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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祢一個  每當想

到敬拜，我們是否只想到

教會的禮堂崇拜，或不同聚

會中的敬拜部分呢？倘若如

此，我們每一個星期便只得

一至兩個小時是敬拜神的！

有一首詩歌的歌詞這樣說：

「我受造是為了敬拜祢，我

受造是為了榮耀祢……」；

另一首詩歌歌詞說：「人活

著為了甚麼？為了敬拜祢一

個……」正如詩歌所言：我

們活著為了敬拜神；那麼，

我們敬拜神豈只限於禮堂崇

拜和聚會中的敬拜呢？

讓主居首位 敬拜是甚

麼？是有一位對象值得我們

尊崇、配得我們將尊貴、榮

耀、能力都歸給祂。因此，

除了創造天地宇宙萬物的

神，沒有其他可以配得的。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

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

沒有所愛慕的。」（詩73：

25）神創造的萬物及眾生靈

中，只有人類是按照祂的形

像和樣式所造的，亦只有人

類才具備敬拜神的本能。在

夏忠堅著的「敬拜人生」中

提到：「敬拜的字義是『屈

身俯伏』，這是一個動作，

但不只是動作，而是在心態

上『屈服』，屈服於一位在

上者之下，甘心服侍祂，榮

耀祂，使祂滿足。」這樣看

來，我們的敬拜並不是局限

於參與教會的崇拜或聚會的

敬拜，也不是一個星期只敬

拜一次。倘若我們活著為了

敬拜神，我們的眼光便要更

寬闊：我們整個人的生活就

是敬拜神。因為我們不單在

崇拜中向神「屈服」，而是

在我們生活中，同樣要向神

「屈膝與順服」。因此，我

們的生活與敬拜是分不開

的，在生活中我們要讓主居

首位，尊崇祂，榮耀祂。

生活是敬拜  以生活

敬拜神是甚麼意思呢？神喜

悅我們怎樣敬拜祂呢？撒上

15：22說：耶和華喜悅祂的

子民獻祭，但更喜悅的是祂

的子民聽從祂的話。祂喜悅

的不是外表的敬拜，而是我

們在生活上聽從祂的話。賽

1：11-17提到以色列人在敬

拜上遵守了很多規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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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在
二月初，聖靈多次使用詩歌「神

