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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22日
探訪澳門浸信會暨

澳門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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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
石澳福音堂帶領崇拜

7月5日好鄰舍福音堂

粵曲話劇佈道會

9月28日赤柱福堂話劇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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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顯理福音堂的邀請，在25周年感恩崇拜用以弗所書4章

來宣講「合一」這個主題，我把講題定為「同行合一」。

在準備過程中我有一些領受很想和弟兄姊妹分享，於是便

執筆寫了這篇文章。

合一的方法和根基	 甚麼是合一？教會合

一是否有不同意見時不發聲？或是否堅持己見把其他

聲音都壓下去？「合一」“unity”並不等如「劃一」

“uniformity”，因為前者是裡面的，而後者是表面的。

教會合一祇有一個方法：就是弟兄姊妹的生命與耶穌結

連，因為唯有「在基督裡」的生命才能合一。弗4:1-3說了

七個促進合一的生命素質，就是：謙虛、溫柔、忍耐、寬

容、愛心、和平和竭力。如果一個人不謙虛便不能合一。

如果一個人沒有溫柔忍耐也不能合一。聖經裡常見的合一

的比喻，是「基督的身體」。林前12:12－27說：「就如

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

作肢體。」弟兄姊妹，肢體若不是連於元首基督，便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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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蜜語
楊柏滿牧師

可能合一了。所以我們要竭力追求與基督連合

的生命。弗4:4-6也列出了七個達致合一的真

理：一個身體、一位聖靈、一個指望、一主、

一信、一浸、一神。教會合一的根基是聖經真

理，所以我們一定要勤讀聖經，明白並且活出

真理。

同行的條件和責任	 甚麼是同

行？同行必須有同一目標和方向。如果一個向

東行，一個向西行，便不是同行了。那麼教會

的目標是甚麼？教會是為福音而存在的，所以

我相信目標是廣傳福音，實踐大使命。在過去

數年教會銳意塑造更像基督的門徒，我盼望有

更多弟兄姊妹願意朝著這個目標同行。除了同

一目標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同心。

夫婦需要同心同行，教會同樣需要。一個團

隊如果不同心，便不能同行。團隊的成員如

果祇顧爭取自己的利益而不理會整個群體的利

益，也不能同行。在過程中基督徒要負責任

地與上帝同行和與弟兄姊妹同行。弗4-6章告

訴我們在基督裡的同行責任。我們要i）行在

合一中（4:1-16）；ii）行在聖潔中（4:17-

5:17）；iii）行在和諧中（5:18-6:9）和

iv）行在勝利中（6:10-24）。當我們明白真

理，也願意負責任地實踐，便能夠同心同行

了。

結語	如弗4:11所說，每個基督徒都有從

上帝而來的屬靈恩賜，而恩賜的目的就是：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4:12）。但保羅在12節還未講完，他繼續

說：「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

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成長的

身量。」（弗4:13）同行合一就是透過門徒發

揮恩賜，將整個信仰群體連結在一起，彼此建

立，一同成長成熟，讓上帝的名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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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篇
鄧錦燕傳道•黃立星翻譯

在異鄉的
	 客旅人生
A stranger in a new country

When asked to write an article to introduce 
myself, I thought about an earlier occasion 
in my life given the same exercise. I looked 
up what I wrote before and found out I was 
introducing myself as being a stranger, which 
is very applicable to my current situation as 
well.

My parents are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but I’m born and raised in the Netherlands. 
Although obviously looking like a Chinese, 
I didn’t feel Chinese, since I speak Dutch 
more fluently than Chinese but then I’ll prefer 
Chinese food over western food, most of the 
time. I guess a stranger in my home country 

would be an apt description. Being called to 
ministry in Hong Kong I’m now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country. By biblical imagery 
it’s a good place to be, because aren’t we 
all supposed to be aliens and strangers on 
earth? I see my calling as to encourage and 
walk alongside the English speaking pilgrims 
in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sharing the 
Word of God in a language that is close to 
their hearts.

It’s quite a long story how I got here, so this 
will just be the short version of it. Growing 
up in a Christian home, my parents brought 
me to a Cantonese speaking church in the 
Netherlands. As a teenager God grabbed my 
attention and I realized how unthankful I was 
if I don’t accept Jesus’ sacrifice and follow 
Him with my life. While helping in church I 
realized how little I understand the Bibl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God’s 
Word. With this longing I was still shocked 
when I felt called into full-time ministry. 
After some struggles God granted 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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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篇
鄧錦燕傳道•黃立星翻譯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ology and after that, 
enter ministry in the church I grew up in. 
Whil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Dutch speaking 
youth, I was thankful to see people grow in 
faith but I was also stunned by our human 
stubbornness in neglecting God’s goodness 
and commands. Having served in different 
churches and capacities, I heard of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he English Minist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My first 
reaction was this is definitely not for me: too 
far!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church 
and Hong Kong has never been my favorite 
city. While hearing more about this ministry 
I felt strangely interested and in the end it 
came down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I’m living 
for my own comfort or whether I am faithfully 
following God in doing what He thinks I’m 
most suited to do. Apparently in this season 
of my life, it is to be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world.

God has been amazingly gracious to me: I 
had a very smooth transition from Amsterdam 
to Hong Kong and this new church family has 
been really understanding to me, since at 
every Chinese document I just draw a blank 
face. I truly hope we can all encourage each 
other as strangers and aliens on earth to walk 
on God’s way towards Him.

