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日•第39卷第3期

牧者蜜語
愛鄰舍：老生常談抑或永生之道
服務中心 30 周年專輯
香港浸信教會女傳道會 100 周年慶典
分享篇
暑期主日學信息撮錄
對抗魔魅權勢•實踐天國使命

佳美腳踪
海外來鴻——SIL 的工作
起來建造
「死灰復燃（復興）」的主日學
文字事工委員會書籍介紹

2

牧者蜜語

目錄

蔡于鳳儀傳道•李福主任

牧者蜜語
愛鄰舍：老生常談抑或永生之道
2 蔡于鳳儀傳道
李福主任
•

服務中心 30 周年專輯

4 專訪服務中心同工
——福音與服務並重•祝福社區
黃立星

服務中心 30 周年知多少
6 李福主任資料提供

9 同工篇
毋忘初衷

麥歐坤安幹事

陳曼詩會佐資料提供

愛鄰舍：

女傳道會賢德婦女的貢獻
——陳曼詩會佐訪問三位資深會友

老生常談抑或永生之道

10 香港浸信教會

女傳道會 100 周年慶典

羅穎珊

分享篇
英文主日學及團契戶外活動
12 張智偉傳道資料提供
13 —暑期主日學信息撮錄
—「對抗魔魅權勢，實踐天國使命」
講員：葉菁華博士
黃志宇

祝福鄰舍

「係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呢？」
這是2011年12月「鄰舍．一直都在」的宣傳，屬「鄰舍第一」
社區關懷行動，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民政事務局支持。不論
宗教背景，鄰舍關懷乃社群擁抱的價值。一般信徒實踐信仰，
多把愛鄰舍侷限於地理（居住區域）、親友（配偶、子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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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同事、同學）和日常有接觸的人。每當他們有困難時，信

和關愛萬有的關係

機、情緒出現困擾、自己或親人健康出現問題時，對其作出適

•

徒幫助對方解決問題、又引導他們認識上帝，就會被認同為
「好鄰舍」。這些個人的好行為，在很多弟兄姊妹見證中比比
皆是。當他們所關顧的人，在其工作出現挫折、家庭出現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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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扶助，靠上帝的恩典，讓他們能擺脫困境，又能重建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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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者能將自己的經驗化成行動，關愛及祝福他的鄰舍。

誰是我的鄰舍

路加福音10:25-28記載耶穌回答律法
師有關承受永生的提問時，答案就是：「你要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接著在29節
律法師提出另一條問題：「誰是我的鄰舍呢？」舊約時代的猶太
人心目中，鄰舍指和自己關係親近的人，即猶太本族的人。當
時，外邦人不被猶太人認定是鄰舍，而且多是處於敵對的關係
及負面的描述。耶穌隨後在30-37節以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反
問律法師誰是哪一個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律法師說就是憐憫
他的，原來就是那敵對的撒瑪利亞人。

要愛鄰舍

上帝喜悅我們與鄰舍彼此相愛，並愛鄰舍如同
自己，羅馬書15︰2勉勵「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
處，建立德行。」路加福音6:27更要求「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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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送暖行動

相應行動

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
恨你們的，要待他好！」聖經刻

對社會上有需要
的鄰舍，我們都有相應行動。除

長輩珍惜服侍鄰舍的機會。

積極參與「中西區福音遍傳」，

永生之道

定期探訪區內商舖、基層家庭、

那些有需要人
士，近在咫尺身旁的鄰舍，我們

獨居長者及護老院外；亦參與東

能把握機會接待他們。我們又可

華醫院、大口環馮堯敬醫院、麥

以作甚麼，去幫助那些容易被社

理浩復康院和根德公爵夫人兒童

會輕視、遺忘的人？教會面向堅

醫院的病人探訪；定期探訪位於

道及附近的社區，可以產生甚麼

灣仔、上環及石塘咀的幾所護老

感染力、對附近居民有所影響？

院，分享基督的愛和平安福音；

好撒瑪利亞人動了慈心，無微不

另有姊妹定期往「母親的抉擇」

至地照顧受傷的猶太人，耶穌吩

帶領幼兒唱詩歌及講聖經故事。

咐律法師︰「你去照樣作吧。」

對區內弱勢社群（包括露宿者、

或許，先從心態開始：看見這些

教會的使命宣
言是「彰顯基督•成為服侍眾人

拾荒者及清潔工友等），義工每

群體，讓心被上帝觸動，接待這

周出隊透過送贈熱飯表達關心、

的相愛群體。」教會實踐耶穌

些會外的人來教會。

亦有定期安排義務剪髮服務。

基督的吩咐，教導門徒看見人

另有義工定期到幾間懲教所帶領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鄰舍）在靈性和肉身的需要，

崇拜、查經團契及探訪囚友，亦

（路10:37）永生之道的基本原

願意以實際行動來回應。在個人

在節慶時舉辦佈道聚會；對社區

則，仍然是：愛上帝、愛鄰舍

關顧方面，我們對有需要的肢體

的長者、家庭，我們設立了服務

如同自己；這樣「行」、照樣

進行家居探訪或電話問候；設立

中心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這些

「行」。

不同班別的主日學（由BB班到長

慈惠工作既有服務，亦冀帶出福

者），以真理教導成為各人生命

音信息，藉服務引領受眾接觸信

的祝福；另有支援弟兄姊妹的經

仰。常青團有一首琅琅上口的短

濟需要；2017年5月開始的輔導服

歌︰「我要做個好老人，我

務。這些具體行動秉承著關顧弟

要對人常關懷，有人軟

兄姊妹的信念，見證著我們不同

弱我照顧，有人缺少我

部門的彼此配搭，各按其職、按

安排，有人沒有聽見

上帝所賜予的恩賜，在不同的群

福音，我就帶他到主

體中作出適切的服侍。

前來。」鼓勵著每位

意強調我們要愛鄰舍，又叫我們
要愛仇敵，鄰舍可與仇敵有共通
處嗎？身處今日的香港，鄰舍中
有機會是我們熟悉的，但亦有機
會與我們為敵的。鄰舍中可能是
潛藏各類更生人士、陌生人、精
神病康復者、不同膚色及種族的
人士，他們與我們的生活息息
相關。

相愛群體

義務剪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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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與服務並重•祝福社區
專訪服務中心同工
服務中心是教會於1988年第三次