同在」向我說話。直到二月中一

個周末晚上，我發現左胸有一腫

塊，才明白聖靈的提示。感謝

神，心裏仍然平安禱告，懇求神

帶領。

在醫生檢查及活組織檢驗證實是

乳癌，須入院做手術。感謝神，

一切來得突然，但心裏仍然有

平安。

「上帝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

力量，是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祂施慈愛和憐憫給敬畏祂

的人，兩次手術非常順利，傷口

沒痛，癒合良好。

手術當天，很多弟兄姊妹都為我

禱告，主診醫生在手術前讀出詩

篇121篇鼓勵我仰望神。感謝神讓

我體驗「凡事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手術後，姊妹們

的關心和支持，讓我感受到彼此

相愛，生命影響生

命並神的同在。

手術後一星期，化

驗報告顯示癌細胞

比較活躍，須用

化療和電療，藥

物對身體的傷害較

大，丈夫和我憂慮

起來。陳師母致電

問候後，更與牧師

立即到我家中為我

們禱告，牧師更將

詩篇121篇勉勵我

們。感謝神，一周

內兩次使用同一經

文堅定我們信心。

神又預備弟兄使用路加福音加強

丈夫的信靠，並安排黃姊妹作我

的禱伴，讓我倆踏上信心之旅。

「……你不要害怕，因我救贖了

你……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賽

43：1－3）

面對化療，感謝神的看顧保守，

十六個星期的八次化療過程中，

沒有太大的併發症，祇是第五次

化療後時有骨痛現象。家人的關

心和愛護使我更積極和勇敢面對

疾病。

癌病令我經歷痛苦，但感謝神的

同行讓我去面對困難。

感謝神，第七次化療後，我能夠

重返詩班侍奉。神使用詩歌「歡

喜到主前」向我說話：「以喜歡

和感恩的心到主前，揚聲歌唱讚

美，祂的名配得頌揚。懇求赦免

罪愆，做我幫助。心裏充滿喜

樂、和平和愛，分享主愛，傳揚

主道。哈利路亞！」願榮耀頌讚

全歸慈愛的天父！

有關的節期，但神恨惡、以

為麻煩，連禱告都不聽。因

為他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

血、作惡等；所以，他們無

論在敬拜上表現如何虔誠，

神都不喜悅。在我們的生活

中，都必須以榮耀神為先。

夏忠堅認為：「生活就是敬

拜，敬拜就是生活」，意思

是不要只在教會時才表現虔

誠、熱心和愛心；在家庭、

公司裡、學校內、及朋友間

等，我們所做的是否有榮耀

神呢？假若別人看不出我們

是基督徒，不但不能榮耀

主，反而羞辱主。

全人獻給神  我們不

可以只做部分時間的基督

徒，而忽略我們是要將全

人獻給神。神喜悅我們敬拜

祂，但祂更喜悅人在生活中

榮耀祂。「行仁義公平比獻

祭更蒙耶和華悅納。」箴

21：3「撒母耳說：耶和華

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

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

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

油。」（撒上15：22）

分享篇
王瑞梅 3



分享篇
葉仰光

加入相愛的群體  今年

是我信主的第廿個年頭，兩年多

前，當我作第一次轉教會的決定

時，內心有極大的掙扎。我們夫

婦倆求神帶領，在當時極困難的

環境下，到合適的教會，繼續恆

常聚會、敬拜神。感謝神的帶

領，在香港浸信教會的一個聖餐

主日崇拜中，深深感受到神的同

在。在整個崇拜過程中，都給我

我們在此·服侍南區
倆不同的感受。這認證了經上所

記載，「你們要不斷祈求，就會

得到所祈求的；不斷尋找，就會

找到；不斷敲門，門就會向你們

打開。」（太7：7新普及譯本）

學習以愛去還愛  又在

教會的一次崇拜中，牧師呼籲會

友，在一張紙上寫下我們的立

志，去回應神的愛，然後投入

奉獻袋中。那一刻，我以信心向

神作出了回應。就是「以兩年

時間，在基督教書室全職服侍

神。」神悅納了我們的回應。不

知不覺，我倆已在南區的「神是

愛書房」服侍了一年。當中有喜

有悲、恩典滿滿，我們會繼續努

力，成為「整全使命」的一份

子，以愛去回應神的大愛。

我們的生命在此 「主，

每一天我將生命、時間、才能全

獻上，以信見證祢的作為，以望

持定信仰原則，以愛關懷服務世

人；我豈能等，我豈能等！生命

在此，願為主而活，生命在此，

甘心獻主為要服侍這世代，能遵

行神旨意，生命在此。」《世紀

頌讚》第355首

「吾老矣，無能為力也！」這是

否對？雖然「人老，但心要不

老」，要保持青春活力，才能有

健康體魄。不知不覺我已退休十

多年了！

年輕時我當過護士，每天對著與

生死掙扎的病人，工作節拍急

速，生活緊張。婚後我開辦了一

間股票投資公司，誰知金融市場

比醫院更緊張刺激。1972年香

港股市大崩潰，對我影響很大。

1986年終於結束股票公司移民加

拿大去。

辛苦賺來的錢是要為自己老時所

需。我把賺來的錢到加拿大投資

地產，將買入的房屋出租，每月

有可觀的收入。可是，加拿大政

府知道我有入息，所以得不到當

實踐退休之樂......關江婉柔

地政府的生活津貼，反而要納重

稅。

六十歲退休以後，我便去當義

工，跟一班長者一起耍太極、跳

集體舞、偶爾去旅行，最後加入

教會。我們一起唱歌、一起學

習，與那些年輕人相處時自己覺

得更有活力；遇到難題時，大家

可以彼此分享和祈禱。這樣便擴

闊了自己的社交，生活自然開

心，心廣體胖。

這首給長者的歌「養生秘訣」，

是我最喜歡的：

起得早，睡得好；

七分飽，常跑跑；

多笑笑，莫煩惱；

天天忙，永不老。

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時；

飲食要適量，作息要均衡；

心中常喜樂，口頭無怨聲；

愛人如愛己，助人盡忠誠。

忍字養福、樂字益壽，

動字健身、靜字養心。

人生是過路客，處世勿太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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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禱告「西馬之旅」是我第二次到外

地的侍奉，因為這次需時八天，家中的一對兒

女令我牽掛，故一直未答允姊妹的邀請，但他

們需要一個懂閩南話的人去服侍。經過禱告及

一對兒女的支持下，就答應與彩虹中樂組一起

於5月9-16日往西馬親善交流。

裝備自己 我是負責為講員翻譯成閩南

語。為了對閩南語更了解和熟習，我先要裝備

自己，每星期到閩南堂崇拜，每日爭取時間上

網聽普通話講道。在裝備的過程中，我得著很

多，使我更了解神的話語，與天父的關係更加

密切。

充當司儀 約出發前三星期，接到通知自

己崗位有變動，其中一場是5月12日晚在西馬

實兆遠的一個母親節福音晚會中充當司儀，

因當地人大部份只會講榕語（福洲話），所以

需要一個懂華語的司儀，再由當地的教會同工

翻譯成榕語。得知任務有變後，我內心有說不

出的恐懼，因為我沒有上台的經驗，經過商議

後，他們決定用最簡單的司儀稿，叫我在家熟

練。由於過份緊張，在出發前已需要安眠藥幫

助……。

夢見異象 一天，我在極度疲倦之下，進

入睡夢中，我向主呼喊：「主啊！我多麼疲

倦、多麼害怕，實在沒有能力完成任務呀！」

西馬之旅——我經歷了神！
就在那時，一個龐大的身軀在我背後出現，一

隻手攙扶著我，只見伸出的手，那袖子多麼寬

大！祂慈聲對我說：「我與你同在！」我醒過

來，啊！那是神的手！我像充了電似的，有說

不出的喜樂！

神的同在 5月9日我們一行30多人順利到

達西馬。5月12號日中午在實兆遠綵排期間，

知道有翁弟兄幫助翻譯，但在出台前數分鐘

知道將會取消翻譯，只得我一人出台做司儀。

我聽到後，整個人感到非常戰兢。弟兄姊妹看

到我那害怕的樣子，馬上握著我的手，為我懇

切的禱告，心裡稍為安定。我那顫抖的腿不知

如何步上了台，就是這三分鐘我經歷了神。我

向主禱告：「祢曾經在異象中答應必與我同

在！」「祢是我的幫助、我的盾牌……」那

刻，我獨個兒在台上……那份力量、那份自然

淡定，彷彿說話的不是自己……終於見到所有

的組員陸續出場，我心隨即湧出極大的讚美和

感謝。

榮耀歸神 當晚帶著無限感恩的心回到酒

店，禁不住要數算神的恩典。在服侍的過程中

有這麼多的變動，非我所能掌握。天父的愛超

出我所想所求，更經歷了完全放下自己，讓神

在我軟弱中顯出祂的能力！在西馬領受新的使

命和突破，願榮耀歸於三一真神！

分享篇
黃正芬

作者與實兆遠甘
文閣衛理公會道
樂齡團契翁存孝
團長伉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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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itia

最大的領受是「聆聽」的功課。

還記得在聆聽的分組練習，我們

分成三人一組，其中一位要分享

大約五分鐘，而其他兩位需要安

靜，專心聆聽。分享完畢後二人

分別要給分享者一句回應。

聆聽是一門不簡單的功課，你會

忍不住想發問，還要專心聆聽分

享的內容，當聽了完整的內容，

回應發問會變得更全面。作為分

享者的，當別人給予你說話的空

間，你會感到被尊重，更容易表

達自己、也會十分期待聆聽者的

回應，而那短短一句的回應，變

得珍貴而滿有力量。這樣的練習

令整個對話變得有質素。

有時候我會抱怨上帝的回應不

多，這經歷讓我想起當我們祈禱

的時候，上帝也是這樣專心地聆

分享篇
黃元標

聽我們的禱告，而祂的回應，也

是一句短而有力的話。這又令我

想起腓立比書4章6-7節：「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在此次祈禱營學會了甚麼是祈

禱。原來祈禱除了祈求、讚美、

認罪、讀經、感謝外，還可以靜

默、聆聽主的聲音，靜候天父的

回應。最深刻的，是當林國彬牧

師帶領我們靜默祈禱時，我聽到

有微小的聲音說：「黃元驃我很

愛你！」這是我信主以來很少遇

到的。自此之後，我學會了於日

常生活中除了對神的敬畏和將困

難及憂慮交託外，更要多些獨處

聆聽天父的聲音和聽候差遣，好

讓我能多倚靠神，一生行於主喜

悅的道路上。

最後，我要感謝教會舉辦是次祈

禱營，我和太太不但得著良多，

她更在營裏認識了幾位姊妺，現

在還有彼此聯絡呢！期望教會能

繼續多舉辦同類型的活動。願神

祝福教會成為一座能引領更多人

歸主耶穌的明亮燈臺。

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現在有了信心，學懂

凡事可以與上帝傾訴，祂是那一

位永遠也願意聆聽我們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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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元旦崇拜的講壇信息中，