當我被邀請撰寫這一篇自我介紹時，回憶起以

往的我也曾經寫過。於是我回望之前寫下的那

一篇，並發現我原來形容自己是一個客旅的

人，這與我現時身處的境況不謀而合。

我的父母來自香港，但我的出生和成長都是在

荷蘭。雖然外貌上我是一個中國人，但我並不

感到我是一個中國人，因為我說的荷蘭文比中

文流利得多，另一邊廂有趣地，我大部分時間

更喜愛吃中菜而不是西餐。準確來說，我其實

是一個住在家鄉的外來人。當現在被差派到香

港，我便成為了一個客旅的人，寄居在一個不

熟悉的地方。雖然如此，在屬靈的角度來看，

我仍然是來到一個很美好的地方，因為我們在

地上不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嗎？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神的呼召叫我來到香港浸信教會，去激

勵並與英語群體同行，讓他們能運用自己熟悉

的語言去分享來自祂的話語。

我來這裡背後的故事很漫長，以下只能長話短

說。自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我，父母帶我到

荷蘭一間講廣東話的教會。在青少年時，神抓

住了我目光並使我明白到，如若不接受耶穌的

捨生和一生跟隨祂，這會是何等不懂得感恩！

接着，當在教會服侍的時候，我發現原來自己

對聖經缺乏認識，這讓我更渴求認識更多神的

話語。雖然擁有這個渴想，但當聽見神對我全

職事奉的呼召，我仍然感到驚訝。經過一輪掙

扎後，神給予我唸神學的機會，並且畢業之後

在自己成長的母會事奉。當時我主要事奉說荷

蘭語的青年群體，回想起我很感恩能看見人在

信仰中成長，同時間我亦非常驚訝人頑固地無

視神和命令。當服侍過不同的教會及群體後，

有一次我聽見了服侍香港浸信教會英語事工

的機會，可是我的內心認定絕對不是由我來

擔當，因為實在「太遙遠了」。香港從來都不

是我最喜愛的城市，而且我對這間教會一無所

知。但當我聽到更多關於這個事工後，我奇妙

地感到興趣而且讓我更深思想自己究竟是要

安舒地過活，還是忠心地跟隨上帝去祂認為我

最合適擔當的崗位。很明顯在現在的生命季節

中，我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做一個異鄉人。

神實在太恩待我了，因為我從阿姆斯特丹轉來

香港生活的過程十分順利，而且「堅浸」這個

大家庭都對我十分諒解，尤其在我看不懂滿是

中文的文件時。我真的盼望我們這些身為客旅

的人，在寄居世上的同時，大家能互相激勵，

同行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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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李錦洪會佐

最美的風景，永遠是人。自從廣州的《新周

刊》做了一期「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專輯，

為兩岸關係造就了柔性的觸碰，折射出不同的

社會文化孕育不一樣的人文風貌，像新裝配一

付深度的觀感鏡頭，透視出景物世情以外的

人心。

在台灣文化人眼中，香港最美的風景是甚麼？

肯定地提供答案，是曾經擔任台灣駐港機構

「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的詩人羅智成。

香港最美的風景也是人

詩人的眼睛份外清澈明淨，可以不帶雜質還原

事物的本相。隔著一點距離去看城市的面貌，

有時會比終日在生活軌跡上打轉奔波的人，更

懂得用定鏡來細心玩味。

他眼中最美的香港，是星期日的中環，來自不

同國家的外傭，佈滿了不同的角落，快樂無拘

地享受假期。

「這樣一座道貌岸然、光鮮亮麗的城市竟然可

以容忍這樣一種未預期、未規劃自發性的擁擠

與雜亂，在最精華的市中心，長期、定期存

在……香港的鬧區幾乎沒有座椅的，歡聚的傭

工把每個地方都變成座椅。」

記得在九七回歸時，英國的《經濟學人》周刊

曾用新聞專題筆觸，勾勒出不快樂的香港人，

也以周日快樂的外傭作比照，背景照片自然也

取鏡中環皇后像廣場。羅智成這篇文章是城市

的心靈速寫，透過觀察去進入較深層的面貌，

可以想像詩人是長時間蹓躂不同的港鐵站中環

出口，從菲傭的呼啦起舞、織髮塗甲，到印傭

的美食紛陳、聊天睡覺，又或是越傭的細語含

蓄，最後是用快樂的一張網將她們捕捉在香港

最美的浮世繪；風景的背後，乃是香港社會那

顆包容、接納、開放的豁達心靈。「我一直相

信本質上華人社會是包容、寬大的，這不是來

自政治正確的理念，只是將心比心的善良和人

性的體諒。」

每當我近距離去觀察城市的溫度與顏色，只感

到淡了、冷了，疏離而麻木，更是反問自己，

是否也隨著大氣候而變化。原來最美的風景就

在眼前，在勢利和現實中仍然有空間，不是甚

麼規劃打造成的樣板、模仿學習的創意，一切

回歸初心人性，需要維護與珍惜。

如果問，教會最美的風景是甚麼？

你的答案是……？

原載於《時代論壇》第1593期，網址：http://
christiantimes.org.hk

承蒙基督教時代論壇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最美的風景系列
最 美 的 風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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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關美玲採訪

黎頌遠傳道：我們和社區
的互動在我來說，是最美的景色。

十多年前，教會要借用聖瑪加利女

書院（即恩典樓前身）去開主日學

班和小組，開始時堅道街坊見到我

們同工和教友使用那場地，覺得很

好奇，問我們為何那麼多人會過來

聚會。從中我發覺街坊會留意到我

們信徒的行為。於是我想：「要是

這地方能成為教會的一部份便好了。」最後這夢想終於成真了，我盼望恩典樓能給我們繼續有機會與街坊

們接觸，使教會有美好的見證，吸引更多人歸向基督。

楊柏滿牧師：一大群弟兄姊妹們一起祈禱，使教
會成為萬國禱告的殿，那便是最美的風景。記得某年曾經

有200多人一起出席星期四的祈禱會，我覺得很激勵，但

平時的祈禱會很少人，反映教會的屬靈氣氛不夠。兩年前

全教會一起看《War	 room》這部電影，之後不同的部長和

組長們都掌握到祈禱的重要。由佐道部到小組，這個意識

兩年來都在不斷加強。希望弟兄姊妹們能繼續在不同平台

上堅持實踐禱告。雖然會有困難，而禱告也不一定要在某

一時間地方，但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心靈上的不足，尋求

神的幫助。

會友Fiona：教會最美的風景是禮堂
的浸禮。浸禮是令人開心的事，當受浸者在

浸池出現時，他的親朋戚友就會在台下為他

歡呼鼓掌，大家也為他感到高興，這情境令

我好感動。我是6年前復活節受浸的，是劉牧

師主禮，比較難忘的

是我未信的父母也出

席，特別是我母親，

一向她都很抗拒信耶

穌。雖然他們到現在

仍是未信，但我仍因

他們那次的出席而

感恩。

最美的風景系列
教 會 最 美 的 風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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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King's	Group

