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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感恩15年
數算上帝恩

這期《馨風》邀請我分享在教會事奉的

經歷，我覺得正是一個合適時間數算上帝的恩典。自從在
1998年回港，2003年在芝加哥柳樹溪教會領受呼召，不經
不覺在「堅浸」全時間事奉已經15年，其中7年當主任牧
師。雖然時間不算長，但卻不斷經歷上帝的恩典。首先就
是上帝給我清晰的呼召，讓我能夠放下多年銀行的工作，
憑信心踏上全時間事奉之路。祂呼召我的經文是「又要以
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詩37:4）
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祇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
（羅12:1-2）每次分享這個呼召的時候，心
中充滿感恩，因為清楚知道行在上帝預備的事奉道路上是
最平安的。縱然事奉歷程中有很多困難和挑戰，但上帝因

牧者蜜語
楊柏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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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領受「聆聽溝通，

團隊；輔導服務的開始；服務中

同禱同行」，回歸

心在社區擴闊了服侍的範圍和對

主的話語，靠著主

象；主日學班在恩典樓的使用等

的恩典前行。

等；心中實在有無盡感恩。這一

銳意塑造•傳
揚基督 我沒有帶

切都不是在購買恩典樓的時候能

領教會的經驗，但從上帝

按著恩賜委身事奉，讓上帝的福

領受的異象是銳意塑造傳揚
基督，跟隨基督，和更像基督的

夠想像得到，全是上帝的帶領，
感動一班弟兄姊妹在不同範疇裡
音和愛觸摸更多有需要的人。

著祂的

門徒，從而邁向實踐大使命。感

生命轉化•更像耶穌 雖

憐憫和信實拖帶著我經過。

謝主，我帶領的第一個門徒塑造

然15年的全時間事奉不是一條完

接棒主任牧師

小組，當中有組員領受了異象，

全平坦順利的道路，但在歡笑和

其中一位弟兄更成為教會的傳道

淚水中卻十分有價值，因為上帝

人，盡心盡力去銳意塑造門徒。

藉著不同的人和不同處境來陶

在整個團隊中不是每個都委身於

造我的生命。我學習怎樣謙卑事

這個異象，但因著上帝的恩典，

奉；遇見困難時怎樣倚靠神；在

有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與我同心

軟弱中怎樣靠祂的能力剛強；在

同行，致力去塑造更多生命被耶

困境中怎樣從神得著出路等。最

穌轉化的門徒，努力把異象薪火

重要學習就是如何堅持跟隨神和

相傳。

單單討祂的喜悅。我懷著感恩的

在2010年

按立為牧師後，會佐會在2012年
邀請我接棒主任牧師的崗位。
當時我實在感到自己的不配，很
快便拒絕了，但他們請我和師母
繼續為這件事禱告。在禱告過程
中上帝再一次給我清晰的呼召，
祂用的經文是：「我的恩典夠你
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
在過程中剛巧在以色列，在客西
馬尼園默想耶穌的說話：「我父
啊！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離開
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祇
要照祢的意思。」（太26:39）
這句話感動了我。作為耶穌的門
徒，我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決
定，祇是跟隨主的帶領。聖靈以
上帝的話引導我，加上屬靈長者
的勉勵和環境的印證，我雖然是
軟弱的器皿，也願意順服踏上主
任牧師服侍之路，並且能夠在這7
年裡見證著上帝話語的信實。

恩典樓•多元文化的服
侍 另外一個全是恩典的經歷就

心說，這15年正是生命轉化的門
徒歷程，讓我的生命成長了。我
盼望弟兄姊妹的生命也能夠被

是在購買堅道97號恩典樓時教會

主轉化，更像耶穌。願主賜福

合一的美麗圖畫。無論是兩次投

大家！

票得到百份之90支持；或弟兄姊
妹盡力奉獻讓教會在不足六個月
時間內籌得足夠資金；或在嘉年
華會弟兄姊妹以創意和恩賜
服侍的合一景象；都令我
清楚地看見上帝的恩
典。「堅浸」購買恩
典樓是上帝給教會的
異象，當然不是為教
會添多一個物業，

期間經歷了兩次大型社會活動，

而是為了上帝國度的

衝擊著「堅浸」和香港教會，也

拓展。所以當我看見

對弟兄姊妹屬靈生命帶來很大的

英語崇拜和普通話崇拜

挑戰。在社會運動中如何牧養是

的設立，上帝從北京和

我不懂得的，但藉著禱告上帝讓

荷蘭呼召多元文化教牧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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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何紫薇

