靜修日

營，主題是「墨言筆語，與神相遇」。46位營友一

起靜禱及抄寫經文。下面是一位營友的感想，作為

這分享篇的總結：

墨言筆語，靜聽主聲；柔柔細語，安撫心靈。

抄寫聖言，刻於心版；肢體相交，愛意濃濃。

書藝團契．雅比斯

堅情處處
杜梁寶珠14



侍奉社群 自從書法研習班畢業後，只

是斷斷續續地在家臨帖練習書法，不想放

棄興趣，但卻有水準日降之感。當寶珠姊妹

Miranda邀請我參加「基督徒書藝團契」的時

候，我馬上欣然接受，一心只想利用筆墨書寫

聖經金句，繼續練習書法；從沒有想到可以

用書法去侍奉社群，更妄論用書法去宣揚基

督教。

外展計劃 感謝神的帶領，書藝團契在教

會經過三年多的謙卑學習，在2012年春正式擴

展成立為聖言書藝社，開放給全港信徒參加。

我們每月舉行雅集，邀請書壇名士講解書法

要訣；在靈性增長方面，又邀得牧者作分享嘉

賓，實在得益良多。除了力求提升靈命及書法

水平外，書藝社還引進外展計劃，籌辦書法班

去侍奉軟弱，及需要服務的人。

樂此不疲 我們外展的第一個項目是與天

書法：外展侍奉的橋樑 
水圍癌協合辦的書法班，對象是正在接受治療

的癌症病患者。十二節的課程由陳偉光老師及

吳世定老師分別任教，教材來自聖經金句，每

次又有幾名書藝社會員擔任義工助教。由於義

工多居住於港島，我們每次交通來回都要用兩

個多小時，加上授課，一共要用上一整個上午

的時間，但大家都樂此不疲。每次上課，病友

們都十分投入，用心練習，使我們感到付出的

時間沒有白費。課程結束時看見病友書法的進

步，並在結業禮興奮地展示他們的作品，叫我

們十分感動。

感受主愛 我感謝神的恩賜，使我們藉著

書法藝術去接觸更多的朋友，也讓他們透過安

靜的書寫接觸神的話語，感受上主的愛。

我們下一個服務對象是戒賭人士，期待更多會

員加入成為義工助教，造就更多未信的人。

堅情處處
麥王麗瓊 15



堅情處處
張蘇嘉惠

真正書卷的巨匠......嚴珊薇

記得當初我來到書藝團契，以為

用書法抄寫聖經，是否與小學生

的“背默”之類，把經文塞進腦

差不多。但在整個過程中，我最

大的得著就是每次聽謝牧師無論

講道或祈禱帶領，那滲透聖靈與

傳統中國文化精髓的獨特語言絲

絲入扣，牽動心又如化雨春風，

潤澤心田。

中國古人運用筆墨，寫畫寫字，

透過意筆山水的揮灑，寄情於大

自然；用字法線條的藝術或直抒

「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

的，我必成就」(賽46:10)