街上的行人，眼見服務有擴張需

送上祝福，但他們仍謹記著「服

重建堂址時設立，今年已邁入

要，教會於隨後3年間增聘多3位

務是目標，不是手法」，既重視

第30年。所謂「十年人事幾番

同工。一步一腳印的走到今天，

信仰表達，亦重視服務的質素。

新」，服務中心過去經歷過擴充

共有5位全職同工分別負責常青

服務、增設同工數目，近年更搬

部、家庭部、青年部、基督少年

遷到新址恩典樓，皆全為服務社

軍、彩虹中樂團、金色年華生命

區居民的需要。30個年頭間，我

學苑及怡樂坊的日常運作。

們見證著教會藉服務中心的工作

服務與福音雙管齊
下 服務中心的宗旨除為鄰舍

進入社區中服侍鄰舍，就讓我們
今天數算恩典，一同回顧由創立
到發展的歷程中，神怎樣使用服
務中心祝福社區。

一步一腳印

提供服務之餘，更重視服務之後
的信仰延伸，因
此，每個部門都

洛桑會議
讓全世界基督徒領袖紛紛肯定傳

有機會與教牧同

福音及社會關懷的重要性。「堅

工作，如常青部

浸」於1988年完成第三次重建

會延展到金色年

後，當時教會也領受了「服侍鄰

華事工、家庭部

舍」的異象，藉新堂建成後開辦

會延展到家庭事

了服務中心，於8樓設立接待處。

工等。服務中

服務中心的發展可用四個字來形

心的特色是服務使用後，能為未

打開服務中心的家庭部本年度暑

容︰「按步就班」。成立初期，

信者提供接觸信仰的機會，藉佈

期活動刊物一瞥，林林總總、各

本著「透過不同社會服務工作，

道、栽培和使他們領受信仰並扎

式各樣的班組可供報名。為要迎

以附近居民為對象，向他們提供

根教會，亦會被鼓勵在其參與的

合不同家庭的需要而舉辦的活

服務，並傳揚福音，引領歸向基

群體中服侍。30年間服務中心成

動，真是耗盡心思。服務中心管

督」的理念，按階段地提供長者

為這橋樑角色，於個人佈道後將

理委員會規定班組導師必須為基

服務、青少年及家庭服務。起

得救靈魂轉介到教會體系栽培及

督徒，而根據導師的技能而開辦

初，僅有一位同工負責服務中心

跟進。

相應的班組。部分導師以義工的

的日常運作。到1991年，服務中
心正式進駐堅道50號地鋪，「落
地」後的服務中心更容易接觸

工合作進行福音

儘管同工們期望服務中心能成為
福音的載體，為社區上的未信者

性質服務，相比起外間的機構，
少了一份商業味道，但多了一份
服侍鄰舍的愛心。一切都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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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工作的原因。

開始，正正憑著導師這份樂於奉

提供服務。新址的地理優勢吸引

獻的愛心，讓服務使用者在學習

了更多附近居民，最為顯著的群

上額外感受到家的感覺。

體就是幼童及家長、退休人士及

配合世代•迎合轉變

婦女群體。

2016年9月教會恩典樓場地啟用

蒙福的家

現代的家庭充滿來

義工將四樓打造成婦女的心靈空

後，服務中心的大本營隨即進駐

自各方面的壓力，在管教小孩子

間，藉著悅耳的音樂、舒適的環

及維繫夫妻關係

境、悅目的園景、提供默想機會

等課題上，父母

的畫作和義工的服侍，支援更多

都面對著不少挑

婦女的身心靈，幫助她們減壓。

戰。聖經中記載

此外，藉著多元化的興趣班如無

家庭是神所設立

火煮食班及園藝小組等，擴闊婦

的，是社會上最

女們的姿采生活。

培育個人的成
長尤為重要。服務中心樂意成為
家庭的同行者，藉提供各類型活
動，促進家庭內人際關係，更藉
著與教會家庭事工的配搭牧養，
幫助這些家庭成為在上帝裡蒙福
的家庭。

婦女心靈

關顧家庭中的媽媽，

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自恩典樓
啟用後，在周間，一群心靈天使

基本的單位，對

關顧爸爸

關顧婦女

金色年華

另一邊廂，服務中

心關心接觸退休人士及長者的工
作從未停頓。回顧在2010年時，
服務中心成立的彩虹中樂組（現
稱彩虹中樂團），正好給予一群
剛退休人士學習樂器和事奉神的
機會。過去的退休人士較為主動
參加社區活動，但近年來，服務

家庭中的爸爸是服

中心接觸的退休人士趨向獨立自

務中心另一計劃及尚待關顧的對

主、學歷高、身體好及資源充

象。工時長，工作量大等因素使

裕。安排適合的活動，促進他們

男士透不過氣來，經濟及生活壓

參與及善用時間和恩賜，這是服

力有機會帶來失望、挫折及乏力

務中心另一工作重點。

感，這是服務中心盼望開展關顧

心志傳承

截至2018年中，
服務中心所累積的會員人數已達
逾2,000家庭、1,800位長者，30
年的發展實在得來不易。
無論是服務的發展或是服務的深
化，均有賴一群熱心事奉上帝的
會友和義工，藉著他們無私的付
出，建構了服務中心的發展。誠
然，服務中心不是依靠硬件，也
不是倚靠多才多藝的導師，而是
大家對服務中心宗旨的認同，願
意服務人並同時關懷人心靈需要
的志向。唯有持守這份初心，傳
承這份心志，服務中心才可以揭

基督少年軍

開新一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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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教會何時開始開辦服務中心的事工？
答： 李金漢會佐
1988年第三次重建堂址時，教會決定盡用地積比
率，多建樓面積，以便日後教會擴展。因此，怎
樣善用資源，亦立時成為教會的挑戰。
1974年洛桑會議，全世界基督徒領袖肯定傳福音
和社會關懷，均為教會見證不可缺少的部份。香
港教會很快普遍認同，香港浸信教會也持守這個
取向。在這個理念引導下，大眾認同趁新堂建
成，教會可以開辦服務中心，成為社區的見證。

問： 當年教會成立服務中心時，有甚麼計劃和部署？
答： 服務中心主任李福
會佐會於1988年3月13日發佈了香港浸信教會新堂
服務及使用計劃書，策劃了「透過不同之社會服
務工作，以附近居民（以家庭為單位）及學生為
對象，為他們提供服務，並向他們傳揚傳音，引
領他們歸向基督」，按階段提供長者、青少年及
家庭服務。

問： 服務中心有甚麼服務？
答： 服務中心主任李福
1. 家庭部（兩代家庭）︰為家庭提供社交、文
娛、康樂、教育及基督教等團體生活，以促
進家庭內的人際關係，使家庭生活的質素得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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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知多少？

到提高。
2. 常青部（50歲或以上的長者）︰為長者提供社
交、文娛、康樂、教育及認識有關基督教等活
動，促進建立豐盛的退休生活。
3.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為（8-18歲）兒童
及青少年組織制服團體，為他們提供體能、智

服務中心30周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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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菠蘿園

能、社交及靈性上的發展活動，以增強他們的個人
發展，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人際關係。
4. 怡樂坊︰為各街坊及會員提供閱讀、音樂欣賞、家

基督少年軍

庭資料庫（書籍及影音材料借用服務）及量血壓服
務等。
5. 金色年華生命學苑︰是教會培育退休人士（剛退
休、已退休及預備生命慶典）持續培訓系統，藉此
得建立滿有活潑的生命、活出見證，體會上帝在生
命歷程中不同階段的心意。
故事天地

6. 彩虹中樂團︰以中樂事奉上帝，歡迎會友參加。
7. 心靈空間（婦女）︰提供一處舒適的地方，作安
靜、閱讀、輕談、園藝種植及與神親近之用。

問：

歷年來服務中心所服務累積會員人數至2018年06月30
日有多少？

答： 服務中心怡樂坊幹事許鳳群姑娘
1. 家庭部（兩代家庭）共2,076家。
2. 常青部（50歲或以上的長者）共1,835人。

美味人生

3.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50分隊（8-18歲）共663人。

問： 服務中心的休憩、報名及接待處為甚麼叫怡樂坊？
答： 陳偉光博士
怡樂，即喜樂的、使人愉快的意思。盼望「怡樂坊」
能成為一個外界瞭望教會的櫥窗，坊眾樂於內進瞭
解、參加教會活動。

弟兄禮四茶聚

恩典樓啟用，「怡樂坊」匾額隨而作第三次搬位，
它的位置耀眼，站在玻璃門前已一目瞭然，它增加
了「迎客」的功能。在此，期盼恩典樓怡樂坊人丁旺
盛，坊眾常臨。

花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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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30周年專輯
李福主任資料提供

問： 服務中心使用恩典樓場地後，有甚麼新氣象
答： 服務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趙崔婉芬

?