讀書分享會後記

溫馨的聚會

當香港仍瀰漫着緊張的社會

這個身份，畢竟他信主的日子實在太短暫了。自我

氣氛之際，2019年9月29日（主日）下午舉行了一場

決心透過讀經和祈禱尋求神給我的召命，主就不斷

溫馨的聚會。我父親離世已經28年了，上帝仍把我

給我開路引領，由我發掘到20多年前藏在報紙專欄

和父親跨時空地連結起來，讓我有機會在教會分享

內父親分享信仰的文章，到整理出版父親遺作《我

爸爸的生命故事，主再一次透過父親去激勵我。當

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至今次我獲李錦洪會佐邀

日的參加者除了有何紫的讀者和朋友外，還有專誠

請主講讀書會，分享爸爸的作品，宣講他信主的經

來支持我的教會弟兄姊妹，大家無懼回家路上可能

過，無一不是主巧妙的安排！

出現的突發情況，會上超過100人留到最後結束，真

生命的轉化

的令我感恩又感動。

上主的安排

分享會上，我簡述了父親的

生平事蹟，爸爸自我栽培，擺脫貧窮，奮鬥一生，
一直以來，許多人認識何

成長中經歷過許多磨練，他多部作品均展現出堅韌

紫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他寫的兒童小說和自傳故

的生命力和真摰的人文關懷，這些情操，在未信主

事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但沒多人留意他是基督徒

前的何紫身上也可找到；然而，他患病信主後，把
一切交託上帝，釋放自己，那份得救的信心、永生
的盼望，顯然是依靠主而來的，還有他臨終前深切
自省，承認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深深悔改，那絕
對是主耶穌轉化人生命的大能！

靈命的復興

聚會最後，我分享自己近

年靈命復興的見證，在我事業低潮時，神透過聖經
教訓督責我，引領我走一條新路。曾經我為自己爸
爸是大作家而感到壓力，做過出版業的逃兵，今天
神擴闊了我的視野，帶我進入新境界，我深深感受
到天父和我爸是多麼的愛我，我甘願藉爸爸的影響
力，接觸更多福音對象，靠着主把人完完全全帶到
耶穌基督那裡去。

分享篇
袁應根

人生的轉捩點

5

由小學到

時感到教牧同工的體貼

話語，分享心得好

中學，我讀的是佛教學校，40歲

和關懷，但恰巧我的岳

讓我們養成良好的

前並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父和母親都不幸跌倒，

靈修習慣。這些對

岳父要留院兩個多月；

我這個不擅寫作、

小女兒又將分娩，需要

分享和祈禱，再要

2002年一天，我經過香港浸信教
會，參加了第一次主日崇拜，剛
巧是劉少康牧師講道，深被神的
道理吸引，往後參與教會主日崇
拜半年。2003年和太太參加了啟
發課程並決志信主。在2005年聖

父母支援和照顧；大女兒又剛搬

每天固定的時間達到這靈修目標

近我們，小孫兒整天嚷著和外公

的人來說，又是另一項巨大的挑

玩；公司重組，人才留失工作倍

戰。

增；還有應付教會以外的神學課

靈 裡 復興

程！第一個意念就是不想參加。

誕節和太太一起受浸加入教會。

迷失的羔羊

6:20起牀靈修，現今已養成良好

踏出第一步
初信主時，渴

慕和追求神的心十分熾熱，各類
型的教會活動都積極地參加。隨
著日子的過去，工作上的壓力和
生活上的重擔，還有許多世界的
物質我都未能放手，渴慕神的心
慢慢冷卻。然而神必有預備，並
沒有放棄我這迷失的羔羊。

屬靈門徒課程

我在每天早上

感謝主，在聖

的習慣了，與神建立了親密的關

靈的提醒和引導下使我明白屬靈

係，渴慕神的話語和嚮往神的教

門徒訓練的意義，神是信實的，

導。復興的靈火重新熾熱起來，

不會給你超過你所能承受的。讀

事奉神的力量被激勵，對人生下

完第一、二課再細心思考，感到

半場怎樣服侍神、實踐真理、活

沒有想像中困難，而且文中提供

像基督也有新的盼望和憧憬！

了對作主門徒不同角度的思考和

建立在盤石上

分析，很值得學習，只要調整在
時間上的優先是可行的。

新一期的

屬靈門徒操練已在9月開始，小
組又有另一波門徒生命的陶造。

大概半年

前神派遣祂的天使Thomas和Anita
夫婦來探訪我們小組，介紹屬靈
門徒初級版的課程，希望藉此可
以堅固我們的信仰，陶造我們作
主門徒的信心；用小組團契的時
間來研習，約6個月完成課程。當

