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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又一件其實你根本不需要的衣服。……我們

挽回的是生態的破壞。鎂光燈下看來光鮮亮麗
的服飾，暗地裡對自然環境傷害甚巨……。」

衣食住和行

這兩書對於我的吸引，也

是啟發，是我們可以怎樣衣和住、食及行。希

牧者蜜語
蔡于鳳儀傳道

格爾指出英國社會出現了「購物癮君子」，其消費模式是他們花更多錢買衣物，
卻沒有計劃將所購得之物保留下來，當數量比質量更為重要，時尚比耐用更合潮
流時，廉價意味著丟棄這些「時裝」沒甚麼大不了。在工作和起居環境分開的年
代，一家人圍桌吃飯的下廚樂也漸被丟棄，貿易全球化和食品工業化，令全球食
物的種類和製作方式愈來愈相似，食物不僅相同，而且是二、三十年前根本沒有
的東西。特倫默指出飲食習慣愈相近，讓隨之而來「讓人飽足」或「讓人肥胖」
的問題在世界各地蔓延。

保護生態環境

全球化是今日經濟的寫照，而其規模將會持續擴展。愈來

愈多人意識到貿易不平等、生態環境失衡等問題，也意識到要尋找能夠取代「便
宜才是王道」的生活態度。兩位作者都提到類似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的生產方
式、沒有勞工剝削的生產過程、公平分攤的利潤、與及「一分錢、一分貨」的老
生常談。

求祂的國和義

聖經提醒「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

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前
6:6-8）「衣」指衣物和住處；「食」包括食物和各種供應。「有衣有食」代表
生活基本的需要。保羅所指到的「知足」不是從外界的事物而來，是來自對生命
所持的一種內在態度。這種態度當然是來自與造物主的合宜關係。不會為今生囤
積貨財，自然也不會被無窮的慾望所主宰；能夠尊重所有生命，自然也會切切的
求上帝的國和義降臨。
衣食住行是我們生活必需，然而當中的滿足，是否被即興、即棄；快速、便宜的
消費心態所牢籠？早期教會對於衣食的知足，會否讓我們重拾作門徒的責任？
參考書目：
保羅．特倫默（Paul Trummer）：《食物的全球經濟學：從一片披薩講起》。洪清怡譯。
台北：衛城，2013。
露西．希格爾（Lucy Siegle）：《為甚麼你該花更多的錢，買更少的衣服？》。王芷華、
李旻萍譯。台北：麥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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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建造
擴堂快訊

求主引領．同心向前
教會在本年七月底，已順利完成購買堅道 97 號的交易，並已取得鎖匙。

場地運用
經綜合各部委弟兄姊妹、同工及會佐的意見，堅道 97 號的各層用途大致如下：

天台 小型籃球場，休憩設施。

7/F

兩個課室：可供主日、各類小組及服務中心班組使用，另設有同工辦公室。

6/F

兩個課室：可供主日、各類小組及服務中心班組使用，另設有同工辦公室。

5/F

兩個課室：可供主日學、各類小組及服務中心班組使用，另設有同工辦公室。

4/F

心靈空間：可讓弟兄姊妹有安靜相交及靜思的地方，另設有面談室、小露台及
同工辦公室。

3/F

多用途室：可用作多類型活動，家政班組，餐桌團契及聚會，有需要時可間為
三個課室。

2/F

三個課室：可供主日學、各類小組及服務中心班組使用。

1/F

三個課室：可供主日學、各類小組及服務中心班組使用。

G/F

接待處：設有休憩地方、書報及玩具閣、面談室及方便殘障人仕的設施。

地庫 多用途小禮堂：可用作多類型活動及舉行崇拜。
現時管業委員會已於10月9日，邀請承建商參與投標，管業委員詳細審視每份標書後，
選出合適承建商，在11月的會佐會中討論及會友大會通過。在12月1日通知中標承建商
開始裝修，整個工程預計需時八至九個月。求主保守整個工程進行，賜智慧給管業委
員會每位成員，擔當籌劃及監察的工作！

事工策劃
各事工小組的近況：
1. 普通話事工小組 ：由李錦洪會佐、蘇劉惠珠傳道及黃厚基傳道帶領，現時已有
恆常每月聚會及講座，有一定數目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大學生及其他來賓參加，也準
備在十二月籌辦一個佈道會。
2. 英語事工：為加強牧養現時操英語的青少年人及計劃拓展，教會特別委派郭鳳群
傳道加入團隊與陳樂之會佐一起帶領，現正探討舉行英語祟拜的可行性。
3. 關懷貧窮事工：由楊牧師帶領，現時正邀請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及同工成立工作小
組（包括好鄰舍福音堂主任及新福同工），探討長遠計劃。
4. 家庭事工及服務中心 ：繼續商討明年計劃及作社區問卷調查，以更明白社區
需要。