在2008年初，寶珠姊妹Miranda

與我分享從神而來的感動，要在

教會招聚對書法有興趣的肢體，

去成立一個團契。我當時馬上表

示支持，覺得這既能讓我在書法

課題上鑽研，又能與一群志同道

合的基督徒共同書寫聖經話語，

深化與神的關係，對我來說是一

項既吸引又嶄新的嘗試。接着

Miranda告訴我她從神領受的異

象，是要向全港的信徒推動「抄

寫聖言，書藝榮神」的行動，我

們教會成立「書藝團契」。我當

時雖覺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

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能付諸

實行。

「基督徒書藝團契」於2008年5

月在教會正式成立，約有18位團

友。神確實祝福這團契，祂不但

為我們預備出色的書法導師，更

有培育我們靈命成長的修靈牧

者，讓團友在書藝，中國文化及

靈性各方面融會思考。在學習過

程中，團友嘗試採用文言聖經版

本的內容，使作品倍添優雅。我

們先後印製了兩款不同設計的利

是封，連續兩年春節在交誼坊派

送會友。在2011年復活節舉辦的

聖言書法展，更大受會友歡迎，

紛紛認購展品，籌得的款項全數

奉獻母會，一些其他信徒及團體

也大感興趣。在同年11月「聖言

書藝社」，一個跨教會的非牟利

社團正式在政府註冊，並在2012

年2月舉行啓航聚會。

在短短三年多，神的帶領和預備

實在超乎我們所想所求。我深深

體會，從前我的信心多麼薄弱。

如今我確知，若神喜悅我們的作

為，衪必成就，並賜下豐厚的恩

典。當年我學習書法的興趣，現

在已成了上帝祝福的渠道。

胸懷，或透露心底的意念。堪

稱絕代的一卷仍“分居”兩地的

《富春山圖》，作者花了十幾年

時間一筆一筆地去寫。千年來多

少人嘗試圖解畫，但有誰能真正

領略作者的心胸底蘊？！

神可能已為我們每個人繪畫了無

與倫比的前景書卷，但我凡胎俗

眼，怎麼也看不透，經常在探測

神的心意，問問自己我今天又做

錯了甚麼，好像每天在尋找解畫

人。“林深不知處”，還是讓建

造房屋的神去作工吧，否則做甚

麼也枉然，學習不去愁煩，即使

在困境中也安然，放心交託，細

味心靈的引領，仔細去領略人生

的真、善、美。

寫到這裡，剛遇上今天的崇拜，

其中一首歌《我已經決定》裡面

一段歌詞，「世界在背後，十架

在前頭」合其中！原來我經常前

後不分。不過胡闖瞎撞一陣後，

總有牧羊人又引領我到青草地溪

水邊安歇。最後，還是那個盤石

再出現“交託”！

神的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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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晚上6時及8時於本會禮堂舉
行

「平安夜音樂佈道會」，邀請了
台灣伊甸盲人喜樂佈道團作分享嘉賓

，會上

有詩歌獻唱、見證及由陳康牧師作信
息分

享。有16人決志，5人回轉。求主保守初
信者

在主的愛裡繼續成長。

12月9日下午於本會一樓禮堂舉行了
聖誕懇親佈道會，共

有250多位弟兄姊妹參加。聚會由婦
女部及佐道部聯合舉辦，邀請

了胡美儀女士作分享嘉賓，郭鳳群傳
道分享信息。共有3位參加者決

志，願神堅固決志者，繼續在信仰上的
追求和成長。

12月16日下午於本會一樓禮堂舉行
基址浸禮見證聚會，共有14位弟
兄姊妹受浸加入教會，願神保守他們
的靈命日漸成長，愛主更深。

17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12月25日早上9時及11時30分於本會禮堂舉行
聖誕崇拜。於早堂舉行浸禮，共有49位弟兄姊妹受浸及加入本會，求主幫助他們繼續在主裏紮根成長，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於早上10時在本會禮堂舉行，有862人
參加。

崇拜中舉行了新主任牧師就職禮，
求主幫助楊柏滿牧師，並賜給他聰明、智慧及
能力帶領教會。

崇拜中亦頒發了教會職員長期服務獎。五年服務獎為莊超
俊幹事、陳達榮幹事及蔡于鳳儀傳道；十年服務獎為蕭巨華主任；
二十年服務獎為鄧歐陽潔彩幹事。願神繼續加添他們智慧及能力，
忠心侍奉主。

崇拜後隨即舉行年議會，通
過教會2013年各部及委員會的事
工及預算。

2013年新年崇拜

18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1月13日（主日）於本會舉行

「望道號團隊分享」，
邀請四位不同國藉的年輕宣教者，

帶領超過100名中英文部青少年，

一同以詩歌敬拜及見證，挑戰青年

人透過奉獻恩賜侍奉神。

1月19、20及26、27日聯絡
委員會於崇拜時段在交誼坊設置

攤位，售賣賀年紅封包及
揮春對聯，讓弟兄姊妹能彼此
交流，一同慶祝農曆新年。

1月27日（主日）午堂崇拜中舉行基督少年軍立願禮，各少年軍隊長及隊員一同立志，擴展基督的國度、實踐基督化的人格及成為傑出的基督精兵。願神加添能力給各隊長及隊員，使他們繼續在主裏紮根成長，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1月20日（主日）

下午於本會九樓禮堂舉行了

內地醫療分享會，
讓參加者認識如何藉醫療

服侍內地教會及未信者。

19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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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主日）下午於本會九樓禮堂舉行
生命成長小組組長差遣禮，主題為「根．跟」。由楊柏滿牧師及黎頌遠傳道分享信息，會上有組長分享見證、教會異象分享、及組長立志及差遣。願神加添能力給各組長，使他們的靈命不斷成長，有能力帶領小組。

聯絡委員主辦新春團拜於2月16日
（周六）崇拜後，及2月17日（主日上

午，初

八）在交誼坊設糖水分享站，讓弟兄姊
妹彼

此祝賀。

安德烈行動福音主日崇拜於2月16日
（周六）、17日（主日）及19（周二）舉行。
講員為黎頌遠傳道，主題「愛連綫」。有5人決
志，求主祝福他／她們在主的愛裡繼續成長。

20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