屬靈操練

為配合門徒訓練，

天父再次加添我們的力量，讓我

堅固我們聖經的基礎，Thomas還

們的基礎建立在磐石上，追求聖

特地開設了一個whatspp聖經閱讀

潔，活出真道愛神愛人。「我們

分享群組，帶領我們研讀聖經，

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由馬太福音開始每天只是靈修一

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小段，慢慢的讀，仔細思想神的

人。」（羅8:28）願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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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蘇嘉蘭

南京
之旅

其中一個中韓裔的學生說他的家

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

人在韓國，但打算畢業後回吉林

條不給中國。

老家侍奉。

不！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基督！

戴德生紀念館

翌日我

們來到鎮江丹徒區的宣德堂。佔
地20畝的基督教宣德堂在2014年
建成，可以容納2千多人聚會。
我們此行的重點是在該堂內的戴

我們能為這寶貴的救主作足夠的
犧牲嗎？』
戴德生紀念館有他的平生及中國
教會發展史的展覽。

在一次基甸團的聚會中，劉少康

德生紀念館。戴德生及其元配瑪

牧師提及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

利亞的墓碑皆安放在宣德堂鐘樓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
公司 同日的下午我們造訪了

生及其夫人的陵墓已被尋回，並

的地庫，一塊是瑪利亞於1870年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它於

安放在鎮江宣德堂內的戴德生紀

逝世後所立的、一塊是戴德生在

1988年成立，是由愛德基金會和

念館。約20多位弟兄姊妹於6月

1905年離世後立的、另一塊則是

聯合聖經公會合資組建的，是中

下旬在劉牧師帶領下到了南京

戴德生後人為他夫婦合葬而立的

國唯一合法的《聖經》印刷企

探訪。

中文墓碑。戴德生的墓碑於1988

業。它除了為中國教會提供《聖

金陵協和神學院

年在鎮江博物館被發現，瑪利亞

經》外，還為110多個國家和地

的墓碑於2011年被一台灣商人在

區的語文印刷《聖經》。南京愛

楊州一間古董店發現，把它買下

德印刷有限公司積極參與社會公

並與戴家聯絡及作捐贈。戴德生

益活動，他們僱用聾啞人士製作

夫婦合葬的陵墓也於2013年鎮江

《聖經》。

位

於南京江寧大學城的金陵協和神
學院於1952年創立，是由12所神
學院和聖經學院組合而成，於
2009年遷入現時校址。它是唯一
全國招生的神學院，提供學士、
碩士、博士及函授神學課程。本
學年有學生四百多人，下學年會
上升至五百。我們遇上了一羣即

市進行開發時被尋回。戴德生夫
婦墓碑後面有一塊牌扁，刻上他

聖訓堂

委身中國傳教的名句：『我若有

南京最大的基督教堂，總建築面

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積1.3萬平方米。主會堂可容納5

將畢業的神學生在排練畢業表演
的戲劇，他們來自中國各地方，
金陵協和神學院

於2013年建成，是

千多人。它是由18盞垂下的吊燈
戴德生後人為他夫
婦兩人合葬而立的
中文墓碑

金陵協和神學院陳逸魯牧師
接待我們

做成一個圓形，代表著上帝的真
光普照眾生。聖訓堂設有英語崇
拜，方便在南京居住的外籍基督
徒聚會，亦提供場地予國際交流
及培訓活動。

求神帶領中國教會
我們此行的收穫非常豐富，對早
年來華宣教士戴德生的生平事蹟
及神對他無比的恩典有所認識、
看到現代設計獨特的基督教堂、
遇上年輕及樂意在中國侍奉的神
學生、更了解到中國現在印刷
100多種語言的《聖經》並出口
鎮江宣德堂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至100多個國家。祈求神繼續帶
聖訓堂外

領中國教會！

分享篇
羅穎珊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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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日信息