起來建造
擴堂快訊

擴堂奉獻
感謝主，在購堂的過程中，藉弟兄姊妹的免
息貸款、出售股票及其他備用金，使教會不
必向外作出借貸，容許教會有更多時間為擴

款。聖樂部明年繼續計劃舉辦不同的籌款音
樂會，青少群體及佐道部亦籌備「堅浸史蹟
徑」步行籌款，旨在動員全教會弟兄姊妹參
與擴堂事工。

堂籌款。截至2015年9月30日，教會總共籌

現時教會仍接受擴堂認獻，有感動的弟兄姊

得二億二仟陸佰多萬，另將收認獻約二仟二

妹可登入教會網頁填寫認獻表。求主帶領及

佰萬。惟距離目標還有九仟四佰多萬，所以

按時供應教會。在這時刻，全教會需要用禱

我們仍需要繼續努力。

告托著擴堂的籌款、裝修工程、各項事工拓

自今年二月擴堂嘉年華之後，不同單位的弟
兄姊妹，都動員起來為教會擴堂籌款，計
有：主日學兒童級儲蓄錢箱籌款、文字事工
圖書及影音產品義賣、浸會出版社書籍籌款
義賣、彩虹中樂組暨以利亞團及常青團舉辦
中樂詠唱會籌款等。
手鈴隊為慶祝成立十周年，於10月11日下午
舉辦「悅動心鈴」的音樂會，繼續為教會籌

展及教會前面的路。擴堂祈禱小組特別安
排在11月1日午堂崇拜後，舉行全教會祈禱
會，由陳康牧師帶領弟兄姊妹一起為教會同
心禱告。在10月中，發起招募祈禱勇士，
邀請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起來恆常為教會
祈禱。
願主與教會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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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篇
王潔芳牧師

播主日崇拜或特別聚會。另方面，由於教會沒
有升降機設備，盼望新闢的空間，可更有效服

—邁向服侍新領域

侍行動不便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

外展接觸服侍

赤柱地舖—名為「赤柱

多年前開始到赤柱堂服侍，到現在原來都超過

Guide」，以「關心社區，服侍鄰舍，支援家

十年了！初到赤柱堂，開始為地舖的用途能改

庭，建立生命」為宗旨，期望可以為社區人

變而禱告：「這是屬於主的地方，求主幫助教

士、為疲乏勞碌的鄰舍提供到一個舒適休閒的

會能按主的心意去使用它。」不少赤柱堂的弟

空間，成為眾人的心靈加油站！深信這個地舖

兄姊妹都是這樣向主禱告的。

必會成為一福音據點，讓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

感謝主的憐憫與恩典，這個地舖(赤柱大街22號

到街坊及遊客。

地下)終於可以收回、翻新及重新間隔了！對堂

教會將運用這個新闢的空間，嘗試分時段予不

會內部需要而言，地舖新增設的空間，確實可

同人士使用，如區內家庭、學生、商舖員工

舒緩現時活動空間不敷應用的情況—可用作主

等，開設興趣班、家長講座、兒童合唱團等多

日學課室、兒童崇拜禮堂，亦會用作副堂，轉

元化活動，並發展音樂事工，設音樂角(Music

崇拜後大合照

事工篇
王潔芳牧師

Corner)作小型表演場地，以增加對外接觸服侍

赤柱Guide 3D設計圖 —預計12月上旬峻工。
新闢空間將設有：書室、祈禱室、多用途禮堂 (兒童
崇拜、聚會講座、休閒區)、課室、茶水間等

的機會，藉此開拓出一個居民的「聚腳點」。
服侍對象仍以區內家庭為優先考慮。

展的代禱、關心、和各種方式的支援，這實在

赤柱大街—幾乎是世界各地遊客來香港的必到
之處，這是一個具策略性的對外(遊客和社區)

對我們是莫大的鼓舞。盼望在六年後，地舖所
有營運開支將由赤柱堂全數承擔。

接觸點；為了配合特殊地理因素，也為了與大

為配合地舖外展新事工發展需要，除了增聘全

街商舖連貫，我們將與其他機構合作，開設書

職同工協助外，我們亦盼望能招募委身的義

室，由機構承辦寄售服務，在書室內展售具基

工，成為同工的伙伴，彼此配搭，一起承擔福

督教文化信息的禮品、書籍、雜誌等。

音使命、一齊承接這個新挑戰，將祝福帶給社

一起承擔使命

區和來自萬國的遊客。

赤浸地舖，是天父託付

教會管理的一個得人之地！很感謝母會，在地

誠意邀請您來與我們一齊經歷主的奇異恩典。

舖的翻新工程、基本設施，並未來幾年「赤柱

歡迎與我或我們的同工連慧欣姑娘聯絡：

Guide」的營運開支各方面，作出財政上的支

2813-0513。願主的愛大大的激勵我們，叫我

持，也很欣賞母會的弟兄姊妹對赤柱堂事工發

們更愛祂！

教會同樂日
聚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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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篇
廖釗華會佐、黃志宇、黃王綺莉