我 們 的 小 組	

King's	 Group	

剛剛在9月尾慶

祝小組成立4周

年紀念！當晚

我們在教會9樓

舉辦了一個小型的懇親會，小組的弟兄姊妹

連同新來賓合共40多人一同在教會度過了一

個有意義的傍晚。

我們所有組員為這次的聚會準備了好幾個

月，或許當中有些新來賓會好奇想知道，究

竟是甚麼力量凝聚我們，同時亦令小組各人

都無私地相互效力和付出？

祈禱是我們的根基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小組在這4年之

間建立了良好的禱告氛圍。我們每次聚會均會

盡量預留時間分組，讓組員分享近況並相互代

禱。除此之外，負責守望帶領禱告的弟兄姊妹

亦會將組員的需要仔細記錄，讓各人持續為組

員祈禱。

在這幾年間的禱告學習當中，我們明白神有許

多回應禱告的方式，有時禱告蒙應允，我們當

然高興和感恩。然而更重要的是，神有時會用

另一種形式回應我們的禱告，當中給予的回應

未必是我們原本所求，但卻往往更合乎神的心

意，而這樣奇妙的安排更令我們慢慢學習到完

全交託和順服神，為著一切從神而來的指引而

感恩，這些都是禱告對我們每個組員靈命生活

重要的轉化。

例如，我們當中有一位從事法律行業的組員，

一心報讀法律博士(JD)課程卻未被取錄，最初

感到灰心失望，也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誤解了神

的心意。後來她在組員的禱告與守望下，報讀

了另一個法律課程並獲取錄，後來發現後者為

她提供更好的學習和晉升階梯，是神給她最好

的安排。神奇妙的恩典是配得稱頌的！

組員之間彼此建立

雖然小組成員由不同年齡、職業、性格、背景

及信主年月的弟兄姊妹組成，但我們感恩各人

都以單純的心在小組裏無私事奉，一起成長及

彼此建立實踐了神「信望愛」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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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去年的主題為「身•心•社•靈」，而我

們在過去一年的聚會及活動都以實踐這四個主

題為宗旨，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身：指在身體及健康上彼此同行。我們每周
定期練習跑步及假日行山等活動，鼓勵弟兄姊

妹鍛練神賜給我們的身體。

心：指心靈上大家互相扶持及關愛。我們每
個人在年初均立志守望，往後整年不斷互相代

禱及提醒。還記得在數月前的小組退修營，各

弟兄姊妹為每人按頭祈禱，大家都感受到各人

發自內心的愛是何等的實在。

社：指關愛社會及教會的行動。弟兄姊妹均
盡力實踐，參與探訪露宿者等不同外展活動，

亦曾以自製心意咭及糖水甜品等心意鼓勵，祝

福我們的會佐和教牧同工。

靈：定期的查經聚會是弟兄姊妹靈命的重要
環節，組長們努力的預查及準備，令各弟兄姊

妹也不敢怠惰。除此之外，弟兄姊妹也互相鼓

勵參加BSF等其他學習聖經的課程，彼此支持

砥礪。

回饋教會，與教會一起緊扣成長

我們各人信主的歷程雖各有不同，但都深深感

受到教會對我們的培育。當中信主日子較短的

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從Alpha	啟發課程中決志

信主，然後在初信栽培班及浸禮班進一步認識

福音，受浸後更在信徒成長班鞏固對聖經的認

識和查經靈修的操練，當中每一個環節都是緊

密相連。另外，教會也提供不同程度跟導向的

主日學，讓處於不同靈命階段的弟兄姐妹持續

學習。

在各個課程當中，我們得到各教牧的悉心教

導，亦被他們委身事奉的精神感動，因而大家

都萌生透過事奉，來回應神的愛和回饋教會的

心志。按著神給予自己的恩賜積極參與不同的

事奉崗位，例如三福、監獄事工、師友計劃、

兒童主日學等。雖然我們的裝備或許不夠，但

我們深信神必喜見我們互相配搭，萬事互相效

力，同心建立教會。

最後，我們在此再衷心禱告，期望小組內弟兄

姊妹靈命繼續成長，亦繼續透過小組生活和相

互代禱活出神的大能和慈愛。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4:19）

願一切頌讚歸與我們天上的父神！

分享篇
King's	Group 9



分享篇
林建明

榮休牧師
「參軍」之旅
英倫會面	自從移居英倫，走進從軍之

旅，蒙主恩典，賜下不一樣的豐盛人生。雖然

每年都會回港探望家人並與會友共聚，卻從來

未嘗有會友到英倫探訪，領會一下這邊的生

活，共證主恩。

早前得悉劉少康牧師會到英倫度假，並從他的

介紹，認識一些同是現居英倫的會友。

劉牧師抵達英倫當日，我便相約之前既不認

識，又未曾會面的廖錦新	Sunny	及廖周碧華	

Irene	夫婦，於希斯路機場會面，一同迎接劉

牧師抵埗，並「洗塵」共進晚餐。

由於劉牧師於旅英期間，他的行程安排緊密，

僅餘一個星期六可以聚首見面，惟這天我卻要

上班工作。經諮詢上司同意，並劉牧師不介意

屈就，由	Sunny	陪同下，從倫敦專程乘坐火

車來到	Camberley	會面。

參軍一天	劉牧師與Sunny到訪當日，

適逢工作單位於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舉行「社區活動」，招待

近一百名任職於工商機構的初中級管理層人

士，參與「領袖挑戰體驗營」。

英國皇家軍事學院乃專門培訓陸軍軍官，包括

皇室成員，威廉及哈理兩位王子。皇家軍事學

院聲名顯赫，與美國的西點軍校不相伯仲。

由於當天的差事為接待工商機構僱主，經上

司同意及安排，讓我的私人訪客，劉牧師及	

Sunny	也列入「僱主」行列，好讓我可以執行

職務期間，並同時陪伴劉牧師及	Sunny。「僱

主」組別先行參觀學院，繼而共進午餐並參觀

「僱員」組別的「體驗營」活動。

劉牧師於整個參觀過程顯得非常之雀躍，對學

院的歷史及設施甚有興趣，尤其是對學院的

教堂。相信劉牧師及	Sunny	享受了一天「軍

事」旅程！

天父恩典	感謝天父恩典，縱使有點兒

「假公濟私」，上司亦歡迎劉牧師及	 Sunny	

的到訪，更加以體恤，讓我於履行工作之同

時，可以招待「有朋自遠方來」。最重要的是

感恩教會牧者，能夠見證曾經「征戰沙場」的

會友，在「外邦」也蒙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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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Fkie

淺讀魯益師 (C.S.Lewis) 的四種愛
筆者最近讀了魯益師(	 C . S .	