楊柏滿主任牧師清晰地展示異

象，建立「堅浸」成為一間「活

出使命，塑造門徒」的教會。

2013年5月教會一行33人，當中

包括楊牧師、會佐會主席陳維智

醫生、多位傳道及會佐和基址的

代表等，參加了在馬尼拉舉行的

「2013全球門訓研討會」。（下

稱「大會」）

曾金發牧師為大會這樣介紹：

「世界充滿需要，教會充滿問

題；教會被膚淺、不成熟、平

庸所充斥著。（The World is 

in need. The Church is in 

trouble. Superficiality， 

immaturity， mediocrity has 

characterized the Church.） 

」所以教會要把握機會，藉著聖

靈的大能和權柄來塑造門徒，使

教會能改變世界。

曾牧師在大會開幕致辭指出，

分享篇
黃志宇

2013全球門訓研討會

使命（MISSION） 託付（MANDATE）

準備就緒（Readiness） 扎根（Rootedness）

工作（Work） 同行（Walk）

事務中心（Cause-centre） 十架中心（Cross-centre）

國度進展（Advance the Kingdom） 在基督裡（Abiding in the King）

成就（Accomplishment） 真實（Authenticity）

表現（Performance） 朝聖（Pilgrimage）

主動（Initiatives） 正直（Integrity）

有能力（Competence） 有品格（Character）

履行（Doing） 存在（Being）

塑造門徒不單是教會的使命 

（Mission），而是神的託付 

（Mandate），他這樣表達當中的

分別：

看來，要完成使命是強調外在因

素，但要把神的託付做得更好，

就在乎內在的條件；所以，大

使命不是神給教會的功課，卻

是要教會焦點常常對準神（NOT 

assignment from GOD， BUT 

alignment to GOD）。

在大會中，來自歐、美、亞的知

名牧者及學者，就生命影響生命

的門訓、門訓的領袖培訓、年輕

一代的門訓、今日教會門訓的挑

戰、教會承傳……等課題，分享

精彩的信息；而且能與來自數十

個國家和地區、近萬的教會領袖

一同滙聚，交流門訓的異象和成

果，實在是難能

可貴的機會！在

這3-4天的旅程

裡 ， 參 與 的 教

牧、領袖、組長

等，有機會分享

對門訓的學習、

體會，已開始建

構 一 個 「 堅 浸

門 訓 的 交 流 平

台」。

總結曾牧師分享

訓練領袖的見解（出18：13-21摩

西的故事），當教會透過不斷培

訓下一代的領袖時，領袖們就不

至於疲於奔命，因為在侍奉中他

們不是不可或缺的了；這樣他們

也不至於乏力無助，因為可以賦

權與下一代的領袖；而且因有下

一代領袖身體力行來體驗，他們

不至於會疲憊；更重要是不斷承

傳，使教會門訓可持續發展：生

命影響生命。

曾牧師在大會閉幕前，再藉耶利

米先知的話（耶6：15）强調：教

會要改變，要行動！真理不能改

變生命，惟有實踐真理，才能改

變生命！

「堅浸」要行動，我們將會見到

有「堅浸特色之塑造門徒」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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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人生．與主皆行
厚基已屆中年，有一般人的婚姻和家庭，育有

兩名女兒。

幼年喪母，時乃八歲，虛歲九，曾作新詩〈九

歲的一滴淚啊！〉（收錄於即將出版的詩

集），回憶母親病逝片段。

父續絃。父乃長子，下有弟妹十一人，另育吾

等兒女六人。

我是家中老么，十二歲首度經歷長遷，從西馬

搬至東馬，第一次乘搭飛機。中學熱心於團契

和詩班的侍奉。

大學於台中中興大學就讀土壤系，後轉外文

系，獲新詩獎、系內獨幕劇最佳男演員獎。畢

業後曾任翻譯等職，那些年也是我第一個迷惘

人生的階段。

九四年赴港讀神學。九七年開始牧會。二千年

再讀神學。

零二年赴沙巴任職神學院，曾教導系統神學、

倫理學、世界宗教、聖靈論和靈恩運動等科。

零六年再度負笈，一家前往蘇格蘭愛丁堡讀博

同工篇
黃厚基傳道

士，妻讀輔導碩士，曾教導輔導學課程和從事

個人輔導。

出發前、飛機上，小女兒一心想著去愛丁堡

「讀書、玩雪」，那年她未滿六歲。

愛丁堡同窗學兄妹姐弟，大多四年左右完成博

士學位，我差不多七年才完成，人是先回來

了，但學位遲遲才尾隨而來。

我早年愛讀武俠小說，打乒乓球。大學以降至

三十餘歲，嘗愛寫新詩。近年甚愛打羽毛球。

同時，面對人生意義、人性基本的問題。

我也喜愛教導，開發和刺激大家的思維，從不

同的角度思想人生和信仰。

人生本不是樣樣事物都能了解，大概有不清楚

之處時，也是我學習有勇氣停駐凝視之時。

邁向天命之年，自娘胎已接觸信仰的我，有許

多的反省、體會、掙扎和看法。我體會到信仰

可以很廣。這一季在教會教導「聖經詮釋與詮

釋學精華」，以後會再開，也希望開不同的科

目能與大家見面，更深認識，一齊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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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篇
賴偉業傳道

神的恩領
順服跟隨 主內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賴偉業傳道（Jason），在教會

主要負責職青事工，特別在巴拿巴團契中服侍。感謝上帝的帶領，在今年4月

1日帶領我到香港浸信教會侍奉。上帝的心意超過人所能想像的，可能有時會

有很多的不明白，但只要順服去跟隨，會發現祂的帶領是最好的。

一同委身 感謝主的恩賜，我有一個將近5歲的女兒，在9月會升讀K3，而

太太現在全職照顧女兒。我教導弟兄姊妹在結婚後，夫婦倆與小朋友應返同

一間的教會，因全家要得到同一的牧養，並在同一間教會中委身。所以，我

也很感謝太太的認同及支持，她和女兒現在都在本會聚會。很感恩，她們都

適應下來。

職青群體 自神學畢業後，我一直在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服侍，這是

我讀神學時實習的教會，主要是服侍職青群體。畢業時面對著返母會或留在

港福堂服侍的抉擇。讀神學前我在母會擔任福音幹事，接觸到不同的群體，

藉此擴闊了我的視野，但上帝將服侍職青群體的負擔放在我的心中。他們面

對工作、戀愛、婚姻和照顧上一代的壓力，而他們的可塑性是很高的，但面

對實際的生活，信仰的挑戰亦很大，所以，我特別願意去牧養這個群體。最

後，我回應了上帝的呼召，留在港福堂服侍。

專心侍主 在港福堂服侍了接近三年，我漸漸體會到自己的有限和經驗不

足，便向上帝禱告，求主帶領前路。感謝神領我到香港浸信教會來，也感謝

港福堂在我服侍期間的支持和教導。請大家為我們一家禱告，讓我們在此可

以專心的侍奉上帝和牧養祂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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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青少年事工_Pillar Christmas party