關懷軟弱病患者
—康健同行守望小組
關懷軟弱病患

姊妹或其家人直接與小組互動，跟着分組提名
代禱，也是聚會的焦點；還有嘉賓專題分享或
組員見證，嘉賓有傳道人、醫生及社工等，主
題為牧養和裝備組員。

在教會群體中，遇上弟

兄姊妹、家人或至愛患病，漸變成常態；我們
會安慰他們，在代禱中記念，接著我們便有點
不知所措，不知如何關心他們。聖經常提醒我
們關顧軟弱病患，我們不單要有一顆真誠的
愛心，還需要認識病人的世界，學習與患病

代禱記念肢體

小組代禱紀念榜上有69

位，男女比例30:39，主內弟兄姊妹有46位，
有9位在期間決志信主，未信的有14位；他們
有身處香港或海外，當中已離世有14位，已康
復有11位，仍接受治療有44位。

者溝通，以至耶穌的愛能透過我們進入他們

小組本季聚會由10月4日至12月13日，於主日

的生命。

學早堂時段8:30-9:30在504-505室舉行。

教會自2014年10月，每主日早晨時段，一群弟

小組中期計劃

兄姊妹聚集為教會的各病患肢體及病患的家人

包括：

提名代禱，一年多成就了很多美麗的故事，弟

1. 有團契、禱告、家訪、同行、守望和學習

兄姊妹、家人、患病者、代禱者、探訪者都得
著建立、安慰與幫助⋯⋯。

康健同行守望

2014年初主日學祈禱班

小組 的 中 期 行 動 計 劃

關顧患病者及其家人。
2. 家訪主內晚年有長期病患的肢體，因他們
已不能出席教會活動，需要被關懷。

中，不但吸引了來學習禱告的弟兄姊妹，另有

3. 期望2016年開始，組織熱心的代禱者，成

約4成參加者是帶著自己的擔子來的，包括患

立「祈禱團契」，每季2-3次聚會，內容包

癌症的、重病剛痊癒的、家人長期病患的、婚

括：

姻破裂的，期望從祈禱中找到出路和空間。當

A. 舉辦講座——邀請有關團體、資深講員

時我們是教會祈禱組核心成員，看到這現象便
與有負擔心的義工禱告尋求主的指引。經過多
方面分享、印證，漸漸看到一群落在長期病患
中的弟兄姊妹及其家人，身心靈很疲累，極需
要代禱、守望和同行。同年10月，「康健同行

及本會教牧同工作分享嘉賓。
B. 邀請院牧、基督教癌聯合力設計課程，
有系統地裝備和操練關懷技巧。
C. 裝備年輕及年長信徒，一同參與家訪，
薪火相傳。

守望小組」便正式聚會。

小組將於本年12月17日周四晚7:30教會祈禱會

裝備牧養組員

中，紀念長期病患的主內肢體及疲乏的家人，

聚會開始以詩歌一起仰

望神，然後更新患病者情況。帶病出席的弟兄

同行守望，誠邀兄弟姊妹出席聚會。

分享篇
招梁碧冕會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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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年早逝，回到天父的懷中，除
了懷念他，只有順服和忍耐等待
神最美的旨意。

超越所想所求

「你若能

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可福
音9:23)。2015年6月，教會忽接
喜訊，鎮政府通知把位於北滘蓬
萊公園內的前文化中心辦公室，
2015年8月22日順德基督教北滘
堂獻堂典禮部份嘉賓門前合照

約350平方米的現成一層的房子，
以每月350元象徵性的租金，給教
會使用，新址交通方便，正門對
著車水馬龍的大街，而另一邊則
對著荷花池及假山，周圍翠綠的
樹木花草，環境優美，是休憩的
好去處，更是市民容易接觸福音
的理想地點。感謝天父，一切都
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裝修後，