2016年9月7日搬進了堅道97號，方便更多坊眾接觸教
會。在這座雅緻的「恩典樓」(樓高只有七層）的入
口，進入服務中心的門更寬闊、更透明、沒有上鎖，
只要人們踏上前來，自動門立即為你而打開，這裡的

彩虹中樂團

設施包括容納更多家長和孩子聚集的接待處、可以提
供無火煮食的廚房兼活動室、還有可以讓人靜思和親
近神的「心靈空間」和「空中花園」。

問： 周間婦女心靈空間的構思是怎樣的？
答： 心靈同行天使
「心靈空間」
位於恩典樓四樓的「心靈空間」是教會特意打造出
來，一個舒適優雅的地方，讓到來者可以放鬆、安
靜、生命交流及親近主。更希望透過這平台去接觸社
區內的婦女，聆聽和關愛她們，為她們的需要代禱，
引導她們認識信仰。

「心靈同行天使」
要提供以上服務，需要一群有心志、有技巧的姊妹駐
守「心靈空間」。為此，教會招募了十多名姊妹接受
了差不多一年的訓練，包括研讀「不再一樣」門訓課
程、婦女自我成長課程、溝通的藝術等，使她們成為
了「心靈同行天使」。此後，她們就定期當值，接觸
婦女，當中如有合適者，便轉介到周間的生命成長小
組或其他適切的教會聚會。

問： 如 何 透 過 恩 典 樓 三 樓 無 火 煮 食 及 活 動 室 設 備 去 服
侍人？

答： 服務中心怡樂坊幹事歐陽潔彩姑娘
「美味人生」的活動設計是組員們一起煮食，然後一
起品嚐煮好的美食，同時又一起聊聊生活。各組員在
美好的環境、美麗的茶具，泡壺好茶，大家輕談，鼓
勵媽媽們要善待自己，留些空間給自己，坐下來休
息，與朋友交談，讓自己減壓，然後再衝，而分享的
題目也是與建立家庭有關，例如：愛自己、愛丈夫、
愛子女，都是以基督教的觀念為基礎。很感恩，組員
很接受，回家實踐後又回來分享，使我們大受激勵。

婦女心靈

同工篇
麥歐坤安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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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份工作的情況
我天生就是「勞碌命」
本來想做好自己份工，但個人性格太執著。
有時以為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但偏偏「過
唔到自己一關」。
總有人可以早走早著，而我留下來等候神的
引領。

我對工作和事奉的信念
人在其位，當謀其事。
上帝給我們各人有不同的能力和恩賜，在不同
的位份上我希望人都能揚長避短，各司其職，
恪守其責。以敬畏上帝的態度謙卑、柔和地同
工，最終能榮耀神、造就人的生命。

毋忘初衷

從一位資深、能幹的前輩手上接過棒來，我都
是戰戰兢兢的去面對不同的人和事。這是我第
一次在教會工作。這裡是我的職場，也是神的

「浩浩蕩蕩前進，我是耶穌的小武士。
快快樂樂生活，因有基督住在我心。
天天勤讀聖經，常常感謝禱告，
心靈強壯，魔鬼不能侵，不能侵。……」
這是過去10年多以來唱得最多的詩歌，也是我
最喜歡的詩歌之一。
大家好！我是Fiona歐坤安，3月1日開始加入
「堅浸」的會計幹事。我來自香港華人基督會
煜明堂，一間藉幼稚園事工進入社區的小型教
會。如果你認識上面的詩歌，你們應該估中過
去我主力負責兒童事工，服侍3-7歲的小

家、基督的身體。人可以在這裡講很多屬靈的
說話，大家可以很熟悉聖經，可以有很多屬靈
的行為和聚會，但我知道這些都不代表甚麼，
我和神的關係可以是「這麼近，那麼遠」。陳
終道牧師的一句話當頭棒喝：「基督徒最可怕
的情形，就是裡面已經腐化，而外面仍在賣弄
屬靈的架子。」求神憐憫！我要常常警醒。
「讓我讚美非僅美詞，讓我敬拜非僅方式，
讓我服事非靠雙手，而禱告非僅用口，
讓我愛人不要虛假，讓我待人由心而發，
讓我學習順服，以聖潔為裝飾。」
＜房角石天堂-讓我＞

朋友。

我在這裡工作和事奉的呼求

讓我介紹自己

毋忘初衷

我的性格
我不是孤癖，只是有點被動。
在一大班朋友聚會時，會比較沉靜；若兩人相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
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出
埃及記19:4)

處，更易深入溝通；

我的禱告

到人多的地方，會感到侷促不安，

神求祢喜悅我們的敬拜，

相熟之後，朋友會說我跟初識時很不同；

獻上誠實公義正直的心，

我的戒備心強，但相熟後會全心投入；

願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祢，

少做主動，因怕會影响大家，

作祢看為義的子民。

更怕失去得來不易的朋友。

〈玻璃海-願祢公義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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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陳曼詩會佐資料提供

香港浸信教會

女傳道會

5月5日懇親佈道會與
彩虹中樂團合照。

100 周年慶典
2018年是本會女傳道會100歲生日

，

整年在會內會外都有不同的慶祝活動

，

11月25日是慶典的高潮，當日下午將

會舉行
百周年感恩崇拜，晚上有晚宴，

將宴請全香港各浸信會的女傳道會代

表。

4月21-22日探訪澳門
浸信會崇拜獻詩。

3月11日婦女主日招募新團友

5月5日懇親佈道會嘉賓陳友弟兄、
李錦洪會佐，
有420位新來賓，7位決志信主。

7月5日好鄰舍福音堂佈道會，
李李小愉姊妹見証分享及粵曲獻唱。

6月10日參加石澳堂主日崇拜

7月5日好鄰舍福音堂佈道會，有4
0
多位新來賓是第一次到教會來的。

分享篇
羅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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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會友都是大家庭，他們兩代
一起事奉，母親在婦女部事奉，
兒女在詩班、少年團事奉，青年
人則互相稱呼哥哥、姐姐。他們
於周六練詩歌班，趕回家吃飯再
返少年團。幾位姊妹還笑談教會
對面甄沾記椰子糖及雪糕。

紫色服飾

香港浸信教會女傳道會 100 周年慶典

女傳道會賢德婦女的貢獻
——陳曼詩會佐訪問三位資深會友
女傳道會

香港浸信教會女
傳道會百周年感恩聚會將於今年11
月25日舉行。
香港浸信教會於1818年成立女傳道
會，乃效法美南浸信會於1888年成
立首間女傳道會，為要推動宣教工
作、建立新基址。其後我會於1963
年設立部委制，將女傳道會的工作
包括在婦女部當中，因此香港浸信
教會女傳道會的歷史相較婦女
部更長。