青少年事工-
初中成長日營

堅情處處
教會12-18歲事工專輯

2013 年教會 12-18歲事工專輯

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事工使命 ......江山偉傳道 Jesse ，李諾雯傳道 Kim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是香港浸信教會青少年事工首要的使

命，「青少年事工」的拓展亦以此為重要基石。為要達致一

個薪火相傳的健康發展，我們定下培育三步曲，並為此盡心

竭力：

•帶領未信主的青少年歸主。

•塑造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

•差遣他們按著領受及恩賜去拓展基督的國度。

唯有上帝才能叫生命改變，但同時上帝也使用教會協助青年

人經歷神，接受神的愛和教導。我們透過活潑的少年崇拜及小組，以及不同服待體驗，

帶領青少年人看見神對自己及世界的心意，並活出神對人的期望。不同的事工核心也是

源於我們所相信的福音，源於三一獨一真神。如此，「生命燃點生命、生命塑造生命、

生命影響生命、生命改變生命」絕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可實踐出來的行動！我們也視

「青少年事工」是一個「本土、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故此，每一個在神國度裡的青少

年都是一個「宣教士」，當他們在教會領受了神的教導後，便到自己的社區中，帶領更

多的青少年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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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情處處
教會12-18歲事工專輯

我如何在教會被造就 ......郭建源

我曾經在小學時迷失過，離開過神。感謝神的帶領，在 Pillar 認識到一班的弟兄姊

妹和導師，令我在迷失中重新投入神的懷抱。

曾教過我小五及小六的主日學導師都知道我是非常頑

皮，經常在課堂搗亂，即使升到中一時在少年崇拜

和小組也是這樣。慢慢地在導師的鼓勵下，開

始投入小組活動中。直至2012年12月教會舉

辦了一個聖誕報佳音，讓我感受到在神的

愛裡的喜樂，更加投入侍奉和教會生活

裡;與此同時，李諾雯傳道亦叫我參加門

訓，卻礙於時間所限未能參加。江山偉

傳道得悉後，特意為我安排一個查經班

給我，好使我的屬靈生命繼續成長。至

今我已決定參加本年度的少年浸禮，若

不是眾導師的同行，恐怕我連想也不曾想

過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

同行的學習
......梁念恩

與青少年同行逾十年，悲喜參

半，其中也想過放棄，但感恩神

給我的方向始終都是那麼清晰：

牧養小羊，「叫他們彼此相愛的

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

足，好使他們當我們主耶穌同祂

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

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

責備。」(帖前3：12-13)

喜歡改變·勇於嘗試 這

一代具無限創意，腦筋的靈活，非成年人所能

及。他們能對我產生正面影響，挑戰我去擴闊

自己的「安舒區」，教導我人生和信仰乃一生

的功課，我還要不斷謙卑地去除盲點，改變、

成長。

放下身段·分享生命 當我樂意開放生命，

與少年人一起誠實地面對失敗掙扎，悔罪回

轉，經歷憐憫恩典，我發覺，信仰不會因年月

過去而變得停滯不前，有時都會從谷底反彈的

盼望。

信任青少·不住交託 信任青少年，鼓勵

他們獨立承擔，難免要付代價:憂心、失望、隨

時預備「包底」，需要恆切的禱告。

教導真理·宣揚福音 作為青少導師要深

入認識掌握的社會議題不比老師、家長、社工

等為少。我首要認真謹慎地教導聖經真理，裝

備青少年持守聖經的價值觀，按聖經原則建立

個人獨立思考，作個負責任的教會會友，立體

瞭解世界的需要，本著神的愛，努力實踐大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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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理周六團契