2015年8月22日樊宏恩牧師証道
北滘堂獻堂慶典

2015年8月22日北滘獻堂慶典獻中梁仲強
老師感恩獻唱及見証

在2015年8月22日早上舉行獻堂慶
典，約三百多人出席。我和陳發

順德北滘堂之今昔
北滘聚會點

化悲傷為力量

添弟兄及劉健安弟兄去參加，見
証上帝的大能和慈愛。獻堂慶典
在2014年4

上有梁老師的見証及一家九人的

是從1992年開始的。當時黃羅換

月3日，堂主任梁仲強老師家中發

唱詩，十分感人！北滘堂會眾是

姊妹經常由珠海去探望住在北滘

生一件很不幸的事！他的長子梁

第七代的基督徒。

的兒子梁仲強，他們在家中舉行

鋒峰在為教會搬運枱椅的時候，

在禱告中記念

聚會。到了1994年梁仲強也信主

忽然暈倒，立刻送去醫院搶救，

之聲及婦女部多年來，和順德

了。隨著信徒不斷增加，聚會地

原來是腦溢血，但一星期後再感

各堂點常有探訪往來，彼此鼓

點多次遷移：躍進路的「童樂托

染病毒，不幸逝世！對於老年喪

勵溝通，在建堂及學術培訓方面

兒所」、河邊街14號舊祠堂、三

子的梁老師夫婦打擊至大，但他

亦有支持和交流。順德教會有七

洪村小學舊址，分別於2003年11

們沒有因此埋怨神，更沒有放棄

「堂」兩「點」，在冊信徒約

月正式成為「基督教大良北滘聚

神家的事工，化悲傷為力量。我

四千人，還有不少慕道者，教會

會點」，及於2011年1月18日正

每想及年少有為的梁鋒峰弟兄，

的同工及義工的需求很大，全順

名為「基督教北滘堂」。信徒不

心中十分難過。他是梁老師的

德現只有牧師2人、長老1人、

斷增加，在冊信徒約五百人，由

得力助手，教會的熱心份子，許

傳道16人，請大家在禱告中記

「點」轉「堂」以來四年與政府

多內外的事務都由他奔走照顧，

念他們。

部門商討建堂方案，但至2015年

我每次去北滘多由他來接待及安

初仍未達成定論。

排，態度熱誠又謙虛……現今他

北滘堂的歷史

本會眾水

註：文章中部份取自「獻堂典禮」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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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天朗

孫中山和史懷哲
兩個基督徒

我看過了孫中山和史懷哲的自

傳，他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時期的基督徒，孫中山考
到了醫生的資格，卻選擇去醫治中國人的心，而史懷
哲本可當牧師，就選擇往一些貧窮的地方去醫治更多
的人。

孫中山救中國

孫中山先生於1886年1月12日

出生在廣東省。他曾到香港及夏威夷留學，並成為了
醫生，回國後計劃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主新中國。
他成立了同盟會，旨在以革命救國，在廣州、惠州等
地方共十次起義，終於在武昌起義成功了，最後並成
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

史懷哲醫貧民

史懷哲在1875年1月14日出

生。他已完成神學訓練，在有機會當牧師的時候，他
卻從巴黎傳教士協會月刊知道需要醫生，就跑去學醫
當醫生醫治病人。有時候，他還要在戰場上工作。最
後，他還考取了醫學博士，而家人是十分支持他的。

調整人生方向

孫中山和史懷哲都是基督徒，

也是出生在經常受列強侵略的中國，所以感受到人民
的痛苦，而去調整他們的人生方向！孫中山當醫生可
以賺許多錢，但他覺得醫治國民的心更重要，因為推
翻腐敗的滿清政府，會使國家更富強，對所有的中國
人都是祝福。
而史懷哲就覺得山區的貧困人民需要有醫生，所以就
去醫治他們。我十分欣賞孫中山和史懷哲，因為他們
都放棄了自己舒適的生活，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為理
想而奮鬥，要救更多的人。

接受上帝差遣

我們可有反思為救更多人的靈

魂，而離開自己的「安舒區」，接受上帝的差遣去完
成大使命，並對主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賽6:8）

分享篇
甘何佩儀幹事資料提供

2015 年乒乓球比賽
由聯絡委員會主辦2015年乒乓球比賽於9月28日在顯理中學舉行，當天
大合照

的氣氛既緊張又刺激，賽果如下：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公開組單打 伍明

楊柏滿

黃哲生

男子少年組單打 史天朗

莊靖麟

邱詩卓

女子組單打

譚彩華

吳乙言

蕭百琪

公開組雙打

楊柏滿、江山偉 梁與行、邱詩卓 李銘鼎、文國基

最具體育精神獎是朱韶中家庭（三代同參賽）
參加者均球技高超，比賽過程高低難分。大家在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下，發揮了最寶貴的體育精神及愛裡合
一。下次你記得來為參賽者打氣啊！

女子組

少年男子組
公開雙打冠軍

年紀最小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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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Jackie