禱告•交流•再禱告

祈禱會

今年中國主日以「回歸上主心」

我們定睛仰望的對象，緊緊跟隨

地教會崇拜中她心中有疑問，卻

為主題，首個聚會是10月10日的

祂。今次詩班沒有統一顏色的制

並不知道關鍵所在，然而今次講

祈禱會，為中國內地、各地社會

服，各詩班員穿上不同顏色的有

座解答了她，因講員的分享內容

及教會需要代禱。

領襯衫，雖不劃一卻給人統一的

印證了她的出隊經驗。她感到自

感覺。

己像海綿，要更多吸收有關內地

馨香的祭

祈禱會上，與

教會的各項知識。又有會友表示

內地交流事工統籌小組主席何妙

張增華姊妹說，獻唱後，小組組

玲會佐感受最深的片段是，詩歌

員及普通話崇拜都問及穿彩色制

敬拜後有共融祈禱時段，邀請會

服的原因。「眾水之聲的制服有

眾按感動大聲領禱，弟兄姊妹主

黃、黑、紅、白、綠五種顏色，

動地一個接一個領禱，將心歸向

是取自我們出隊常用的『五色佈

上主，以禱告為馨香的祭，將我

道法』，今次再加上多種顏色，

禱告交託

們的讚美、認罪、感謝、代求逐

表達團隊不同之中有合一。」今

至20日在交誼坊設有眾水小涼

一向上主呈獻。弟兄姊妹中有眾

年的服裝安排有很多人讚好，是

亭，供應熱茶、咖啡和小食，讓

水之聲的水員，有的是經常出席

編排了站立的位置後，詩班員隨

關心內地教會的弟兄姊妹交流及

祈禱會的禱告勇士等等，同心同

意選擇這幾種顏色，最後的組合

代禱。在小涼亭弟兄姊妹可以在

禱，為中國內地各項需要呼求上

竟甚美觀，我們看見主的恩典。

代禱卡寫上禱文，傾心吐意，為

主，求神掌管。

印證經驗

我們所關心的同胞懇切向上主祈

惟仰望主

於10月20日

於10月12日周

下午的中國主日專題講座上，香

六崇拜及10月13日早、中、午堂

港聖樂促進會總幹事李芝玲博士

崇拜，由建道神學院院長蔡少琪

的分享題目是「我的幫助從何而

牧師擔任講員。眾水之聲詩班由

來」，談到內地教會的崇拜學和

陳容幸璣師母指揮，於奉獻時段

聖樂需要很大。周樂詩姊妹聽後

獻唱＜認定祢＞，立志以上主為

豁然開朗，過往出隊，有時在內

想在講座中聽到更多內地教會的
最新狀況，可見本會弟兄姊妹都
關心同連於葡萄樹的內地弟兄
姊妹。
於10月19日

求。回歸上主心，以禱告開始，
以禱告交託。願我們持續不斷地
禱告，以上主的心愛每一個中國
人，按上主的心意向莊稼的主求
祂的供應和差遣，讓每一個中國
人得聞福音，回歸到上主的愛、
憐憫和恩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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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開基委員會

2019 中秋祝福行動
——家庭齊心參與探訪護老院

孩子的單純和用
心
馬張芷青•曉兒•睎兒
透過親子五色福音及護老院探訪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

始先由三位媽媽的孩子們帶領與

和小朋友一起服侍，令我對傳福

奉耶和華」(書24:15下)

五色佈道相關的熱身遊戲，令參

音有新的體驗。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
侍，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4:10)

加的家庭投入參與，再有敏芝為
小孩子們都能傳講福音，而花了
不少心思的「簡易五色福音」課
堂，最後有青青教導我們做五

今年9月1日，家庭事工以幫助家

色毛毛蟲手工，簡單而豐富的

庭實踐福音使命為目標，配合教

學習，為我們下午的探訪作好

會佈道開基一直努力推展的社區

準備。

遍傳探訪護老院的活動，於同日
上午舉辦了簡易親子五色佈道的
訓練，一起學習，彼此造就。

簡易五色佈道
在簡易版親子五色佈道方面，這
個服侍團隊由敏芝、青青和我三

下午各家庭分散出隊，探訪不同
的護老院，看見各家長和小朋友
能一起學習、分工合作配搭服
侍，實踐福音使命，真的非常感
恩，願意我們各家庭都能成為神
使用的事奉團隊，以事奉耶和華
為樂。

過往對傳福音的體驗/認知，多是
以成人為對象。今次有機會讓孩
子們從製作五色毛毛蟲開始，學
習福音的重點，再體驗向長者傳
福音，不單自己先蒙祝福，還能
親自祝福別人，一家人也有更
多分享屬靈經歷的機會，實在
感恩。
從小孩子身上，我學習到那種單
純和用心。小孩子一出場，長者
們已很開心。見到他們充滿活力
的演出，長者們更是高興。小孩
子努力學習講福音，或是用天真
的笑容去關心老人家。看到女兒