三位前輩

今次有幸邀請到
三位熱心事主的姊妹，談談她們少
年時母親在女傳道會的生活點滴。
鄧楊慧詩母親楊陳愛珍是1957及
1962年女傳道會的會長，於1967年
任浸信會女傳道會聯會(簡稱女聯
會)書記一職。陳楊月眉母親楊梁
麗芳是1971及1972年婦女部部長，
於1966年出任女聯會傳道服務一
職，曾發動救濟水災災民，將捐款
交華僑日報救災基金會，幫助遇難
者。楊趙君錫(前主日學部部長及
前顯理中學校監)母親趙陳秀霞是
婦女部多年的資深團友。

聚會•佈道

女傳道會在50
至60年代初已有婦女分區聚會，
婦女開放家庭與住在鄰近的婦女
一起開會、查經、交通，像團契
小組。女傳道會特別著重探訪，
每星期都去，承擔了教會的探訪
工作，不單探訪會友，還有護老
院、監獄、木屋區，在聖誕節、
農曆新年亦會到木屋區派禮物，
做外展佈道的工作。

全職婦女

婦女一般是全職
主婦的崗位，但處理事奉的工作
條理分明。而且當年教會的職
員不多，很多都是由義工主力
擔任。
這些全職主婦接觸社會主要也是
事奉的時間。而婦女也有其可愛
的一面，就是一般都愛傾談，
每次事奉或分區聚會後，她們就
會一直站著談天，依依不捨，因
為下次見面詳談，可能又要等一
兩星期之後。那個年代，沒有
WhatsApp，甚至電話亦不普及，
她們很珍惜見面的時間。

兩代一起

那年代教會較

當時女傳道會已
有以紫色為服飾的傳統。每逢三
月的婦女主日或是全港各浸信會
女傳道會的聯合聚會，大家都會
穿上整齊的紫色服裝出席。每年
一度的環球公禱日，聯會各姊妹
亦會穿上世界各國的民族服裝，
一起為世界各地的姊妹禱告。

子女榜樣

婦女在細微的
位置有巨大的貢獻。婦女對子女
的支持，並不是做轟轟烈烈的事
情，而是通過言語談吐和待人接
物，如何幫助弱勢社群，對子女
的屬靈及學業的注重等等的身
教；子女受到潛移默化，就能夠
承繼優良的美德。這些也就是婦
女的偉大成就，對教會、對社會
帶來無形的影響力。婦女示範了
一個標準，如何尊重別人，怎樣
為之有禮貌，這些在現代社會似
乎缺乏。簡單如年輕者為長輩拉
門，稱呼別人，婦女也是通過日
常生活的示範讓子女學會生活
智慧。

才德婦人

信仰亦如是，婦
女每天在家中看聖經，為家人禱
告，訂立每天靈修的時間，主日
打點全家動員返到教會，對子女
屬靈成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在那時代，丈夫工作是朝九晚
五，回家就可以休息，並不會幫
忙煮飯；婦女是好像24小時不能
休息，但無怨言，樂意地管理家
中事務，知道自己的位份。婦女
也會好好管理家中的開支，以箴
言31章才德的婦女作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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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張智偉傳道資料提供

譯員

年輕的英文翻

留念

宿舍大堂拍照

主日）

日（
2018 年 3 月 4

英文兒童

主日學及團契

戶外活動

會

參觀匡智賽馬

松嶺宿舍

成功完成任務

參觀學員宿舍

飯

家長一起吃午

老師與學生及

工作及生活

職員講解學員

音樂表演

分享篇
黃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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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主日學信息撮錄

「對抗魔魅權勢，實踐天國使命」

——

講員：葉菁華博士
天國的福音

今年教會暑期主日學講座
題目是「關愛萬有。關心貧窮」，葉菁華博士

論述表達今天惡勢力進入社會體制裡，成為結

於 2018年7月8日來本會分享，主題為「對抗

充滿創造力，非常吸引，這正是魔魅權勢

魔魅權勢。實踐天國使命」。

的威力。

葉博士指耶穌所傳的是「天國的福音」，與華

不止息的慾望

構性的力量，它有很強大的破壞力，但同時又

人教會的「得救福音」不同，耶穌的關注是

田立克指資本主義及
民族主義是魔魅權勢的最好例子，就如資本主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

義，一方面自主經濟和自由市場是有史而來

壓制的得自由」(路四:18)，祂不單宣講、教

生產財貨、平衡供求、增進需求與滿足的最成

導，更多是行動實踐，葉博士這樣扼要地總

功方法，釋放人類脫離只為滿足生存需要的狀

結耶穌的使命：靠著聖靈的能力，藉言語(宣

況；但另一方面它驅使人為著無止境的慾望，

講、教導)和行動(醫病、趕鬼)，傳揚天國的

忙於永不止息的、不斷增加的、消耗生命的活

福音，彰顯天國的臨在。

動，因而令人格貧乏，並受時間奴役，無暇關

福音大使命

注永恆。

葉博士提醒我們作為耶穌
的跟隨者，不單注重馬太福音28章的「福音」

穿上屬靈的軍裝

大使命，還要留意約翰福音裡另一個「大使

今天我們效法基督
榜樣，為人醫病、趕鬼，也不必是面對靈界個

命」：「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

別的魔鬼，但執政的、掌權的魔魅權勢卻是我

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們每日生活、職場裡遇上的場境；所以要天天

（約20:21)，所以，我們要效法祂的榜樣，繼

穿起屬靈的軍裝，發揮信徒在社會上的一點

承祂的使命。

光，抗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的權勢，

魔魅權勢的威力

醫治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到國家、到世

在福音書中常提
到耶穌趕鬼的服侍，並與醫治的工作相提並

論；在保羅書信中卻另外提到與執政的、掌權

界，人的病患都有原於人性扭曲、家庭破碎、
社會壓力，競爭制度⋯⋯等因素。

的爭戰，也指向看不見的靈界權勢及能看見的

葉博士說雖然老套，他仍提醒我們好好讀經、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勢，講者引用當代神學

祈禱，裝備自己，接受耶穌的差遣進入職場，

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魔魅demonic」

為真理、為主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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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廖競慈傳道資料提供

2018年

兒童夏令日營

初小級

——

（升小一至升小三學生）

於 7 月 17 日至 21 日（周二至周六）
在教會 9 樓擧行，
有 112 名小朋友報名參加。

分享篇
張智偉傳道資料提供

2018年

兒童夏令日營

高小級

——

（升小四至中一學生 )

於 7 月 28 日至 30 日（周六至周一）
在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營舉行，
有 81 名小朋友報名參加。

心 窗 集 ......Mary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
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
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以賽亞書第43章第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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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蔡于鳳儀傳道

的人分享，而不是只管從土地和
其他人身上攫取可用的資源。

從遊牧到朝聖
——土地在安息與福音中
和關愛萬有的關係

從遊牧到朝聖

相對於舊
約聖經中上帝子民得地為業的觀
念，新約教會有一份非常濃厚的
「流動」味道，正如使徒彼得所
說，我們是客旅，寄居的。因為
是客旅寄居，也因為這個世界會
過去，我們可會覺得福音所應許
的是將來天上的事？依循耶穌的
吩咐，門徒應該往普天下去（徒