高主教團契職員會訓練日

自修室及校園福音事工 ......梁保榮幹事

自修室服務

我們致力為區內中學生提供一個

舒適環境，供溫習和休閒之用，

藉此增加與教會的接觸。在高中

文憑試考試期間，更定時增設愛

心小吃時段，以此平台彼此認

校園福音事工

我們盼望校園裡有更多人認識耶穌，並為主而活，便特意進入校

園中推動福音事工，讓更多學校成為榮耀主耶穌的聖所，繼續實

踐大使命。現主要在兩所中學中作不同服事。

識，更會祈禱支持和鼓勵。感謝

神！本年度有不少鄰居到本樓層

溫習，更有最少2位同學開始投入

教會生活。

顯理中學

現時每周約超過100人參與學校周四團契，而我們與福音堂

一同照顧35位來自中二級學生。自本年2月起，我們預備一

個周六青少年團契，以輕鬆的方式栽培約20位慕道和栽培初

信的同學。同時，以不同的課外活動建立關係，約有十多位

來自母會及福音堂的義工也同領受異象，願意每周藉樂器或

籃球等訓練，與學生建立一個亦師亦友的關係。我們更以不

同的暑期興趣班，吸引中一新生認識教會和團契，在校園中

經歷神。

高主教中學

於本年1月起，因著校內老師的聯絡，青少同工能每

周參與校內基督徒團契，藉此認識校內學生。我們

主要關心團契職員，並挑戰他們承擔作校園宣教士

的責任。透過協助籌辦不同外展團契活動，讓他們

看到神在學校的心意。6月期間更為他們進行新團契

職員訓練，提升個人靈命素質，同心合力建立以神

為中心的團契。

我們深信青少年需要耶穌的救贖和教導，才能整全

的成長，誠意邀請你為眾青年禱告祝福，使我們

的下一代成為教會的柱石，一同過著以主為中心

的生活。

堅情處處
教會12-18歲事工專輯12



心連心

「心連心」(10-18 歲 )
......陳俊儀傳道

家長成長系列之「父母最有效的工具」

2011年4-6月期間，教會舉辦了「心連心」家長工作

坊，超過40人報名參加。

目的： 幫助家長培育青少年子女最有效的工具。

簡介： 本課程根據黃達瑩醫生一個親子系列課程設計，結合聖經原則及藉加強親子間的依附，培育

青少年子女健康的自尊心，安全感，情緒管理，學校，就業及社交生活。每課設有光碟視像

講授、個人功課、有效實踐及小組討論。

形式： 短片講授(黃達瑩醫生)、筆記、習作、實踐及小組討論。

生命工程 ......戚鄭素莊 Cindy

感謝主，今次參與「心連心」家長工作坊的事

工，我是帶領組員，就當天黃醫生的課題講解

作出討論。家長能夠坦誠和開放地分享自己

的經驗和困難，亦感受到為人父母的壓力和

爭扎。

這次課程，黃醫生除了教授培育青少年子女的

技巧外，更強調聖經原則，指出神在教育子女

方面所作出的提醒及啟示。這課程正正提供一

個很好的平台，讓家長在小組內交流教育子女

的心得和智慧，從而增進有關知識和技巧，而

過往，我們一直以為做父母，於孩子成長路將最

好的供給他們為我們終身功課。

這個想法，我們一直都沒變，直到我們參加教會

所舉辦的「心連心」家長課程。課程期間，我們

對如何做好父母有新見解，明白到怎樣才能從呵

護備至的角色，轉變為一個陪伴成長的教導者。

作為雙胞胎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們

更需要專注聆聽他們各自的意見、了解他們個人

健康快樂地成長 ......郭佩儀 

感受而給予反映、肯定、認同、鼓勵及讚賞等

作為父母回應的感受。同時，當他們感到迷惘

時，說出我們見解，用愛幫助他們再往前走，

免得他們互相比較個人於父母心中位置，傷害

感情。

在「青少年心連心」課程期間，我們學懂用更

有效的方法、工具去培育女兒們，使他們於成

長路上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堅情處處
教會12-18歲事工專輯

組員間的互勉和代禱，亦令家長得到激勵和

支持。

每位父母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難處，但聖經已提

供寶貴的指引。黃醫生強調，培育子女最重要

的是「身」教。有位家長說：「培育子女，先

由自己做起。」；所謂「生命影響生命」，教

養子女是一生之久的生命工程，父母實在需要

不斷學習和成長，這類親職課程能夠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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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
中級組獎章計劃 ......李福主任

中級組獎章計劃，是配合基督少年軍宗旨及分隊的訓練目標而設計的訓練

課程，分隊隊員不單能夠學習到實用的技能，和發展

本身的興趣，更能藉此促進德、智、體、

群、美、靈六方面的均衡發展。

1. 專章 ： 共有25個專章，包括步操、基督教教育，

與及：

 甲組專章 ： 藝術、工藝、興趣、軍號（銅管樂）、軍

鼓（敲擊樂）、風笛（木管樂）、樂員、

通訊、急救、國際知識、自然、安全、社

會服務。

 乙組專章 ： 田徑、露營、獨木舟、遠足、拯溺、體

能、風帆、海員、運動員、游泳。

2. 運動員布章 ： 有不同類型的運動員布章，用以鼓勵隊員

參加強身健體的活動。

3. 服務年章 ： 當隊員有良好的出席

率、參與及紀律，分

隊可按年遞增此章的

年份予隊員，服務年

期由隊員開始參加分

隊起計算。

4. 各隊可考取會長章、創辦人章、香港

青年獎勵計劃的獎章。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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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紫、藍、紅、金章， 

野外定向錦標賽季軍， t h e 

best boy等…… 一切回憶都令

我難忘！

回想兒子Vincent由2007年的SQ學

員到現在，轉眼已經成為中級組

員。以前每逢星期六便由荔景帶

他到教會參與基督少年軍(BB)聚

會，小男孩的他……現在已經長

大了！

由品德、整潔行為、服從紀律、

步操訓練，航海、

急救、遠足和露營

等知識，到賣旗、

探訪老人、義工等戶外活動，使

他經歷豐富的人生。

感恩的！他能跟我一起分享開

參與基督少年軍（BB）轉眼已十年，在這些

年間的體驗，令我學習到課外知識之餘，更

增加我與不同人合作的機會。在中級組生涯

中，最深刻的經歷莫過於海外交流，曾到過

澳門，泰國，東馬(沙巴)等地方，讓我們與

其他地方的青年人彼此認識，深入地了解當

地BB的文化以及歷史，擴展自己的眼界，這

一份同為基督少年軍的身份，令我們在侍奉

上有著相同的方向，一同見證主的恩典。

同證主恩 ......梁潔瑩（總小隊長）

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的中級組隊

員，均為12至18歲的青少年。他

們都與同齡的學生一樣，要面對

學業、考試及升學的壓力，也同

樣受到各種潮物玩意所吸引。但

是在每個星期六下午的黃金時

段，他們為何願意花上三個多小

時去參與少年軍的集隊活動 ? 我

想，原因是透過參與基督少年軍

活動，能使少年人獲得喜樂、滿

足及成功感。這些元素對少年人

建立自信是很有幫助的。

透過有系統的專章考核計劃，完

彼此承擔．克服困難 ......老家泰副隊長

善的隊員進昇制度，加上軍旅的

紀律及團體生活訓練，足以令隊

員發掘自我潛能！從基本的技能

訓練，進而協助導師成為助教，

接著開始組織大小活動，並且管

理分隊事務等，隊員都有充分的

機會發揮所長，挑戰自我，隊

員間彼此承擔，克服困難，這

正是現今世代中青少年群體所

缺乏的！

作為50分隊的導師，我最欣喜

的，是看到他們不斷散發出少年

人的朝氣，並且在分隊活動中有

出色表現。

此外，我更

渴望他們能

歸 信 主 耶

穌，一生跟

隨主，甘心

樂意以傳揚

福音為念，

以愛服侍鄰

舍。

願 滿 有 慈

愛的上主，常與這群青少年人同

在。阿們！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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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喜悅和成功，也有傷痛、失

意和挫敗！

感謝你們！50分隊的導師和各級

隊長悉心的教導和鼓勵，令我安

心將Vincent交託，令他學懂紀

律、與人和睦相處、團結和合作

精神、學習到聖經話語，要仁

愛、關懷、憐憫。更令我認識到

耶穌基督的真理！

此外，非常感恩，他在BB學習到

的知識和體驗，能回饋給分隊，

培育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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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當地分隊交流及團契︰

• 耶 加 達 ︰ 1 s t  J a k a r t a 

Company, Pelangi Kasih 

Christian School

• 耶和達︰ 1 0 t h  J a k a r t a 

C o m p a n y ,  D i a n  K a s i h 

Christian School

• 三寶壟︰ 1 s t  S e m a r a n g 

C o m p a n y ,  T r i  T u n g g a l 

Christian School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13年印尼（耶加達、三寶壟、梭羅、日惹）文化交流之旅