尊崇主聖靈
——讀書分享會後記
缺乏認識

在三位一體的神之中，聖靈通常是最後尋找的一位，我們也往往

以為個人生活，事奉乏力時，追求聖靈充滿便能迅速「充電」，這些認知上的錯
繆使我們對整個信仰的掌握也變得好有限。

要多方理解

文字事工委員會在10月11日（主日）舉辦了一個讀書會，有

75位弟兄姊妹出席，他們都關心自己的屬靈狀況，也希望增加對聖靈的認識。講
員是《尊崇主聖靈》的作者連達傑牧師，他成長於浸信會，也在「浸神」攻讀神
學。他說我們是較傳統和保守的教會，應多學習「聖靈」此課題，研究祂多方
面的層面（「禱告之靈」、「恩賜之靈」「宣教之靈」等），並祂偉大奇妙的工
作。這書是連牧師廿多年來，在主領聚會及神學教育中，對聖靈作為的整全整
合，所以至為重要。

個人轉化

書中指出信徒要深入認識聖靈。祂在世人心中，能顯明人生命裡

的罪，叫人悔改歸回神；祂亦是人心中的「印記」，證明自己經歷主的拯救。要
得著聖靈充滿，信徒要獻上自己如渴慕與聖靈相交。最後，聖靈能轉化人，使
人成為聖潔，蒙神喜悅，這些是書中提出的其中幾個層面。連牧師說希望藉著這
書，使信徒不單認識聖靈、經歷聖靈，還能尊崇聖靈，以帶來生命的突破。

堂會的動力

教會可以透過宣講，教導，文字寫作，分享有關聖靈的教導。

堂會也可以動員更多肢體起來，為聖靈的臨近和復興祈禱，並且安排一些活動，
如靜修營，屬靈操練營等，幫助弟兄姊妹們開放生命，得著更新。

努力持守

我想最重要是我們培養一顆敬虔愛主、愛人的心，讓聖靈進入我

們的內心，發揮祂的感動和功效。現今世代邪惡，試探又多，要站立得穩真的要
努力持守呢！

分享篇
鄺金葉

基督耶穌最後一課
給我的學習

彼此相愛

13

主餐的設立是回應舊約的啟

示，是新、舊約所指示救贖的橋樑。而「彼
此相愛」則是主耶穌給門徒（也是後來教

主耶穌給他十二門徒最後一課地點在朋友

會）的新命令：「我賜給你們一條命令，乃

家，時間是逾越節宰殺羔羊那天的晚上。

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約13-17章）這課內容豐富，教導生動、

要怎樣相愛。」（約13:34）在約翰福音5至

淺易，並且震撼門徒的心靈，也影響著我。

17章，出現最多的字是「愛」。愛就是遵守

作了榜樣

主耶穌的教導。「我已將祢的名指示他們，

主耶穌因為愛，他拿起布，

俯下身逐一為門徒洗腳。當洗腳完畢，主向
門徒說：「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

還要指示他們，使祢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
面，我也在他們裡面。」（約17:26）

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我實實在在的告

永享自由

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

洗腳，甘心為世人被羞辱，並釘死在十字

於差他的人。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

架。神愛世人正是人的價值。因為神愛人，

有福了。」（約13:16-17）雖然主耶穌解釋

人能選擇。曾接受主最後教導的猶大選擇偏

了他的行動和對門徒的寄望，門徒仍不明白

行己路，結果他自縊而死。由此可見，選擇

老師的教導，在晚餐中就爭論誰最大。（路

的自由並非人最重要的「人權」，而是能選

22:24-30）。

擇主的愛，並活在祂的愛裡面，這樣，人才

設立主餐

另一個重要行動是設立主

因為愛，主耶穌甘願為門徒

能得享永遠的自由。

餐。在宰殺羔羊的逾越節這天，主把節日上

常在主愛裡

所吃的無酵餅比喻為自己的身體，自己的血

明白耶穌最後的一課，但在老師的代禱和聖

比喻為酒。主餐的設立，見證基督就是舊約

靈的幫助，他們還是平安地走出幽谷。教會

所預言的彌賽亞，是使人類從罪惡中得救

存在世上，是人、神互愛的果子，是真理的

贖。最重要的是，主以生命來演繹。我若

大能。主耶穌說：「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

不能以自己生命來見證基督，我的信仰就

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

不真實。

令，常在祂的愛裡。」（約15:10）

雖然十二門徒不能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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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ed by the love of God and
gave her life to Him and helped
people in Macau by showing them
true love and care.

莊正麟
Macau is a city full of sins. I was
grateful to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it in July. Although I couldn’t do
anything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in Macau, I observed and learnt
much during the trip.
First of all I found that, the
situation of gambling in Macau
is worsening rapidly. I think we
should help more people in this
sinful city to know about God.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I think
Christians in Macau and Hong
Kong would hav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fulfilling God’s great
Commission. Our leader in our
trip is a typical example. She was

“Touching hearts; transforming
lives” I think we should always
keep this in mind; love one
another and people will realize the
love of God. Hopefully the people
there will abandon their sinful lives
and be God’s faithful servants.
May God bless Macau and its
people.