去年有機會出席在台灣舉行的

下安息日的誡命（出20:8-11）；

「洛桑運動東亞諮詢會議──關

並且土地的安息也受到上帝保障

愛受造世界與福音」，當中與會

（出23:10-11）。安息不單為不

講員提到關愛受造世界與土地神

同階層的人而定，牲畜、地也在

學，1 也藉此機會反思土地在安息

當中。安息就是享受上帝的同在

與福音中和關愛萬有的關係。

和頌讚、敬拜上帝。耶穌基督道

這是直到地極的事，門徒被差到

人與土地的關係

成肉身的福音，要帶給這個

每處地方去活出上帝的旨意，就

受造世界的改變就是「與上

如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在那

帝同在」。

裡事奉敬拜創造主一樣。與其以

福音中的土地

客旅、寄居者自居，可能「朝聖

也基於過去幾個世紀工業與技術

路加福音
4:18-20記載耶穌在傳道職事之

者」是更適合的形容。

發展，食物生產機械企業化，城

始，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

今日社會因為對土地商品化，過

市快速發展令更多人可以因為提

得看見、受欺壓的得自由，並上

度開發，造成環境的破壞、對人

供技能，而無需倚靠在鄉下農耕

帝禧年的到臨；福音是傳給貧窮

和動物的剝削，正正違背天父創

來維持生活。逐漸，人對土地自

的人。

造世界的旨意。耶穌基督的福音

今
日全球一體化，人口的流動性，
無論是旅遊、讀書、工作、移民
等，對不少人說來都是平常事。

然的認識、尊重、愛護變得模
糊。地不再是生活的命脈及人生
根成長、看管保育的地方，它變
成一件可以買賣的商品，在地盡
其用之後……就如遊牧民族的本
色：逐水草而居。

安息下的土地

福音就是「上帝與人同在」，讓
人在地上經歷天國的實現。福
音、天國並非將來天上的事，耶
穌所實現自舊約以來關於彌賽亞
的應許，是當下的醫治、釋放、
自由，是關於人和土地的。當以

地乃上帝
的創造，不是供人賺錢的工具。

色列人得地為業的時候，上帝要

人受託去管理地，這是上帝對人

得安息、僕婢牲畜有休息、看顧

的信任（詩115:16）；上帝在以

孤兒寡婦、保護寄居的，將他們

色列民進入迦南應許地之前，頒

從上帝所得的賜福與其他有需要

求祂的子民要在應許之地讓土地

1:8），將福音傳到地極。福音真
正的意義是脫離世俗的生活方式
轉變成為跟隨上帝旨意的生活
方式。

呼召門徒離開自己的地方，開始
朝聖旅程：朝見超越的上帝。因
此，我們要學會自限，停止對世
俗的追求，安息於與上帝的同
在；進入耶穌所應許的地方，以
一種與世俗不同的生命態度，以
朝聖者的愛去關心這世界及周圍
的人，在朝聖的路上與受造世界
進入上帝的同在。
1 黃國維：〈從遊牧到朝聖：關愛受
造世界與土地神學〉。演講專題，
台灣，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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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來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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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 的工作

SIL International (www.sil.org) 是

我們期望不同群體有多面發展，

成了論文，其中大概80%繼

一間基督教非牟利機構，致力於

不受他們本身語言的地位限制。

而參與SIL或同類機構的翻

服侍全球不同的語言群體。她的

我們渴望他們無論在靈性、社

譯、研經或語言發展工作。

員工大部份為義工，因著信仰、

會、語言或經濟方面都得到全面

神的愛、神的話語而服侍神要祝

轉化，個人或社會生活質素得以

福的子民。

改善。

SIL的計劃和活動均和語言有主要

2017年我們在東南亞的事工有以

2017年底共增入了2,167項

關係（包括翻譯、研經、基礎服

下成果：

訊息。

務或語言科技工具）；語言也是
正進行的轉化工程的主要部份。
SIL主要服侍世上的少數民族，
在過去80年間我們建立了大量知
識、技能、科技和工具。透過這
些獨有的專長，我們倡議本土語
言的價值，在幫助教會和社群實
踐她們語言計劃的同時，我們也
提供訓練、裝備、建立他們的本
土能力及參加推廣工作。

1. 接觸聖經和有關資料
•刊印了泰北版新約聖經和
Kataang語言新約聖經。
• 刊印了其他六種語言110多
章的經文。
• 我們的翻譯顧問查閱了50個
口述故事。
2. 增加了語言發展工作的能力
•共13位語言學碩士學生完

3. 增進學術知識和專業技巧
•東南亞團隊在電子知識庫
REAP加入了223項資訊，在

•2017年的研究出版數據仍在
整理中，但出版論文數目比
2016年多。
今年我們要慶祝一個特別里程碑
─我們所參與的第1000本新約聖
經完工。於2018年8月11日南蘇丹
Keliko民放族擁有了用他們本身
語言寫的聖經，我們需慶祝神對
他們的愛和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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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SIL do.
Keliko民族一直經歷動盪，他們
很多人現住在鄰國的大型難民營
裡。他們的經歴說明了21世紀語
言事工所面對的挑戰政治不穩
定，人們流離失所，不利的政府
政策，「邊緣化」社會經濟困難，
有限財政資源。雖然如此，我們
的成員和他們的家人仍繼續在東
亞和東南亞的服侍。
香港浸信教會─我們的伙伴
Peter(徐宗裕)已擔任SIL東亞和
東南亞區的副地區主管5年，他
和地區領導團隊一起訂定策略計
劃、給予建議、引導，特別是在
沒有基督徒人口，少被人接觸的
群體中。他在組織及發展事宜上
尋求上級領導和董事會的意見，
為項目尋求資源，支援團隊發展
項目管理方案及使SIL的收入來源
更多元化。
Jeri現為SIL亞洲兒童教育及發展
團隊成員之一，正為分散在亞洲
的家庭和學習中心建立一些在家
教育材料。Peter和Jeri的子女
Keris,Zachary,和Liberty Joy分
別為14歲（10年級），12歲（8
年級）和兩歲半歲。盼望他們在
成長過程中，發展才能及學習施
予，以致榮耀神。

SIL International (www.sil.org)
is a faith-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erving language communities
worldwide as they build capacity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It is
staffed primarily by volunteers
motivated by Christian
conviction, rooted in the love of
God, His Word, and the peoples
He wants to bless through their
languages.
Language is the principal factor
that unites all SIL priorities
and activities (whether they
are Bible translation, Scripture
engagement, foundational
services, or language technology
tools) and the ongoing work in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SIL primary focus is to serve
minority language communities
of the world. For the last 80+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
vast body of knowledge, skills,
technology, and tools. Advocacy
for language is distinctive of SIL.
We use our distinctive expertise
in language and language
related technology to advocate
for the value of local languages.
As we work with communities
and churches to help them fulfil
their plans and desires for their
languages, we focus on services
like training, equipping, building
local capacity, advocacy and
promotion.
We long to see communities
thriving in every area of life, free
from the challenges and barriers
that many currently experience

because of the status of their
indigenous language. We desire
to see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nguage communities
where we serve- whether it is
spiritual, social, linguistic or
social economic change- so
that these local communities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Some of the key impacts in
2017 in Southeast Asia assessed
3-foldly:

1. Access to and use of
Scripture and related
materials
• The Northern Thai NT and
Kataang NTs were printed;
• Preliminary results for
2017 show 110+ other
chapters from six other
languages were printed;
• 50 oral stories were
checked by our translation
consultants.
At least 12 language projects
report active Scripture
engagement efforts, among
these:
• Preparation or use of
Worship Songs or other
EthnoArts activities;
• Preparation or use of
Sunday School materials;
• Trauma Healing training;
• Bible study materials or
other written materials;
• Personal or group Bible