個媽媽帶著孩子們一起服侍，實

肉緊的想婆婆們信主，我實在

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聚會開

又感動又慚愧。不要小看年幼
的，因為他們有著天父所喜悅

江山偉牧師與33位會
友帶給院友一個很快
樂的下午。

分享篇
江張思敏師母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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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純。
願天父的祝福，從我們每一家開
始，傳遍社區、傳到地極。奉主
名求，阿們！

婆婆願意信主
賴陳敏芝•賴偉業•君悅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教會教授簡
孩子為公公婆婆表演不遺餘力。

易版親子五色佈道，在預備的過
程中，讓我再次重溫這個佈道工

來能夠再參加。

具外，也再提醒我福音的大能、

樂！當切入信仰話題，老人家因

聖靈的工作，回顧當日的教學、

為小朋友努力嘗試去解釋，都

雖然有不足，感恩神仍然用我這

會耐心聆聽，這寶貴的經歷讓浩

全是神的恩典

渺小的人去服侍祂，希望學習這

仁明白原來有很多人未接受主耶

陳婉燕•Maylee Tang

個簡易佈道法也成為每個家庭一

穌，我們要遵從祂的命令向未信

感謝神！今次有機會和7歲女兒

個傳福音的開始。

的撒種。即使只有兩歲半的妹

Maylee 一起探訪西區一間護老院

妹，去完探訪都明白要關心老

暨長者日間護老中心，全是神

人，感謝神讓我們一家可以同心

的恩典和恩手帶領著我們參與

事奉祢！

事奉！

無論得時不得時

我不是第一次到訪護老院舍，但

到了下午我們一家就配合教會一
起到幸福護老院探訪，分組時我
和囡囡接觸到一個婆婆，在過程
中我們用這個五色佈道與婆婆分
享福音，最後看到婆婆願意接受
主耶穌為救主，實在讓我們歡喜
無比，讓我想起「報福音傳喜訊
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最後，願每一個家庭都繼續向身
邊的人去分享神的愛！

長者耐心聆聽
羅郁發•葉翠瑩•浩仁•樂怡
這是我們第一次一家人參加遍傳
探訪護老院活動。能夠與孩子並
肩一起服侍真是滿有感恩及喜

這個小組每次探訪這護
老院，都會為院友舉行
生日會，祝福他們身體
健康！靠主蒙福！

楊勇克•馬嘉烯•信謙
感謝教會鼓勵我們不要怕帶著小
孩參加，孩子雖然未夠三歲，但
在教會強大的支援下，做了兩份
手工毛毛蟲給護老院的公公婆
婆。能夠同心服侍是福氣。令
我們看到走出教堂一天已經可以
接觸幾十位老友記，他們都是還
未得到福音的好處；也給我們看
到：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
道，讓更多人認識耶穌。希望將

女兒第一次，她深深感受到神的
大能！十多位長者聚首一堂去敬
拜我們的天
父，縱使其
中有長者仍
未信主，但
他們仍然很
投入一起和
我們禱告、
唱聖詩、做
福音操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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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等，十分感恩！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
民。」（可16:15）

一同敬拜天父
Lily, Dick and Matthew

婆婆，小小禮物，不
成敬意，祝妳中秋節
快樂！身體健康！我
有空再來探訪大家。

在這次探訪護老院，和公公婆婆
一同唱詩歌敬拜天父，分派禮物
給他們，見到他們臉上掛着笑
容，心裡也感到快樂。

特別有意義
Daniel & Nancy's family
這是我們第二次探訪這間護老
院，在中秋前探訪特別有意義
啊！我們跟公公婆婆唱歌，玩遊
戲，有些公公婆婆很聰明，答對
了問題我們便送他一份禮物。
希望他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更多認識和感受到耶穌的愛！