到不斷有人出入賭場，不知有多
少人為了滿足自己而深入苦海。
希望他們能接受褔音，得救成為
一個新造的人。
今次在訪宣團中認識到當地的宣
教士，讓我對當地福音工作有深
入的了解。求天父保守他們的工
作，讓福音廣傳！

Carrie
在這次訪宣中，我的感受很深，
澳門向來給予我很繁華、五光十

Ivan Lee

色的形象，但在訪宣中聽見宣教

經過三日兩夜的訪宣團後，我感

門有全新的認識，也了解到當地

覺到澳門居民真的需要福音。見

的需要。此外，我也深深體會到

士和當地同工的分享，令我對澳

佳美腳踪
江山偉傳道資料提供

敬佩。觀察到澳門
人的生計離不開賭
博，生命又缺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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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
在這三日兩夜經歷到的都是宣教
士所作的工，感恩神的同在。

穌的帶領，活著好
像只是為了金錢。

最深刻的是在大三巴派聖經。開
始時不停地「食檸檬」，後來秋

第二天，我們有
機會在大三巴派

慧主動和我們一起祈禱，感到主
賜給我勇氣；看見有人主動來取

神的大能何等奇妙，能使一位已

聖經，當中有一位內地遊客告訴

深陷賭海的賭徒從黑暗中走出，

我很多人把聖經扔入垃圾桶。我

成為一個被神使用的人。

當時感到好無奈，可是上帝告訴

宣教士說澳門只有約1%是基督

我，我已經盡己所能，衪會帶領

徒，學生接觸福音的機會少。本

這羣迷失的羔羊，我不再感到

是福音初至之地，現在卻是福音

氣 餒 ， 要 繼 續 用 禱 告 守 望 澳門

硬地。感恩我從幼稚園至中學都

的人。

在基督教學校讀書。香港隨處

Natalie
雖然我是澳門人，但對澳門認識

有教會，接觸福音的機會很多，

不多。很高興領隊有一個認識澳
門的小遊戲，也有彭叔彭太給我

聖經真的很感動。

更感恩我生活在香港。我向神立

們分享他們信神的經歷，令我明

Andrew蔡君亮

白神的存在。最令我深刻的是清

雖然只是三天，我認為學到很多

早到大三巴派發聖經，中國的旅

東西，也有機會事奉主，所以信

客以為我們是法輪功，不太願意

心增加了。澳門賭博業的勢力在

接受，我們有神的同在，在大三

操控著澳門社會。它影響政府、

巴高聲唱詩讚美主，那一種感覺

經濟、民生、教育、孩子和信仰

非常開心，不怕別人的眼光，我

等。諷刺的是在金碧輝煌的「娛

在這三天的學習裡面，讓我了解

們竟能在兩小時內派完800本聖

樂場」旁邊，是殘舊的民居和商

更多關於澳門的文化。但最深刻

經。感恩主給我這次的經歷並更

鋪。我們很幸福生長在香港，有

的是我們一起在大三巴派發聖

認識衪。

很多機會認識上帝。這個學習團

經，拒絕聖經的人沒有我想像的

教我認識感恩和祈禱的重要性。

多，更有一個小女孩 主 動 向 我

我們需要為澳門祈禱。雖然好像

索取這份禮物，我心很感動

黑暗滿佈，但天父在掌管、改變

和感恩。

短短的三日兩夜，我們所作的實

這個城市。我們需要做個討主喜

澳門被娛樂場（賭場）包圍，叫

在很少，但看到宣教士多年來一

悅的門徒，事奉神和關心社會。

人賭錢的機會多了，令一些家庭

Vivica
直不辭勞苦的為神工作，很令人

志，願為主作見證，並將福音傳
向身邊的人！哈利路亞，讚美
主，感謝主！

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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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y