Lewis)的《四種愛》，這四種

愛分類為	 :	親情	 Affection、

愛情	 Passionate	 love、友

情	 Friendship	 及基督的大愛	

Charity。限於篇幅筆者只選親愛

之情和朋友之情作簡單介紹。

親愛之情 	 魯益師認為親

情是最不造作、最簡單的愛。他

形容親情就好像家裏的舊梳化，

習慣了更覺舒適，但我們卻不會

搬到街上走，又或不會跟別人誇

讚它。我們普遍地採用「心照不

宣」的方式去表達親愛之情。

親愛之情不需要一個「欣賞」前

提，父母不是因為欣賞才去愛子

女。但親情的成長卻需要大量

的欣賞去栽培。有欣賞成分的親

情，會擦亮我們的眼睛，去看到

對方身上那些我們原先沒有注意

到美好品質。親情是並不講究條

件，又最具包容性的一種愛。

親愛之情如果不懂得自我節制是

相當危險，因為那種「有所求的

愛」，就是付出的愛需要求有所

回報。父母愛子女是一種天職，

但如果付出愛的目的是在滿足自

己，問題就會出現。

在子女成長中，父母的期望就是

當中典型例子——堅持孩子要套

用某種成就模式。但假如父母堅

持得不到子女的正面回應，這種

親情就會種下「恨」的種子。對

於家人的相處，最常出現的問題

不是因為「欠缺愛」，而是「愛

得太多」。

魯益師指出，親愛就夾雜著愛和

恨之中，最後如果愛成為生活的

最高主宰、恨的種子就會發芽滋

長。然後就會變為神，跟住成

為魔。

朋友之愛	朋友之情在魯益

師來說，就是生活的冠冕、眾德

的典範。在現代人中就似筵席的

副菜，供人填塞多餘時間的填充

物。

友情的特性其實是「孤獨」，它

會把個人從集體中抽離出來，愛

和孤獨是分不開的，不管友情、

愛情和親情，本質上是某種變奏

式的排他結合。

友情是各種愛中最不自然：非本

能、非動物性、沒有生存上的需

要。朋友間的關係沒有像血緣家

族的情誼，又沒有父母子女天職

性的親愛。魯氏認為友愛可以把

人提昇到神祇或天使的高度！魯

益師嘗試與愛情作比較，去窺探

友愛的特質：

1.	愛情中的戀人是面對面的；友

情中的朋友是肩並肩，朋友的

目光總是向前方。

2.	愛情是以無遮的身體相向，友

情卻以無遮的人格相處。

3.	愛情中的戀人渴望洞悉對方的

一切；友情中的朋友並不一定

對對方的私事感興趣。

友情的發展有可能導出愛情，愛

情也可能導出友情。如果兩個人

由朋友成為愛人，他們當然不會

願意讓第三者參加。

魯氏指出友情不受本能、義務和

嫉妒的羈絆。優質的友誼存在於

彼此關懷的專注，而並非把目光

投放在朋友身上，你必須與他們

一起戰鬥、讀詩、辯論或禱告。

朋友的相處在乎那令人如上雲霄

的誇獎、真心誠意的批評、雙方

充分的了解、合乎身份的投入和

參與。真正的好朋友應該彼此

謙卑。

魯氏認為友情的不屬世特質，令

它同時隱藏精神層面的陷阱。魯

氏續說，友情的驕傲並不止那自

命不凡的氣焰，而是以為摯友的

出現，是完全出於自己的選擇！

魯益師最終的演繹是：所有都是

出於上帝的安排，恩主用友情打

開我們眼睛，讓我們在初識時即

看見朋友身上散發的美。接下

來，祂又透過深化的友情讓人領

略當中的善。上帝是創造者，又

是揭示者。在友情的盛宴中，我

們不能忘記恩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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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黃國樑傳道