佳美腳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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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methods training;
• Culture meets Scripture
or other worldview
workshops;
• SE-related anthropological
study, oral listening
groups, etc.
2. Increased capacity to carry
out language development
work
• A total of 13 MA
Linguistics students
completed their thesis
work in 2017, and 14
more did so in 2016.
Approximately 80% of
these students go on
to serve in the Bible
Translation, Scripture
engagement or language
development movements
with SIL or like-minded
agencies.
3. Advancement of academic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 223 REAP (Repository
for Electronic Archiving
and Publishing) entries
were added by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Team in
2017: 120 General, 42
Vernacular, 59 Scripture
and 2 Training, for a
cumulative total of 2,167
by the end of 2017.
• Research publications
data for 2017 is still being
compiled, though at 14
articles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from the 2016
total of 11 technical
publications reported.
As an organization, we are
celebrating a special milestone
this year — the 1,000th New
Testament completed with SIL
engagement. We celebrate God’s
hand of love and faithfulness to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peak
the Keliko language of South
Sudan, who are welcoming
His Word in their language on
August 11, 2018.
S ince the earliest beginnings of
the community-initiated project,
the Keliko people repeatedly
experienced unrest, trauma and
displacement. Even now, many
Keliko live in large, multilingual
refugee camp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Yet the local church
has persevered, holding firmly to
their strong desire and drive to
have God’s Word in Keliko. What
a privilege to have partnered
with them!
The Keliko’s story “vividly
represents the dynamics and
challenges of language-based
ministry in the 21st century.”
It describes the context which
many of our engagement
projects face: political instability,
displacement, unfavorable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hinder
access, 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disadvantages,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Yet
despite these, our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continue
their service i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Our contribution through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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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
Peter has served as Associate
Area Director for SIL East Asia
and South East Asia in the past
5 years. He works with the Area
Leadership Team in ongoing
strategic planning to enable
field entities to align their work
with global direction, to advise
and to give guidance to country
or language-based partnership
initiatives, especially amongst
unengaged and underreached
people groups where there is
no Christian presence. He also
consults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boards to their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matters,
connecting resources (people
and finance) with field projects;
support teams to develop
prototype solutions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o diversify
revenue for SIL’s work in the
region.
Jeri
Jeri is part of the SIL CHED Team
for Asia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developing
materials for use among nontraditional schooling families
who are scattered in Asia for
work purposes and for learning
centers.   The children, Karis (14
and in 10th grade), Zachary (12
and in 8th grade), and Liberty
Joy (2.5 years old) are growing
and developing their minds and
talents for what we hope will
bring God much glory as they
learn to give of themselves.
Jeri looks forward to more
involvement for SIL members,
after a season of nurturing
Zachary back to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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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散播了！」
何等的榮耀，何等的
福氣！讓我有機會去
認識這城市、去接觸
神的民、去見證神
的愛、去散播愛的
種籽！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Calvin Lee

在烈日高溫下，在戶
外做澳門遊踪，大家
能夠平安完成，實在
感恩。神讓我能夠在

Rosemary
去之前以為是學習和理解「宣
教」。完成後才知道其真正意義
是感受聖經所說的「禾田」及了
解自己的不足。澳門是一個物質
豐盛且開放的地方，在短短一兩
個小時與「禾田」的接觸已能感
受到這個地方對福音的需要。透
過探訪不同教會和與不同宣教士
溝通，深深感覺到自己在信仰上

Frank

一天裏做了運動外，還出了很多

很感恩！在這短短的兩天內，真

拜由澳門聖經學院院長楊懷恩牧

的能夠經歷到神的大能。有機會

師主領講道，訊息清晰，非常感

和弟兄姊妹相交，並同心合意的

恩。在第一次海外街頭佈道中，

為神工作，是極美好的恩典。求

我組接觸了三個對象，而有兩位

神帶領我們一起復興，持久有火

是我組組員的鄉親，在傳講信息

熱愛主的心，從此以後竭力為主

及介紹教會聚會資料，他們比較

多得人！阿們！

開放及接受，真的感恩。在與宣

Ka Kuen

教士的會談中，看到神的僕人全

汗水去排毒，也是感恩。主日崇

然擺上，他們的信心實在單純，

恩上加恩一條心，
主內同行齊感恩。

確實感恩。這兩天的短宣旅程全

Thomas

Betty

福音種子臨澳門，
「堅浸」門徒得異象，
齊心努力傳福音，
屬靈生命要復興！

Diana

的不足和信心的微小。炎熱天氣

我覺得澳門曾被葡國佔領，她讓

一起事奉令兄弟姊妹們的相交更

黃賭毒橫行，臭名遠播，是罪惡

親密，更能互相扶持。最後很開

黑暗的溫床，這樣的城市你還要

心看到教會的年輕人能離開舒適

嗎？還值得向他們傳福音嗎？

的環境，跟我們一起去看看「禾

神告訴我：「要！值得！當人離

田」，在分享中感受到他們認真

棄時，神的民已進駐了。你難道

的投入⋯⋯很難得。

看不到我的蹤跡嗎？福音的種子

是恩典。

高山低谷尋根由，大街小巷見親民。
出雙入對證主恩，夏令炎日傳主名。
五旬節期賜能力，高人雅士說宣教。
弟兄姊妹顯同心，眉飛色舞享美食。
感恩戴德謝主愛，心堅石穿活召命。

Andrew

是次到澳門真有不一樣的體驗。
以往只是注重繁華部份，今次有
機會了解多些文化及教會發展。
「遊踪」隨了讓我多見識文化、
宗教及建築，亦是一種很好的群
體合作及體力上的操練。見證前

佳美腳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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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現今弟兄姊妹服侍主，以生
命去影響生命，令我反思自己付
出的不足，要加倍努力！

Allen

這是我初次短宣的體驗，人生路
不熟，幸好言語能溝通。鄉土人

Shirley

多謝組長 Ka Kuen、Ida 及Thomas
傳道的鼓勵與指導，使我有機會
與大家一起學習、分享及傳福
音。願主的恩典與澳門同在，使
更多人歸向主。

障礙，真是佩服宣教士的能耐，

Linda

沒有神的帶領，根本沒可能，也

門短宣旅程會認識澳門文化、民

沒人願意作這事工。唯有神的愛

情及地方那麼多；也在這學習、

激勵信祂的人，也有歷代的先賢

了解及體驗了宣教士對主的謙卑

作了一個好榜樣。「我父在天，

順服及委身服侍，當中對主的信

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

心是何其大，令我真的要好好反

成，在地若天。」阿們。

思。雖然我們在地上的生活總是

情，文化的差異，對宣教是一大

Ida

澳門繁華，福音未遍；
你我復興，主愛傳揚。
十分感恩一行27人大家都平安完
成澳門交流，彼此互相配搭，也
對宣教有進一步認識，宣教真的
不易，需要委身；有機會到香港
以外傳福音，到澳門教會交流，

從來沒想過在短短的三日兩夜澳

忙忙碌碌，祈求我們每一個屬神
的兒女，能互相激勵，復興我
們的靈命去回應神的愛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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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盼望神的愛和祝福帶到
不同地方的人們！願意我們獻上
火熱愛主的心，成就福音廣傳的
大使命！