Tao Man Cheung

由小到大都經常到澳門的我，對

今次參加澳門宣教學習團，令我

於澳門依靠博彩業來維持日常政

了解到澳門人是十分需要福音和

府的開支已得悉不少。但是次的

耶穌基督的拯救。博彩業是澳門

訪宣機會，令我能對這方面有更

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令到澳門

深的認識。澳門的博彩業能夠為

由「福音初至之地」變成一個賭

澳門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甚至

城，每一個澳門人都因為賭博而

以「東方拉斯維加斯」而聞名全

出現種種家庭問題。澳門人心裡

Ah Lai

世界，但背後的辛酸又有多少遊

都沒有甚麼希望，只是日復日活

客知道？博彩養活眾多的澳門

在黑暗的世界中。求主保守當地

感恩能到澳門訪宣的機會，但得

人，但同時亦破壞無數澳門人的

的宣教士，能帶領澳門人走出黑

知當地居民需要因博彩業為主要

家庭？！

暗，回到主祢的國度，阿們！

感到有點心痛。

Leonard

Trionas

最令我深刻的是派聖經。我不是

澳門與香港相距只有60公里，但

澳門雖然與香港鄰近，文化上差

一個主動的人，但我們經祈禱

在文化、風俗上都有一定的差

異好像不大，但其實社會在經濟

後，而有勇氣主動派聖經給別

異。由踏進澳門的一刻，全新的

民生上的挑戰極高。博彩業嚴重

人，並對他們說：「這是免費送

體驗及感受湧進我的心裡。由乘

影響澳門市民的生活，不少人活

給你的禮物」。雖然不是所有人

搭巴士，走進澳門的橫街窄巷，

在撒旦的轄制下。宣教士提到澳

都接受，但亦感恩有不少小孩願

都能讓我感受到澳門與香港的差

門本是福音初至之地，現在卻是

意回頭向我們索取。

別。遊客所做的事，我們不會

福音硬土，基督徒只有數千人，

做。大三巴派聖經，賭場行區祈

無論傳福音或牧養都不容易。宣

禱，走遍澳門的教堂，這些都是

教士亦說到，每個基 督 徒 在 信 主

遊客不會做的事！

時應有心理準備會被神使用，

因此破碎。澳門只有1%的基督
徒，基督教的學校也只有兩三
間，最大的教會只有100多人，
而學生能接觸基督教的途徑也不
多。我們能夠每逢周六返團契不
是必然的，乃是上帝的恩典，願
主賜福這城！

經濟支撐，又是基督教的福音初
至之地，而變成現在甚少人信主

希 望 我 能 明 白 神 在 我 生 命 中的
召命。

書評/書介
楊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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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魯的日子
作者：陳吉松
出版：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哈佛‧耶魯、劍橋……一串世界
頂尖大學的名字，是不少家庭、
年輕人夢寐以求入讀的院校。知
否哈佛、耶魯皆 擁 有 基 督 教 傳
統？前者已從它的清教傳統偏
離 甚 遠 ， 雖 然 學 術 水 平 ， 卻首
屈一指。
成立於1701年的耶魯大學（當時
稱為學院）多年來培育了許多傑
出的傳道人。
此書為台灣聖光神學院院長陳吉
松於2008年到耶魯大學作為期一
年客席研究員之後所寫的日誌，

容易閱讀，讓讀者更多了解這所
遙遠的高等學府。她的歷史、建
築物皆見証神奇妙的作為。文學
院TD College以前校長德威特
（Timothy D Wright）命名，他
十三歲便入讀該大學，畢業後留
任講師、充滿追求知識的熱誠，
日後成為優秀的神學家。作了近
一年的軍牧後，他出任耶魯校
長，上帝大大使用他祝福許多
人。燃點十八世紀美國教會屬靈
大復興的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在就讀耶魯的六年
中，也是他靈性成長、遇見上帝
的重要時期。此外，不得不提的
是容閎，滿清時代第一個赴美的

留學生。
還有作者
逗 留 的
OMSC（海
外 事 工
研 習 中
心）。那
是他和其
他 來 自
世 界 不
同地方教會領袖學習、重新得力
的地方。
這書讓你不用長途跋涉也可認識
耶魯這個地方，以及一位神的僕
人的所思所想，讀後必有收穫！

靈心明辨
─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 羅穎珊
作者：盧雲
出版：基道出版社

今年暑期主日學「從個人與社會
的創傷看生命與成長」，第六
課由彭順強博士主講「作個負
傷的醫治者」。講題來自盧雲
神父（Henri J.M. Nouwen）的
《負傷的治療者》（The Wounded
Healer）。
盧雲是當代靈修大師，最新
作品是《靈心明辨──在日
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這本書是一個記念，由克理斯坦
森、萊爾德整理盧雲未出版的手
稿及已出版物，以屬靈辨別為主
題而剪裁成書。
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甚麼是
明辨？」包含兩章；第二部、第

三部各有四章分別談論「辨明上帝
在書本、大自然、人、世事的引
導」和「辨明召命、同在、身分、
時間」。閱讀的次序可以是由任何
一部開始，順序閱讀其中各章。
第七章「察驗呼召：辨明召命」最
令我印象深刻，闡述盧雲一生尋求
召命的生命故事，他在頂尖學府任
教，內心呼喚他與弱者在一起，他
跟隨自己的熱誠和關心的群體，到
南美服侍貧窮人，經過半年後，他
明白這不是他的召命，重回另一所
大學任教，但他知道教學不是他召
命的最後一站。最終他以「方舟團
體」加拿大多倫多「黎明之家」司
鐸成為他的終生召命。中間似乎是
「繞彎」的路，他反而看為辨明召
命的一部份。
第二部的四章，盧雲引介被譽為俗
世修士的梅頓（Thomas Merton）
的實踐，加上盧雲自己的經驗，讀