中國雙周
新時代的挑戰

一個新時代	 9月底及10

月初的兩周，是教會每年推動弟

兄姊妹關心中國的日子。近來由

於內地教會面對着大環境的情況

轉變，故此，也令香港教會增加

了關心及代禱的需要與迫切性。

今年中國雙周的主題為：「新時

代的挑戰」，正是帶出我們在這

時代中，所面對的壓力及挑戰。

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社會迎來

了一個「新時代」，這新時代無

論在國力、經濟、政治各方面都

是過去從沒有出現過的。這也許

是幾代中國人所盼望的強大；但

同時也帶來前所未見的嚴峻考

驗。香港教會往後的角色如何？

怎樣繼續關心內地教會？怎樣面

對及克服共同的困難？這都是我

們接下來所要思想的。

為中國祈禱	 9月27日晚

上舉行的「中國雙周祈禱會」，

一群關心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出

席，會上除了一些代禱事項，更

邀請了內地不同省市的牧者，錄

音分享當地教會的代禱需要，雖

然他們不能親身到港分享，但透

過錄音也能讓弟兄姊妹更親切地

禱告記念他們的需要。

跟隨主腳踪	 10月7日主

日崇拜，邀請到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宋軍牧師證

道：「跟隨主的脚踪行」。宋牧

師選取彼前2:20-25，分享蒙召、

交託及擔當這三個層面的意義。

信徒若要跟隨神的心意生活，便

有可能因順服神而受苦；面對逼

迫臨到時，要能像主耶穌一樣，

以交託的心去面對並且順服神的

心意；而基督的受苦，為我們擔

當了罪的刑罰，則為我們帶來新

的生命。主耶穌的交託及擔當正

是我們學效的榜樣。

一切交託主	眾水詩班今

年選唱的詩歌「在祂沒有難成的

事」，剛好配合着講道的主題，

歌詞「……不論有多大有多難的

事，交託在上帝手裡，看！看

耶和華成就大事，祂說有就有，

祂命立就立……」，我們仍然深

信，世事會變遷，人心會轉變，

但耶和華坐着為王，把又大又難

的事交託祂，祂仍要向世人施展

奇妙的作為。

超越文化視野	10月7日

主日下午，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

幹事，盧龍光牧師主講題為「新

時代的挑戰：中國化？！」之專

題培靈講座。他提到中國正面對

西方國家在外交上、經濟上及意

識型態上的挑戰，故此，對國家

安全的考量不斷提升，在宗教範

疇上也不例外。盧牧師以羅馬書9

章1-6節，屬猶太人的使徒保羅怎

樣在外邦社群中，向外邦的信徒

講解福音的大能，勉勵不同年紀

的信徒在超越民族及文化的基督

福音的大能中，不但要認同自己

的中國人身份，更須擁有超越於

民族及文化的視野，來關心中

國及中國教會，在新時代中見

證福音。

眾水小涼亭 	 像往年一

樣，眾水小涼亭繼續提供美味的

雲南咖啡及普洱茶，以及義賣中

國各地包括廣東陽江、海南、重

慶等的特色產品及食品，增加弟

兄姊妹對內地不同地方的認識，

而義賣的收入也會撥入「與內地

教會交流獻金」，繼續支持內地

教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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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香港兩地
信徒合一事奉

早上集體
遊戲

興趣班

佳美腳踪
王淑芬、符盈捷

跨國携手	因著一個機構恆

常電郵通訊，便使我們一起參與

服事，讓我們眼界大開！

連續兩年，我們有機會與來自美

國的華人信徒，一起攜手合作！

因著神的愛，無分國界、語言或

文化的界限，無阻我們彼此的熱

誠。大多數團友由美國加州乘坐

十多小時飛機到港、再轉乘幾小

時飛機到國內，抵步後再轉乘接

駁車到達目的地；我倆則由香港

出發。

今年伙拍17位美國華人信徒，到

國內兒童之家主領近90人的中

小學生夏令營，跟孩子歡度了

一周！

恩情滿載•繞綣人心
服侍同胞	 起初導師人數

就只有9位，並全是親子家庭，未

計算我們，實際成人只有4位；

若以1大人對15孩子，比例實在

太懸殊，不其然心裡不斷地向神

呼求，需要更多愛孩子的導師加

入服事團隊啊！又因營地那裡四

周多是桑田，未見有社區康樂設

施，於是導師傾盡

自己所學得的知識

和興趣，使出「渾

身解數」為的是妥

善安排每天早午晚

的營會活動，真的

比上班還要搞動

腦汁！

恩典夠用	神的恩典夠用！

團隊最後有19人——6位少年人和

13位成人。移民海外的華人，第

二代的母語以英語為主。為了讓

同行子女更投入，團隊商議後，

決定由他們負責統籌一個活動，

家長只可協助而不可干預運作。

最後令大家都喜出望外，同行的

年輕人不但認真，還事前計劃周

詳，事後又作出檢討；作為背後

支援的成人，在適當的時候只從

旁稍加引導。

整個過程，神就在我們不經意

間，增加服事人數，在營地又下

雨降溫，全體投入盡力地幹，快

樂的一周便結束，除捨不得外，

亦有一份感動，叫我們思想著未

來服事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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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踪
周淑敏傳道資料提供

2018年8月24至29日我們17人（9

大8小），一起前往屏東排灣族原

住民教會，我們分成兩小隊帶青

少營會及兒童營會。

江家
山偉Jesse•
思敏Mandy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

奉耶和華。」（書24:15）這是我

倆進入婚姻時所領受的經文，是

我們建立家庭的立志。好幾年初

婚的周年紀念，我們都是與母會

的親子短宣隊一起慶祝。我們一

直憧憬孩子長大，自己一家人一

起短宣的美麗圖畫。三年前我

們衝出香港去了中山，今年去

台灣。

我們思考當天的立志，約書亞為

何說這句話呢？以色列民雖然知

道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並照

祂的應許幫助他們得勝迦南人，

雖蒙如此福分，但他們的心仍不

專一。約書亞彷彿在說：「你們

做你自己選擇討自己喜歡的事，

至於我們一家，就選擇堅定事奉

耶和華。」

「至於我和我家」提醒：－

「家」就是一隊人，我們幾個家

庭，在台灣短宣中，不單成年人

在努力服事，而是孩子們成為我

們最好的拍擋。我們各家都經

歷了不分大小彼此「互補不足」

的美好經歷。無論是在探訪或是

在聚會裡，孩子們帶動了單純全

人動感的敬拜，也在電腦使用及

分派物資的小助手。一家人服事

是最佳的，大兒子君白在出發前

幫忙製作投影片，並為獻詩作司

琴努力的練習，擔當了團隊中很

重要的角色。在帶遊戲和問答比

賽中，小兒子君皓充當了主持，

使活動能順利在歡樂聲中進行。

在困難中我們互相代求、彼此鼓

勵，學習不比較和不計較，學習

一家人團隊的服侍真美。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進深

提醒：－

我們「江家」是一隊屬神的隊

伍，從第16至28節可見，以色列

民沒有悔改的行動，沒有燒掉偶

像，污穢的犯罪生活仍然存在，

所以約書亞說他們不能事奉神，

因為神是聖潔的。這一點讓我們

反思到不是去了短宣就實踐了家

庭的立志。

我們需要窮一生去追求與世界不

同，追求並順服跟神，建造一個

有屬神生命力的家庭，抗衡世

界，分別為聖。

作為屬靈父母的我們，在生活的

時間表及安排上是否能反映我們

確實的追求﹖

我們是否以主看為好的去安排家

庭的計劃﹖我們是否優先在家庭

中敬拜主和守安息日﹖我們是否

……﹖江家要成為一隊屬神的隊

伍是我們心所渴慕的。

江家
君白David
我很開心可以在短宣中服事耶

穌，服事主一點也不難，神會使

用我們，也會幫助對方接受我們

的服事，跟小朋友一起玩這個經

歷很好。

親愛的天父，我們一家定意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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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踪
周淑敏傳道資料提供