香港基督少年軍50分隊6位導師及8位隊員於2013年07月20-30日往印尼，與耶加達、

三寶壟、梭羅及日惹等城市的基督少年軍分隊進行交流及服務活動，行程包括

• 梭羅︰1st Solo Company, 

Pelita Nusantara Kasih 

Christian School 

（2）與印尼基督少年軍執行幹

事一起往學校推介基督少年軍

運動︰

• 三寶壟︰Victoria Christian 

School

• 三寶壟︰Kr i s t r a  M i t r a 

School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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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惹 ︰ H a g i o s  C h u r c h 

Christian School

（3）與印尼基督少年軍執行幹事

一起前往兩間社會服務機構進

行訪問及服務︰

• Mangga Ubi Village

• 與三寶壟第一分隊往Orphanage 

Ramah Shalom探訪孤兒及活動

（4）參觀及探訪教會︰

•耶加達︰唐崇榮牧師的印尼歸

正福音教會

• 三寶壟︰長老會三一堂

• 三寶壟︰Blenduk Church

• 梭羅︰Gereja GBI ALLAH

• 日惹︰Hagios Church

他們在行程中亦會參觀印尼的

名勝。

請參閱各隊員的見證及感恩，

感受上帝透過行程祝福每位參

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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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及熱情 ......廖靈生總小隊長

無可置疑，印尼的發展狀況的確

是比香港為落後——從每一條浸

滿水的街道都畧可估計他們一些

基礎建設的欠缺。可是，無論我

們在印尼哪一個探訪的地方，都

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好客及熱情款

待：縱使大家的英語都不

太流暢，但當地分隊的小

隊長及各隊員都很願意和

我們一起談天，更會主動

陪伴我們到景點參觀，甚

至陪伴我們坐車到下一個

城市，然後坐「回頭車」

回到他們的家，為的就是

那三小時車程能夠陪伴著

擴闊視野 ...... 鄧雪汶高級小隊長

在這次旅程中，參觀了不少

教會和基督少年軍分隊。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教會就是在

耶加達參與唐崇榮牧師的印

尼歸正福音教會崇拜，那教

會規模很大，每堂崇拜都約

二千人，最大的禮堂又約有

四千七百多個坐位。由於為

政府立法要那座教會的建築

物有七成是商業用途，所以

那裡又有巨型音樂廳和宏偉

的歷史博物館，真令我大開

眼界。其實印尼並沒有我們

想像中的窮困，更希望主能

大大使用這教會，令更多人

聽到耶穌的名而得救。

短短數日中，我們有機會到訪一些落後

的託兒所及孤兒院，透過魔術表演、遊

戲、唱歌、話劇及手工表達我們的關懷

及天父的愛。那天，看到小朋友紛紛露

出真摯燦爛的笑容與喜樂，我自己也有

不少反思：究竟我們的探望能為他們的

生活帶來甚麼改變呢？我相信那改變不

是我們教他們的歌曲或手工，而是我們

帶給他們的關心及天父無盡的愛。唯有

這份愛，才可讓他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

是被看顧的；讓他們找到繼續努力的動

力，這份愛，是千年不變、一生保守著

他們的。

主愛大能 ......呂焯然署理高級小隊長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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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時間。這般款待怎能不叫

我們感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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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印尼是一個充滿罪惡的地方，但在這次交流

後，我發現在電視上所見的火燒林木都是負面，但印尼人

的熱情、主動、細心等美德卻是無人知曉。雖則這次交流

宣教的機會比較少，但神的恩典卻令人意想不到。其中一

個地點就是一所不可以提「耶穌的名字」的兒童託管中

心，我想一定要好好的傳福音給他們。當到了那地，我看

到有小朋友出來領禱，真是很感動，雖然我始終不明白為

何不能說「耶穌的名字」，但可以有小朋友領禱，神就是

叫人意想不到！

耶穌的名字......張皓然小隊長

感謝神 ......黃君悅見習小隊長

在這11天裡面，每天都很開心，

而且覺得很有意義，這次旅程我

真正感受到一句我常常都會聽到

的說話，就是：「基督少年軍教

你啲嘢係學校學唔到啲！」這個

旅程我的確是獲益良多。

在這次短宣學到的東西很多，最

重要學到幫助別人，無論是幫助

誰，只要本著良心去做，就可以

了。在這旅程中也經歷到很多神

的恩典，最深刻的就是我們走的

路都沒有水浸，十分感謝神！

就是愛 ......邱洪恩見習小隊長

在各活動中有一些事深深印在腦海裡。其中在

探訪孤兒院時的片段，我以為那裏是一個充滿

哀傷的地方，但去到後看見的是一個又一個的

笑臉。他們就像一個

大家庭，年長的照顧

年幼，彼此相愛。這

份愛就像

會感染一

樣，感染了我，讓我放膽地和他

們玩。

為甚麼印尼BB隊員能作出這樣的

付出?為甚麼那些孤兒能發出燦爛

的笑容呢?我覺得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愛"。我會以他們為榜樣，

犧牲自己的「安舒」，關心身邊

的人。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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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傳出去 ......卓欣霖見習小隊長

當地的隊員為了歡送我們，更自

願地抽了一天時間，陪我們遊覽

景點。又花了三個小時，乘車從

三寶壟到日惹。在目睹我們到達

酒店後，便晚餐也不吃，多花三

小時的車程，沿途回家。

這份心意，是我從未想過能從一

些只見過兩三次面的人身上得到

的。然而，他們卻一次又一次令

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接待人的那

種熱誠：不計較自己的得失，他

們只要把你視為朋友，便能付出

一切令你快樂。這份真誠，在繁

榮卻冷漠的香港，又能在何處找

到呢?

其實，作為基督徒的我們，豈不

能從我們開始，把這份真誠、這

份愛，帶回來香港麼。就讓我們

從這刻開始，用愛心化成流通的

管子，去關懷他人，不要再計較

得失......讓愛，從我們這裡傳

出去!

學得更多......鍾俊樂見習小隊長

In this trip a major thing I learnt 

was being open minded. I always 

said no to things that I’d never 

tried, and things that I didn’t 

agree with. Officers would tell me 

a good way to do things, people 

would offer me different food, but 

I would always disagree. This led 

to poor performance from me and 

I didn’t do as well as I could have 

done.This is a good reminder to 

always try something new. In this 

way we can all learn and improve 

ourselves.