Michael

今次文化交流中，才覺察隱藏在
各橫街窄巷的龐大古老教堂，才
是當時澳門街舊城的核心建設規
劃，讓我反思我們常因各種緣由
而忽略了神的主權。

Philip

整個三日兩夜的行程，都是經過
精心計劃和安排，讓我明白和體
驗到作為宣教士，當被差派到一
個陌生的地方，要面對的困難和
挑戰，更需要順服和倚靠神。

召。阿們！

街頭佈道和派發聖經，讓我有機

June

會體會和感受到宣教士的工作，

感謝主，讓我們一行27人有三天

地人的困難，並且向當地人傳揚

彼此認識，共同服事的美好時

神的福音所面對的挑戰。

以及作為宣教士，在外地接觸當

間。有深度澳門遊了解文化民
生，首次街頭佈道經歷，與宣教

這次學習體驗團，讓我感受到自

確實是很好的體驗。

士會談學習順服、放下自我和回

己的不足，從而了解應該要裝備

而我自己信主多年也是首次並一

應，馬禮遜墓地靜思召命、生命

自己，以為神所交託的大使命盡

挑戰和跟隨主；而炎炎夏日清早

自己的本分。

在大三巴派發聖經讓我感受最

Winus

家參與，也第一次幾乎全組小組
一起去，還有熾熱的太陽，讓我
非常難忘。

深，送出每本聖經傳遞著天父最

雖然只是短短的三日兩夜，但我
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第一天遊踪
艱辛但讓我了解到澳門文化和宗
教，從街頭佈道中醒覺到有不少
我們不認識的人，內心其實是十
分飢渴，正等待著神的憐憫和拯
救！我們真要加油傳福音！而宣
教士的分享和馬禮遜的經歷見證
著他們無私獻身、為神犧牲！我
反省到自己的虧欠，以後要多加
支持宣教士和加把勁為神作工。
最後是我們彼此相交是不一
樣，互相服侍配合，因為神與
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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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神提醒我凡事都要本着愛
去做，因為愛能遮掩很許多的
罪，在愛裏有沒有懼怕！

Renita Kwong 這

個主日學幫助我從個人層面至整
間教會的層面看復興。我十分同
意《死灰復燃》這本書第一篇文
章提到「除非教會不斷經歷更新
的恩典，否則衰退將是無可避免
的。」我能在靈命甦醒過來時
參與教會復興的運動是恩典。
我渴望能夠親眼見證自己、「堅
浸」、香港以及全世界教會經歷
一次大復興。我亦十分同意教會
復興是先由自己與神的關係開
始，建立個人穩定的靈修和禱告
生活是必須的，進而是參與教會
性的合一禱告。書中提及「不斷
地禱告，期待「堅浸」也可以成
為一間禱告的教會。

「死灰復燃（復興）
」
的主日學（一）
Stephenie Liu

這個主日學讓我們重新認真探討
「堅浸」的使命和異象宣言——
「彰顯基督‧成為服侍衆人的相
愛群體」。這表達了我們為甚麼
很

而存在的一個團體；更重申教會

感恩有三個月能與教牧及弟兄姊

在這幾年間的異象，是成為銳意

主日學。以下是部份同學分享他

妹一起學習到，要復興自己的靈

建立門徒的教會。小組門徒訓練

們學習的得著。

命及教會，必先認罪悔改，仰望

也是復興教會的一項重要策略。

Leung Mei Lin

神的寬恕。其次有四個導向，就

期望有更多信徒一同委身參與這

是：向上仰望敬拜神，常常禱

項訓練。

告，向下在祂的話語內扎根，裝

David Lai

陳俊儀傳道在2018年4月至6月，
教授了「死灰復燃（復興）」的

感恩在這三個月學習中，弟兄姊
妹可以分享讀經及讀書得著，大
家彼此激勵。另外在《死灰復
燃》一書中提出教會復興的十個
策略，值得繼續反思。教會要增
長及復興的首要條件是信徒要健

備門徒，向內在教會與弟兄姊妹
互相扶持，彼此相愛，建立團
契，向外在社區以至世界傳福
音，服務人群。

在這個主日

學裏，看完《死灰復燃》這本書
和重看尼希米記，從微觀和宏觀
上對自己有很大的得著，從十個
復興策略裏看見很多似曾相識的

康，就要每天靈修及常為教會禱

這樣形成一個十字架，叫我們常

理論和新觀點，它們對自己和小

告，弟兄姊妹同心合一仰望神，

常把這十字架放在心中，這樣我

組的重要性，我覺得需要立刻重

才可一同經歷成長，復興並結出

們的靈命便能成長，如火燃燒不

新找出有甚麼做得不足的地方，

屬靈的果子。

息，教會亦必興旺。

有那些地方可以強化和那些對

起來建造
陳俊儀傳道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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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小組值得借鏡及改善的

我們是基督徒。一切榮耀頌讚歸

身大使命；每次主日學課堂上都

地方。

於神。阿們！

會邀請不同弟兄姊妹，分享自己

之前的主日學，對我來說較注重

Philip

個人和神如何建立良好關係，這

感謝神，這個主日

學課程讓我能夠明白和了解到一

次更清楚在宏觀上我可以做甚麼

間教會如何得到復興，而作為門

去配合。已再三鼓勵組員為教

徒，我們靈命復興的重要及如何

會的復興代禱，出席祈禱會和

復興。

落實一起侍奉的方向。求主幫

過去靈命的復興以互相激勵，而
課堂後會分組作討論和交流；在
個人靈命上，我們每天會完成一
篇「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的靈修，然後在小組的群組上分
享；在門徒使命實踐上，我們曾

我的靈命在決志信主和受浸時確

經一起到護老院服侍，承諾每月

是火熱的，但慢慢冷卻而變為

出席教會的祈禱會，最後更一

「死灰」。我這個靈命上的「死

同簽下立志卡，願意成為主的

講到「死灰復燃」這

灰」的確需要「復燃」並重新

精兵，復興自己的靈修及禱告

句話可能最能形容我過往對神

復興，才可以完成神所交託的

生活。

的態度，從這本書我有兩個層

大使命。

助我恆切禱告，由復興自己開
始。阿們！

Ellen
面得著：

求神幫助我在完成這個主日學課

這個課程無論在知識層面上、個

程後，能夠「復燃」起來繼續以

第一是我在信仰基礎上更加穩固

人靈命上、弟兄姊妹相交分享

基督為中心而復興自己的靈命，

和堅定不移。我相信神帶領我走

和門徒使命實踐上，我都獲益

有靈修及禱告生活、有弟兄姊妹

過死蔭的幽谷、走出絕望和黑

良多。

相交和互相激勵的生活、為自己

暗，到達黎明之光，更新我生
命，使我活在有盼望的世界中。
我從自我中心變成以神為中心，
祂是我的依靠，祂的話語是我路
上的光，我是祂的奴僕。

在知識層面上，我們每星期會閱
讀《死灰復燃》這本書的一課及
回答課後相關的問題，這本書提
醒我們教會復興所需要的十項
策略，讓我們反省自己作為教

第二是更清楚了解作為基督徒的

會的一份子所應有的本份－聚焦

使命。我們要復興自己，教會才

基督丶恆常禱告丶每天靈修丶委

會復興，要認罪還要
用行動去表明悔改，
並要恆常禱告。我們
要敬畏讚美神，也要
團契生活，以神的話
語為中心。我們要互
相服侍，包容和以愛
相待，肢體合一，
有健康肢體才有健
康教會。
我們要服侍神，去傳
揚福音，尋找失喪靈
魂；我們要愛神並愛
人如己，讓別人認出