活中實踐事奉耶和華，求主幫助我

們在祢的真光中，悔悟家庭中有否

沾染世俗的追求，及時被主修正潔

淨成為合用的器皿，好叫我們所獻

上的是蒙悅納的馨香之祭。奉主耶

穌得勝名字祈求，阿們！

謝家
立生Ernest•佩雲
Suki
感謝神！我們一家參加了教會的台

灣屏東短宣服侍交流，這是全家第

一次參加的短宣，我們的心情是戰

兢的。

那時當地的天氣是十分不穩定，下

著非常大雨，感恩的正是這些大

雨，使我們在沒有空調的教會地下

大堂服侍，都感到較為涼快；雖然

我們用「有限」的國語去表達，但

弟兄姊妹卻十分包容，令我們十分

感動。

當地的資源十分缺乏，牧養的傳道

人不多，但見到弟兄姊妹愛主和服

侍的心，教我們感到慚愧。例如他

們會收養一些孤兒或暫時家庭有

問題的小朋友，不但照顧，更帶

他們返教會認識神。在他們的

生命中真的見到主耶穌服侍人

的樣式。

我們起初只本着跟孩子一起服侍

神，沒想到最後全家經歷及體驗

神的眷顧更多。短宣前的個多

月，我們已經籌備各樣事情，由

輕鬆愉快的家庭崇拜作開始（感

謝江師母的材料預備）跟孩子們

一起構思敬拜、遊戲及課程內

容，體驗到彼此恩賜服侍、互相

配搭，當中編成一幅又一幅美

麗的圖畫，更經歷神的保守及

保護。

小恩希及小敬謙說，能夠跟爸爸

媽媽、其他Uncle	 &	 Auntie和

小朋友一起服事天父，真的很

開心！

感謝主，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

主，阿們！

朱家
朱太太IRIS
天父的美意，祂的安排都是最

好、最美的，勝過人的預備和人

的計劃。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

第一天的下午到達屏東教會，當

地排灣族原住民的婦女組為我們

預備晚餐。在兒童營會中，我們

跟小孩子分享聖經教導。

年約50多歲的陳長老，是一名寡

婦。她在去年十月的一次教會佈

道會中，立志要更渴慕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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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兩年內完成整本新舊約聖經

的手抄工作。這讓我想起「唯喜

愛耶和華的律法，畫夜思想，這

人便為有福。」（詩1:2）

陳長老沒有因為丈夫的去世而自

暴自棄，她除了供養自己兩個在

城市唸書工作，周末才回來的兒

女，還接待了生於離異家庭的兩

位小妹妹，也帶她們參加兒童營

會。耶穌說：「讓小孩到我這裏

來。」在這個家中，感受到充滿

了祂的愛。

在出發之先，我和組員Connie	

為兒童營會預備一個小手工，我

們選擇了聖靈所結的九個果子的

手工。希望邀請小孩子印指紋來

表達願意靠主結出聖靈的果子，

增加小孩子的投入感。

幾天的晚上我跟陳長老聊天，聽

她說寄養的小姊姊不單缺乏父母

的愛，且患有遺傳性的白內障，

雖然她已動了手術，右眼的視力

郤未能回復正常。她右眼中還留

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白色點手術痕

跡。在營會完成聖靈果子手工的一

個晚上，跟小姊姊閒談，她好奇的

問道：「為甚麼你們沒有人問我這

個？」她手指着自己的右眼。

我跟她說：「如果別人認為你跟他

們不同，這是他們的問題。因為你

我也是神獨特的創造！不論是人的

身體如指紋或是眼睛，也是天父的

奇妙獨特的創造。」

我指着自己的左眼，她看了許久叫

了起來：「亞姨，你也有。」她鬆

了一口氣的說道：「是一點在眼白

內，灰色的一小點！」在我的左眼

眼白內，有一小灰點，它沒有影响

我的視力，也不知道它有何用。但

在這個晚上，神卻用來釋放怡珍心

中的不安。她看到我的眼睛有類似

她自己眼中的小點時彷彿好像再不

感到自卑了！

朱家
Skylar Chu
6月的時候，媽媽問我要不要跟她

到台灣交流，我爽快答應了。這次

是我第一次去短宣交流，到屏東教

會時，心情十分緊張。我覺得我

這次做PowerPoint做得不太好，

普通話也說得不準確，希望下次

可以學好普通話，與屏東的朋友

溝通得好些。

親愛的天父，求你讓我們的眼睛

看見祢要我們看見的、讓我們的

耳朵聽見祢要我們聽見的、讓我

們的手做祢要我們做的工、讓我

們的腳行在祢的旨意當中，叫我

們謙卑，我們需然不配，但感謝

祢給我們在祢的工作上有份。願

祢得着榮耀。阿們！

鄺家
宏略Alfred•
詠詩Yvonne
出發前真的是擔心天氣，因為出

發一天前颱風正在台南形成；擔

心小朋友身體，因為同行有年紀

很少的小朋友;擔心言語不通，因

為我們的普通話太不流暢，但神

是信實的，颱風在那6天從未影

響我們，反而帶給我們較涼快的

氣溫，大小朋友一個也沒有病，

個個在主內滿有喜樂，我們的普

通話仍然普通，但聖靈教我們說

話，當地人也慢慢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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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我們幾個家庭同行一起有