在這次旅程中，我最大收穫就是

學會了 ----- 做人處事應持開放

態度。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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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我對於未曾嘗

試過或不喜歡的事物

都會說不。導師們建

議我用不同的方法去

做事，其他人也鼓勵

我去嘗試一些不同種

類的食品，但都被我

拒絕。固執的我令自

己在這次行程中表現

未如理想。

這次交流給我很好的

提醒 ---- 就是開放

自己，嘗試接觸新的

事物，因為這樣我們

才會學得更多和改進

自己。（中文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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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家庭部

教導孩子 .....朱曉玲 Olivia

孩子步入青少年期，漸漸不喜歡被人管教，所

以他們更需要懂得自律。在「為青少年立界

線」小組裏，父母可考慮以四個錨來教導孩子

自律:

1. 愛心： 表達關心，在愛的基礎上立界線。

2. 真理： 給予規則、指引、智慧、訊息和

指正。

3. 自由： 讓孩子選擇遵守或違反。

4. 現實： 提醒好行

為帶來好

後果，相

反，壞行

為就會帶

來 壞 結

果。

還有，多用「我……」來表達父母的感受，少

用「你……」來指責或批評子女。

父母與子女有良好溝通是十分重要，

孩子是天父賜予我們的產業，我們要

緊緊依靠祂，以神的教訓和警戒來養

育他們。「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

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他們。」（以弗所書6:4）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

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哥林多前書3:7）

......歐陽潔彩幹事

正如上期專輯所介紹，服務中心家庭部主要是為家庭

提供各類有益身心的活動，包括兒童興趣班及親子活

動等，而12-18歲的子女對此類活動需求大減，所以我

們為此階段的家庭，舉辦父母講座及小組，以配合其

子女成長的轉變，支援家長的需要，例如講座:「子

女談戀愛，父母怎麼辨？」、「如何提昇子女的抗逆

力」及家長小組「為青少年立界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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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釋放與思想整合 ......鄧歐陽潔彩

堅情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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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策略
.....華若洛Tina Wah

何師母的講座「如何提昇子女的

抗逆力」給我很大的啟發。當中

講到現今的青少年都被父母過份

保護，以至造成自我中心，不夠

「硬淨」等。這個暑假我改變策

略，由過往安排一連串的暑期活

動，改為要他們在家學做家務，

由洗碗開始，然後洗內衣、打

掃、切蘋果……嘩！真的不易，

原來對他們是極大的挑戰，但過

程中，他們學習到對家庭的責

任，體會家傭姐姐的工作量，

學習如何組織一套有效的洗碗

流程，這些相信能讓孩子畢生

受用。

少年十五二十時，相信父母其中最擔心

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隨時會拍拖，怕

影響學業，又怕他們做錯事。去年服務

中心舉辦了「子女談戀愛，父母怎麼

辦？」的講座，此講座氣氛輕鬆，雖然

內容可能以前都聽過，但再聽是一種提

醒、釋放和思想整合。在笑中，讓我以

正面的態度面對子女的成長及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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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踪
周淑敏傳道資料提供

整個短宣過程中，有數個場景深

觸我心，現分享其中一幕：

祂的豐盛和恩典 ......陳天朗

每當我想起緬甸，會想起政治動亂和宗教衝突。感謝

主，在短宣的12日讓我看到另一面的緬甸。那金黃色

的夕陽懸掛在美麗的山水、田野、村莊，還有數不盡

的佛像。神透過這幅美麗的圖畫提醒我祂豐盛的恩典

和應許，同時亦提醒我們要不住的為這地禱告。探訪

數間當地教會時，聽到不同年紀的見證，都十分鼓舞

人心。

 神再次提醒我祂的信實，縱使廟宇鋪滿緬甸各方，但

神依然掌管及顧念這民族。還有他們的學習態度實在

令我十分佩服。希望他們這個充滿盼望的心可以變成

對緬甸的祝福。請繼續不住為緬甸禱告。

6月7日，短宣隊一行16人在郭鳳群傳道及周淑

敏傳道的帶領下踏上了12日的緬甸短宣體驗之

旅。感謝大家的代禱，短宣隊平安歸來，在這

裡很感恩與大家分享我們與神同行的點滴和學

習。求主繼續興起為緬甸禱告的心！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 ......陳文瑤

我踏足孤兒院那刻，便已感到十

分驚訝，這群孤兒不像其他孩子

有父母疼愛，但卻有喜樂的笑容

及閃亮的眼睛，與我們一起歡欣

地敬拜讚美神。我們離開時，他

們獻唱“Because He 

Lives”，歌詞提

到“Because He 

lives，I can 

face tomorrow...。”他們堅定

的歌聲一直在我的心內迴盪，成

為我的鼓勵。我也深深感受到

宣教士及教牧辛勞工作的美好

果效。

請大家同心為這片國土禱告，

願神的看顧、保守與心意顯明

在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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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黃元標

緬甸之行只得12天，卻在我生命

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回憶。最難

忘的情景莫過於行程首天，與孤

兒院的小孩子一同玩作樂，看見

他們的純真、敬虔的心，深信他

們都是天父愛的一群。然而，我

們亦感受到他們內心其實很渴慕

得到別人的愛和關心，心靈的空

虛和寂寞或許只有天父才明白。

離開孤兒院之時，心裡慨嘆只能

陪伴他們大半天，從此成為他們

生命中的過客。沒有想過他們反

過來成為我們的祝福，當他們

為我們獻唱「因祂活著」（英文

版）作為送別的心意。歌詞中提

看見天父為短宣隊所預備的真是

出乎意料的豐富，無論在天氣，

接待，服侍上都滿有神的恩典。

對我來說更是一次靈命上的成

長，擴闊了自己宣教的視野：在

孤兒院的服侍中，學習到要像小

孩一樣單純無偽的信心；見證到

天父在每一位我們所接觸的基督

徒身上，學習到他們喜樂滿足的

到「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

特別觸動人心，亦令我反思：生

活那麼簡樸、失去父母的小朋

友可以靠著天父力量勇敢面對明

天，那生活於富裕家庭、沒有甚

緬甸是一個以佛教為主的國家，

要堅持去做一位基督徒是要面對

很多的挑戰。以緬甸地方Chin 

State為例，有90%的居民是基

督徒，表面上是很感恩的事，

但他們的生活卻面對著很多的不

公平。例如：居民買貨物會特別

貴；若他們是一位士兵，就不會

被晉升，但只要轉為佛教徒便可

以連升幾級。

心，以及對神話語的渴慕

和追求。最感動我的更是

當地的宣教士，和幼兒院

及孤兒院負責人的服侍，

他們毫無保留的信心擺上

令我反省良多。也學習到

為緬甸等佛教國家不住地

禱告，因為一顆宣教的心

就是從這開始。

面對很多的挑戰 ......陳廣豪

即使現在已經改革開放，但基督

徒的生活都會繼續面對很多的挑

戰。他們能否為背起耶穌的十架

而放棄可以改變生活的機會？他

們能否因著信靠耶穌的供應而繼

續露出滿足感恩的笑容。需要我

們的禱告記念！他們能為耶穌站

得穩做一個愛主的基督徒，更是

值得我們感恩讚美神！

成為我們的祝福 ......鄭筠怡

麼缺乏的我們，為甚麼還擔憂

呢？16人的組合，一同讚歎天父

的奇妙創造，一同經歷前人播

下種子的成果，內心充滿感恩

與歡欣。

無偽的信心 ......呂浩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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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夏令營
陳曼詩會佐資料提供