者猶如跟
從這兩位
靈修學大
師學習明
辨。基督
徒的明辨
當然離不
開聖靈的
工作，還
是 不 能
不看第一部。在盧雲的眼中，明
辨在獨處中，也在群體中，缺
一不可。
《靈心明辨》就如一幅縫合得宜
的百子被，擷取了盧雲著作貫穿
的明辨主題，是一本完整而吸引
人讀下去的好書。已是盧雲讀者
的，讀著也許會想起過往讀過的
盧雲著作，新讀者讀後也許會繼
續發掘他的前作。無論如何，先
讀這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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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於9月5日起在周
六晚上5:30至7:30開設

周六家靈一

「
」
兒童聚會，當中有親子
敬拜、周六兒童主日學
及家長親職課程，讓家
長於周六崇拜時段能帶
同小朋友一起回到教會
敬拜。

中樂組中樂詠唱會」於

彩虹「

9月6日（主日）下午在本會一樓禮堂舉

行，由彩虹中樂組、以利亞團及常青團聯
合舉辦。內容有中樂欣賞及歌曲獻唱，劉
少康牧師分享信息。聚會鼓勵參加者自由
奉獻，所得款項全數撥歸教會擴堂備用
金。有313人出席聚會。

9月12至13日（周六至日）在烏溪沙
青年新村舉行，有300多位弟兄姊妹參
加，由黃浩儀博士分享信息，一同了解及

研讀加拉太書。

「福音遍傳」中秋派月餅活動9
月20日（主日）本會接近80人參與。
各小組單位分隊探訪了5間護老院及
多位獨居長者及商舖。看！我們伉儷
組的小朋友也一起參與呢！

下午在本
浸禮見證聚會於9月20日（主日）受浸加
入

會一樓禮堂舉行，有6位的弟兄姊妹
本會。求主幫助他們繼續在主裡扎根成長，成
為神合用的器皿。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中國雙周於9月26至27日及10月3至4日舉行，主題為「神州教會點線面」，邀請陳劍光牧師於9
月26至27日崇拜中証道；並在交誼坊設攤位及舉辦有獎問答遊戲，讓弟兄姊妹能更多認識及關心內地福音
的需要。

家庭事工舉辦「雙雙
對對夫妻甜蜜之旅」於10
月10日（周六）上午11:00
至下午4:15舉行。講員為
吳振智牧師，對象為本會
伉儷。內容包括:拍攝夫婦
照、甜蜜愛筵及「愛火延
點」講座，共有100多對夫
婦參加。

文字事工委員會主辦讀書分享會於10月11日

下午2:30在9樓舉行，分享書籍《尊崇主聖靈》，誠
邀作者連達傑牧師作分享嘉賓，有75人出席，售出
書籍103本。

手鈴隊

「悅動心鈴」
十周年感恩暨聖樂部為教
會擴堂籌款音樂會於10月11日（主日）下午3:00在
一樓禮堂舉行，有200多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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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委員會主辦東北地質深度遊於10月21日（周三）舉行，由專業地質導賞員隨團講解導覽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行程包括鬼手岩、印洲塘、海岸公園、鴨洲地質徑、吉澳、荔枝窩等，有30
多人參加。

義工選舉

教會2016年度各部、委員會的
於11月7日（周六）、8日（主日）及10日（周二）投票，並於
10日晚上在九樓開票，選出2016年度的義工。61名義工參與候選提名，1,113人參與投票。求主賜智慧和能
力給每一位義工。

邁向「

會

銳意塑造主門徒教

」激勵聚會，教會邀請曾金發牧師及
曾麥翠蓮師母作講員，於11月7日下午
及周六崇拜，並11月8日（主日崇拜）在一
樓禮堂舉行。
馨風編輯委員會

顧
問：
總 編 輯：
編
輯：
香浸浸信教會出版 地
址：
電
郵：
設計及承印：

楊柏滿牧師、鄒潔開會佐、李錦洪會佐、馮克明會佐
黃少蘭      副總編輯：黃志宇
楊麗賢、周耀民、林振雄Terry、羅穎珊、關美玲、王羅璧珍（校對）
香港堅道五十號 電話：28402700
hkbc@hkbaptistchurch.org.hk 網址：http://www.hkbaptistchurch.org.hk
ABC Arts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