事奉的機會，真是一個寶貴的

時刻。

今次短宣之旅我們一家四口，在

台南屏東縣一個小民族的教會，

向一班高中至大學的年輕人帶領

一個青少英語營。由於我們完全

沒有帶領青少年的經驗，所以由

預備到出發前都十分擔心。感恩

天父的帶領，在籌備中衪賜我們

額外的智慧去完成。

其實起初兩個孩子都不太投入協

助帶領營會，但經過不斷禱告，

感謝主！整個過程我們感受到神

與我們同在，並得著從主而來的

智慧及能力去完成！

感謝天父爸爸又提醒我們最重要

其實是要以「神的愛」與青年人

建立關係，傳揚主的愛！最後我

們都十分融入在青少年當中，而

小兒子更很不捨得他們呢！牧

師、傳道和我們一家又互相配

搭，好感受到「萬事都互相效

力，使愛神的人得益處。」

仇國儀
台灣屏東親子宣教團可說是教會

初小夏令營的縮影，在札瓦歌教

會舉行三天的宗教活動，分中學

和小學組進行，我和三個家庭(共

5大6小)負責小學組，每天的主題

分別是誠實、信心和謙卑的主耶

穌。教導孩子之餘，我從中省察

到自己對神和自己都稍欠信心，

需要有更多的學習和操練。

這次宣教體驗深深觸動我的要說

是家訪。牧師、執事帶領我們探

訪幾個家庭，其中或因為口奔

馳、或因照顧多名子女家人而忙

碌，停止聚會離棄神的；也有雖

然小女兒罹患癌症，父母仍堅強

靠主、愛主。經過三年的醫治，

與病魔搏鬥，女兒終告痊癒而感

恩。我們在各家庭同心合意誠心

禱告，求神憐憫祝福各家人。另

一受感動的是有兩個家庭，分別

領養三個孤兒，她們彰顯神的樣

式，無私的愛確是信徒的榜樣。

她們令我醒悟到：神豐富而又白

白賜給我，我亦要多施予，多為

主作工。因經上記著說：「這些

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

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了。」(太25:40)	

求神指引我們跟隨祂走十架路，

並學習作得人漁夫，領人歸主並

順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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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Ching
	 過去每當自己埋怨沒有基督徒