的復興和教會的復興禱告，盡
自己 的 力 量 完 成 神 所 交 託 的 大
使命，而不會慢慢冷卻再變為
「死灰」。
＊ 由於篇幅關係，下期將繼續刊出
「死灰復燃（復興）」的主日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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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正逐漸老化，成年子女照顧父母亦有出現張力，在
家照顧？請看護？到護老院？即使是基督徒，「孝敬父母」
的原則不變；承繼著中國文化，孝子賢孫的想法和現實的交
會每每有其難處。
《這段路，我們一起走》
透過「帶不走」、「尊嚴」、

這段路，我們一起走：

「假期」、「金錢」、「家」

與漸老的父母交換心聲

等20個主題，訴說父母與
子女的心聲，讓我們交換

(Voices of Aging: Adult Children
and Aging Parents Talk with God)

位置，懂得體會站在另一

作者：米西．布坎南 (Missy Buchanan)

面的親人。每個主題配合

譯者：陳恩明

經文及禱文，若張力有正

出版：基道

與反，經文和禱文就是

出版年份：2017

「合」的出路，不僅是各
讓一步，而是反思上主怎
樣看。
仰望上主，細味在張力之中上主的無限恩典，求主憐憫，求
主教導我們將祝福帶給父母子女關係中的對方。
看完這一本書，想起另一本書，麥陳永萱師母的《晚晴
樓》，記述麥希真牧師與她倆的黃昏見聞。兩位長輩是教會
的長者，倍覺親切，麥師
母的文章輕鬆幽默，即使
生活的無奈唏噓，也不讓
它更沉重。
全書滿載生活化的智慧，
成年子女讀來更了解長
者，以愛相待，還要懂得
方法；長者讀來更了解自
己，一天生存，仍當一個
快樂老人，直至回天家──
下班出糧的那一天。

晚晴樓
作者：麥陳永萱
出版：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出版年份：2017

文字事工委員會書籍介紹
黃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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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cques Ellul

出版社：Pulisher: New York Seabury Press
出版年份：1979

祈禱•現代人•社會發展
Prayer and Modern Man
法國作家以祿 (Jacques Ellul) 是一位哲學

人在經濟上匱乏，慾望卻不斷增加，向上帝禱

家，社會學家、大學教授，也是位多產的作

告為要滿足各樣的需要，上帝與人的關係建基

家。今次介紹他的作品「Prayer & Modern

於「需求」之上，當這關係漸產生對上帝形象

Man」(未有中文譯本），以社會發展看現代人

的歪曲，祈禱的焦點便從「關係」轉移到「益

的禱告生活。

處」。

書中有個故事，是前蘇聯用作反宗教的宣傳手

雖然社會這樣發展，作者在個人祈禱生活經驗

段：「學校內有兩班同學分別種植花朵，一班

到上帝的推動力量，迫使他必須要禱告，上帝

天天為花祈禱，但不做任何功夫；另一班為花

給他個人祈禱的「誡命」是貫徹於聖經之內，

天天淋水、施肥，但不為它祈禱；結果是後者

上帝的道會不斷向讀聖經的人說話，只有藉著

的花生長繁盛，前者的卻不能成長」。

信心才能從讀經中聽見上帝給個人的誡命。

雖然這實驗看似愚笨，但正反映現代人的祈禱

上帝期待我們向衪禱告，但實踐祈禱卻是一場

態度，人寧願依靠科技和知識，卻厭倦沒有回

搏鬥，先要與自己內在被遺棄、懷疑等感覺掙

覆或不確定的禱告；在目標為本主導下，祈禱

扎，倒空自我，使全人專注合一，到最後還要

只被理解為一種完成任務的工具，這種理解也

問：「這禱告有甚麼用？」

是有點聖經根據的，因為祈禱是帶有能力，也
為上帝所應許的，然而關鍵是人必須要依靠上
帝，照祂的旨意而行，才能見到回應。

祈禱是敬虔生活的重點，但現實是，我們活在
智慧城市的消費文化裡，行為必須通過理性的
判斷，禱告使我們能「獲取」甚麼呢？心靈安

現今社會，人認為科技進步可掌握命運，似不

靜？安慰？關係更新？祈禱形同一場與世界爭

再「需要」祈禱，也不願尋求祂的旨意；人用

戰，但同時又是信徒生活的基石，是對信心生

理性取代靈性，漸把一切含「神聖」元素的事

活具體的表達；禱告是我們抗衡世界侵佔的力

物看為過時，甚或迷信。人只重視結果，社會

量，更新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被現實主義及懷疑論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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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6月10日（主日）下

午舉行中西區
遍傳、端午關心
送暖行動，有240
多人次參加，派出
禮物480份，探訪
區內6位的獨居長
者、10間護老院及
街坊商舖。

6月16日（周六）上午
於本會地下交誼坊舉
行「祝福鄰舍：義
務剪髮服務」，一
同藉為長者剪髮，了
解周邊長者的需要及
關懷他們。

6月17日（主日）午堂崇拜時段舉行嬰孩奉獻禮，有9個家庭、10個嬰孩參加，一同將嬰孩帶到神面前，

立志遵照聖經中的教訓來養育教導他們。

6月24日（主日）下午

於本會1樓禮堂舉行

浸禮見證聚會，

有15位的弟兄姊妹
受浸或轉會加入本
會，由陳康牧師施
浸。求主幫助他們
繼續在主裏扎根成
長，成為神合用的器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6月29日（周

五）晚上於
本會1樓禮
堂舉行「雲
彩下的蛻
變」電影
佈道會，
一同觀看
電影「清水變酒」，由楊柏滿牧師分享信息。有10人決志信
主，求主保守他們在主裡繼續成長。

聯絡委員會主
辦「新鮮」

運動體驗
日，於7月1日

(主日)下午在9
樓禮堂進行，
打擊，同場設乒乓球
內容有地壺球、硬地滾球及軟式棒球
玩樂，有50多人報名參加。

生命成長小組組長
加油站，主題「如
何復興，為主作精
兵」於7月8日(主日)
下午在9樓禮堂舉
行，有150多人出席
聚會。

佈道開基委員會主
辦─午間好消
息，主題「減壓方
程式：醫生的起落
vs 醫心的喜樂」於
7月14日(周六)下午
在恩典樓3樓舉行。分享嘉賓何崙醫生
，對象為男士，有
60多人出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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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2018年暑期主日
學講座於7月1日
至8月26日中堂時段
在UG禮堂舉行。主
題「關愛萬有‧關
心貧窮」。教會邀
請了多位神學院教
授、機構成員及本
會傳道主講。

第90屆港九培靈
研經會於8月1日至
10日(周三至周五）

在九龍城浸信會舉
行，主題「榮耀的人
生」。講員早堂研經
會為呂紹昌牧師、午
堂講道為鮑維均牧
師、晚堂奮興會為陳
世欽牧師，本會現場
同步直播，有2,760多
人次出席聚會。

第15屆少年浸禮於8月19日（主日）下午
在1樓禮堂舉行。有6名少年人受浸加入
教會，由江山偉牧師施
浸。求主賜福少年人在主的愛裡繼續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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