2013年兒童夏令日營

之「J.O.Y開心鬥一番」

—	I	Love	Jesus，Others	&	You	做到愛神又愛人
	 於7月17至19日（星期三至五）上午8:30至9:30

	 7月20日（周六）上午8:30至中午12:30

	 在香港浸信教會舉行，有74位小朋友報名參加，並有29名導師及22名義工參與服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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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書介
林振雄Terry

邦茲傳
作者︰多瑟特

出版︰基督徒出版社

邦茲在他的時代是一個不太出名的小牧師。同樣地，在現今的世代

中，他的名字亦並不為人所熟悉。可是，提到他那出名的著作，相

信很多人都不會陌生。

這著作就是〈祈禱出來的能力〉。

《邦茲傳》這本小書寫的都是邦茲牧師生平的故事。邦茲牧師原本

是一位律師，蒙神呼召作牧師。他經歷貧窮、被人排斥、妻子死

亡、兒子死亡等等的痛苦。

令人驚訝的是，只要他在禱告中清楚這是神的旨意，他便會勇往直

前，從不退縮。

邦茲牧師一生堅持寫作，從不間斷，但很多的作品在他死前都沒有

出版，亦未有被他時代的人所看重。在他死後其作品陸續被他的追

隨者出版，作品中的屬靈信息便開始散發光芒，感動了很多人。

從邦茲牧師身上筆者看到一位不畏強權，不求名利和一生不停禱告

的生命見證。

全書共十章，簡單易讀。

筆者在此誠意推薦給各位弟兄姊妹，讀時可以仔細思想，讓神藉著

邦茲牧師的生命來建立你。

Simply Christian ......楊麗賢

作者︰Tom Wright

出版︰SPCK Publishing

信耶穌是甚麼意思？為何人需要和神建立關係？我們和天父、

主耶穌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這些信仰基本問題都是《Simply 

Christian》這本書的中心。作者為英國一位前主教，現為聖安德

魯大學新約教授。

書中首部份從人不同需要，例如，對公義、人際關係和美麗事物的

渴望引證我們身為被造物，需要和創造者結連。在其他章節，作者

頗深入地解釋不同和基督教有關的概念，如崇拜、禱告的意義。這

些基本概念構成我們信仰的核心，這本書有護教作用，內容也提供

很多思想空間，讓我們清楚多一些信耶穌的意義。

2013年兒童夏令日營

之「J.O.Y開心鬥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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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至18日於粉嶺浸會園舉行了祈禱營，邀

請了林國彬牧師作講員，有40多人出席，一同從耶穌

的十架七言學習及實踐祈禱。

6月16日上午於本會九樓禮堂舉

行了青少懇親崇拜及

分享聚會，共有30多位家長
出席，藉著詩歌、遊戲、見證分享
及楊柏滿牧師分享信息，讓家長彼
此認識及了解教會青少年事工。

嬰孩奉獻禮於6月16日（主日）父親節，在一樓禮堂舉行。有10家庭將他們的寶寶（女孩7位，男孩4位）奉獻給神，求主祝福孩子們在主的愛裡繼續成長。

6月15至16日崇拜時段，聯絡委員會致送父親節
禮物，祝願各父親身體健康、福杯滿溢。

6月22日下午2時30分於本會UG禮堂舉行了「家庭事工家長講座」，邀
請了何曾潔雯博士作講員，講題為「如何提昇子女的抗逆力」，有70多人出席，一同
彼此分享青少年成長與學習的特性及如何協助他們提昇抗逆力。

26 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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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醫療交流團分享會於6月23日下
午2時在本會9樓禮堂舉行，讓弟兄姊妹認識內地
醫療的服侍和需要。

7月5日晚上於本會舉行了「松心說道」佈道會，有900多人出席參加。教會邀請了梁錦松先生作見證
分享，楊柏滿牧師分享信息，有20人決志信主，願神堅固決志者，繼續在信仰上的認識及成長。

7月7日下午3時於本會一樓禮堂舉行浸禮見證聚會，共有39位弟兄姊妹受浸或轉會加入本會，求主幫助他們繼續在主裏紮根成長。

由7月7日至8月25日，主日中堂崇拜時段於

本會12樓舉行暑期主日學講座，主題

為【信徒公共角色的反思】，邀請了不同神學

院的講師及本會會佐蒞臨分享信息，每周平

均200多人出席聚會。

7月4日晚上於本會九樓禮堂舉行了年中祈禱會，
共有130多人出席參加，一同為教會不同的牧養群體之需
要，彼此代禱守望。

27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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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風編輯委員會 顧 問： 楊柏滿牧師、鄒潔開會佐、李錦洪會佐、招梁碧冕會佐 

 總編輯： 黃少蘭    副總編輯：黃志宇

 編 輯： 楊麗賢、周耀民、林振雄Terry、吳玉蘭、王羅璧珍（校對）

香浸浸信教會出版 地 址： 香港堅道五十號    電話：28402700

 電 郵： hkbc@hkbaptistchurch.org.hk    網址：http：//www.hkbaptistchurch.org.hk

 設計及承印：ABC Arts Centre 

由港九培靈研經會主辦「第85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於8月1日至10日，在九龍城浸信會舉行，本會現場同步直播各場
的研經會、講道會及奮興會聚會。

本會與靈風基金一同合辦專題講座「作主門徒的挑戰與危機」，於7月16日（主日）

下午在一樓禮堂舉行。邀請了萊特博士Dr. Christopher Wright蒞臨作講員，共有400多人出席參

加，一同思想如何委身作主門徒及遵行基督的教訓。

7月14日下午於本會9樓禮堂舉行了「生命成長小組組長加油站」，
主題「為作主門徒的挑戰」，共有200多人出席參加，藉著見證及楊柏滿牧師的異象分
享，激勵各小組組長。會後參加者一同出席萊特博士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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