應有的樣式時，常被勸告不要這

樣，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等，但

從沒有讓自己真正明白其原由

呢。今次「死灰復燃」主日學裏

的兩節經文，讓我明白知道把自

己交付給誰(提後一12)，以及我

們的好行為乃是要表現出我們已

經得救，當中反映我們信的是否

正確(腓二13)。藉此給我更加體

會到從前讀過，華理克牧師在

「直奔標竿」裏的幾句有關屬靈

漸進過程，如何以「知識、透

視、確信、技巧和品格」五項因

素為標準來衡量，其中知識層面

的學習就是神的話，這不單是要

為檢視自己的生命狀況，更加的

是讓我們懂得「也要叫別人得

福。」

Christella
「神怎樣復興教會？」對我而

言，應是「神怎樣復興我們自

己！」

教會是由基督徒集結而成，要復

興便需由教會內所有的基督徒

開始。

這書帶來很多方法和提醒，但很

多是針對教會，而我郤把這些方

法套用在自己的「復興」上：

1.	與過去連結：令我回想信主至

今的歷程，由初信的熱情追隨

及至移民、回流，環境變遷，

實在沒有系統地裝備自己。

2.	悔改：應要悔改而不知。忙碌

終日，忙甚麼？我心要尊主

為大，以主為中心。如經上

說：「你們要休息，知道我是

神。」

3.	禱告：神在聽！經多年禱告，

爸爸終於在父親節那天受浸。

感謝神！我深信禱告的力量，

亦曉得神的安排是何等其妙！

4.	使命：「將福音傳至地極」有時

會對拒絕接受福音的對象心灰

意冷，甚至厭棄他們。但如陳

牧師講道提到，我們應憎恨令

他們不信、背後操控的撒但

才對！

「除卻神，我們不能作甚麼！」

願我們能跟從祂，學習而行！

「死灰復燃（復興）」
的主日學（二）

起來建造
陳俊儀傳道資料提供	18



Andrew
《死灰復燃》這書主要是給教會

牧者的訊息，但我們作為教會的

肢體可從這書更明白神給教會的

使命，從而可以更配合教牧的方

針和計劃。

這主日學形式是由大組學習、小

組討論以及網上群組分享、激

勵、鞭策、代禱……等組合而

成。這正正體現這書內容所提

及，有效的小組門徒訓練是垂直

式同時配合水平式。同伴同行，

互相學習及提醒，使我從這主日

學中所得著的更加全面和深入。

復興教會要從個人認罪、悔改、

自潔開始，如教牧帶頭的話，可

影響會眾一同悔改，回到聖潔的

生命當中。健康的教會就會自然

成長以至復興，返回基礎出發，

教會必須以基督為中心，福音為

導向，事工要以禱告為優先，以

禱告為氧氣來產生復興的火焰。

教會領袖除了言教、身教至為重

要，給人一個可效法的榜樣，他

們要憑著純潔的心帶領教會，而

不是要為得著別人的掌聲。領

袖應該分配事工給其他人一起

進行，從而可訓練培養下一批

領袖。

這書全方位地解釋了基督給我們

的大使命(太28:16-20)。

-	向上頌讚-崇拜，對神的服事

（太28:16-17），崇拜是必要的

基礎，必須用心靈和真理來敬

拜神。

-	向外接觸－傳福音，對世人的

服事（太28:19），要進入世界

傳福音。

-	向內擴展－接納，彼此服侍

（太28:19），在教會內培養彼

此的鼓勵、友誼和責任。

-	向下扎根－學習，對自己的服

事（太28:20）。

裝備自己以至能夠承擔聖工。

起來建造
陳俊儀傳道資料提供

Donald
在這主日學當中，讓我繼續可以

保持星期一至五早上起床後，第

一件事情就是去做靈修。

課堂上的得著有很多，包括：

（一）	學習到其他屬靈偉人復興

的故事，例如Salvation	

Army始創人William	Booth

的故事。

（二）	讀了尼希米及以斯拉記兩

書卷。

（三）	《死灰復燃》這本書提醒

了我復興是由自己做起。

（四）	門訓對教會復興有着很大

的重要性。

（五）	課堂也讓我有一個機會去

思想一下自己的復興故

事，以及分享過往我在這

方面的經歷。

19



文字事工委員會書籍介紹

在清真寺尋找，十字架下尋見
Seeking Allah • Finding Jesus......凌蘇嘉蘭

盼望•抵抗•盼望
Hope .Against . Hope......Jackie
主編：陳韋安

出版社：明風

出版年份：2018年

本書輯錄了「神學思路第二屆培靈研經大會」(2017)的講道，是八位

神學院講師的精彩分享。

最近數年，香港變了惡人當道，自由收窄，公義不能伸張；人們把自

己放得很大，輕看他人，世界變得很灰暗、敗壞、瘋狂。面對這個再

沒有平安的大環境，我們又可怎樣？

神學家們都承認在絕境當前，他們都是毫無辦法，大家都感到好無

力，但其實上帝已透過聖經中不同的年代和場景，顯明了祂的心意－

我們要在破碎、扭曲的世界中，堅拒成為邪惡的一份子，憑着信心和

耐性，禱告等候，也要保存心中的熱情……。這也就是末世盼望的源

頭吧？

沒有人能預知未來，但我們的主會與我們同行。

作者	:	Nabeel	Qureshi

出版社	:	Zondervan	中文版：究竟出版

出版日期	:	2016年

作者Nabeel	 Qureshi出生於美國，祖籍巴基斯坦，父母皆為虔誠穆

斯林信徒，他的外祖父更是穆斯林傳教士。在家庭濃厚宗教氣氛熏陶

下，Nabeel是一位根基扎實的穆斯林信徒。

他讀大學時，認識了一位基督徒同學。他們志趣相投，無所不談，對

信仰的討論尤為熱切。他亦因而展開了探討穆斯林和基督教經書及信

仰的歷程。起初，他對守護穆斯林信仰蠻有信心；及後在尋找論據作

辯證時，他越來越覺得基督教聖經和信仰的真實。當神回應他尋求啟

示的禱告時，他就全然順服，一心一意歸向基督。

Nabeel在書中述說了自己的背景、認識基督及承認衪為真神的歷程及

掙扎，其中含蓋了穆斯林文化、西方文化、聖經的研討、神的異像

等，是一篇很豐富的信主見證，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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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穎珊

慢讀馬可
Meeting God in Mark
作者：羅雲·威廉斯

譯者：陳恩明

出版：基督教文藝

出版年份：2018

每天讀一章福音書，不用一個月就可以讀完整卷廿八章馬太

福音了。馬可福音僅有十六章，只消半個月看完。羅雲·威

廉斯在《慢讀馬可》卻告訴我們，馬可福音篇幅雖短小，細

嚼有其獨特的份量，讓馬可福音的讀者更新與耶穌的關係。

《慢讀馬可》探討了福音的本源，就如聖旨或召書，正式宣

告「神的兒子，受膏的耶穌」駕臨，宣告神國即將來到。威

廉斯寫道：「這是一本講述政變的書卷。這世界有了新的主

人，往後定必截然不同。」

威廉斯繼續以此一針見血的方式，察究馬可福音中耶穌如何

強調保守祕密，行神蹟和教導對於門徒信心的考驗，比喻讓

門徒明白又不明白帶來的張力，以至馬可福音戛然而止的突

兀結束。

威廉斯指出馬可福音全卷佔三份之一的受難部份，呈現了一

個孤獨的耶穌。然而當大祭司問話，耶穌聲稱「我是」，表

露祂的身份，「上帝就在這名凡人之內，與這個無助、即將

慘死的人同在」，威廉斯形容「終身受難」的耶穌與受苦難

的人認同。

威廉斯通過《慢讀馬可》一書，提醒我們不要匆匆忙忙地看

這一卷篇幅最短的福音書，而是細嚼慢嚥，甚至一而再、再

而三重讀，在微妙福音中與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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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浸禮見證聚會於9月
30日（主日）下午3：00在
本會一樓禮堂舉行。有9
人受浸加入教會，由陳康
牧師施浸。

探索生命真義的「啟發課程」於9月14日至11月23日（逢周五）晚上7：00至9：45在9樓禮堂舉行，有70人報名參加。感恩在第四講有6位朋友決志，求主繼續使用聚會成為未信者的祝福。

中西區教會祝福社區派月餅行動，於9月16日（主日）下午2:00至4:30舉行，前往12間護老院探訪獨居

長者，有超過130位義工參與服侍。

祝福鄰舍「義務剪髮為長者」服務於9月22日（周六）上午9：30至11：30在本會地下停車場舉行。服務對象是長者街坊，並薄具茶點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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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中國雙周

由聯絡委員會主辦教會旅行 ─ 本地一天
遊於10月17日（周三）舉行。行程包括東涌炮
台、東涌原居民地道海鮮餐、大澳海岸生態等，
有112人報名參加。

 宋軍牧師在中國主日崇拜證道

 中國雙周祈禱會

 盧龍光牧師專題培靈講座

 眾水小涼亭

由文字事工委員會主辦讀書
分享會於10月21日（主日）下
午2：30至4：00在九樓禮堂舉
行，講員為王礽福傳道（宣道
出版社社長），分享讀書心得
及其著作《蔗民神學 ─ 平
凡門徒的信仰與實踐》，有22
人出席聚會，售出圖書77冊。

專題培靈講座：
「新時代的挑戰：
中國化?！」於 10
月 7日（主日）下
午2：30至4：00
在9樓禮堂舉行，
講員為盧龍光牧
師。

中國主日於10月6日周六崇拜及
10月7日（主日）早、中、午堂崇拜舉
行，講員為宋軍牧師。

眾水小涼亭於9月29日（周六）下午5：30至
7：30及9月30日（主日）上午9：00至下午1：00
設於交誼坊，以售賣中國特色飲品及食品。
全數撥入與內地教會交流備用金。

祈禱會於9月27日（周四）晚上7：30至9：00在9樓舉行，
內容包括為中國內地、各地社會及教會的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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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花瓶是女傳道會100
周年送給教會做紀念的

馨風編輯委員會	 顧 問：	楊柏滿牧師、鄒潔開會佐、李錦洪會佐、馮加曄會佐

	 總編輯：	黃少蘭						副總編輯：黃志宇

	 編 輯：	楊麗賢、羅穎珊、關美玲、黃立星

香港浸信教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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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2019年度義工選舉已於11月6
日順利完成，共有1,014人投票，
選出各部、委員會的義工。

香港浸信教會女傳道會100周年感恩崇拜於11月25日（主
日）下午在本會一樓禮堂舉行，由劉少康牧師證道。  晚上於
金鐘名都酒樓有聚餐，並邀全港各浸信會女傳道會代表出
席。

服務中心30周年慶典，於10月27日（周六）晚上
在上環北園酒家舉行感恩聚餐。

青年讀經營於10月20日上午9：30至10月21日下午
2：00在薄扶林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營舉行。
主題：「究竟大衛係咩人」，講員為文見歡博士，有
90人報名參加。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