伯伯已經決志信
主
Pearl & Henry's family

訊息。很高興這次能夠看到一些

在非常感恩。今年再一次與一班

熟悉的面孔，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長者相聚，當中最令我感動的，

有一位老伯伯，在上一次探訪時

是樂生傳道以一張皺了和跌過落

已表示有興趣認識耶穌，之後有

地下的五百元紙幣代表我們人

其他弟兄姊妹再探訪他時，那位

生。我們無論怎樣，都改變不了

伯伯已經決志信主。

我們在天父裡的價值，只要我們

這提醒了我們，有一些人只差一
步就能夠信主，認識耶穌。神就
是這樣使用我們讓人認識耶穌，
我們只需主動一點吧！

在天父裡的價值
Wasa & Kenneth's family

這次是我們一家人第二次到這間

感謝神第二年帶領我們到護老院

護老院探訪，跟他們玩遊戲，分

服侍，今年適逢中秋佳節，能夠

派禮物和聽樂生傳道跟他們分享

一家四口一起參與義工服務，實

他們表演的魔
術十分精彩，
公公婆婆看得
很開心！

願意，就可以歸向天父。感謝主
透過活動提醒我們主的愛。

有意義的活動
May and Charles’family
感恩我們一家可以第二次到這護
老院，在中秋節期間和公公婆婆
們一起敬拜、唱歌和玩遊戲特別
有意思，希望他們可以更多認識
及接受耶穌為他們的救主。

分享篇
Hele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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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大封塞！E 家點溝通？」
信息撮錄
錦洪會佐提醒我們檢示自己心中
的黑狗與野馬（前者的意思是鬱
結難解的悲憂，後者則說到不能
控制的狂飆），選擇溫柔，需要
勇氣和堅強。

智慧

雅各書3章13至18節清晰

分辨屬天的智慧和屬地的智慧，
錦洪會佐在這段時間特別推介

愛在眾聲喧嘩時

我們思想這卷「新約中的智慧

於

教會是愛的群體，但別讓愛阻礙

10月26日周六晚上，職場事工與

了溝通，錦洪會佐引述台灣作家

主日學部合辦「職場大封塞！E家

龍應台與兒子合著《親愛的安德

他邀請每個小組群體甚至是教會

點溝通？」，一個四代同堂、既

烈》「我知道他愛我，但是，

不同世代的弟兄姊妹，給每人三

有短講亦有互動的聚會，由李錦

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

分鐘的時間，多說自己的心情，

洪會佐主講，出席者逾80人。題

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

在這階段毋須回應別人的發言，

目語帶雙關，「E家」既是「現

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

願意的都說過後，可能意見和想

在」，又有「Evangelical home

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

法很不同，亦不用領禱，就由大

福音之家」的意思。此時此

必了。」他寄語我們因為愛，更

家用主禱文結束。聚會當日，會

刻，在教會內，信徒之間，該

要溝通，以聆聽、溫柔和智慧，

眾實踐了。

如何溝通？

了解親愛的家人。

重逢

聆聽

連結

錦洪會佐帶我們到阿

溝通始於聆聽。錦

根廷的都會大教堂，其正門浮雕

洪會佐搜集了好幾位管理大師

描繪約瑟饒恕兄長的舊約故事。

的觀點，他自己亦分享了對聆

經文是創世記45章1至5節，約瑟

聽的藝術提煉的獨門心得：用

經過巧妙的測試證實兄長已經有

心聆聽（Hear），鼓勵支持

轉變，然後他說「我的父親還在

（Engage），合宜發問（Ask），

嗎？」（第3節），讓兄長想起

友善回應（React）。

「我們同有一位父親」，一家人

溫柔

重新連結。

我們學習溫柔的最佳模

範是耶穌基督，祂的心柔和謙卑

錦洪會佐以「相逢一笑泯恩仇」

（參馬太福音11:29）。當馬大因

為題及五句七言讓會眾細味這場

忙碌而心裡煩亂，馬利亞坐在耶

景：「巧施部署證真情，重新連

穌腳前聆聽耶穌。溫柔是要發自

結的關係，解除敵意與恐懼，

內心，再延伸至雙眼、雙耳、雙

先釋自己再釋人，一切盡在父

手、雙腳、雙肩。

安排。」

書」。

親愛的讀者、會友，如

你有心聲，請在以下空間寫下，
聆聽自己的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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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tchfulness

我的儆醒 ( 冬）MW（winter）

—

How many times I ask for truth but never believe in it;
不斷地追問真理的內容，卻從不認真相信真理；

How many times I perfect my rhetoric on prayers but never put a
faith on it;
不斷地修飾禱文的措辭，卻沒有踐行信心禱告；

How many times I condemn sin but never confess my wicked
mind of sinful wish;
竭力地譴責罪性的禍害，卻不願面對己身的罪衍；

How many times I utter my love in God but never forgone the
altar of self-love;
使勁地宣講愛慕上帝的心跡，卻不肯捨離自戀和自愛的樊離；

How many times I count my steps toward pilgrimage but never
numerate the slides into inferno;
殫精竭慮地計算每步成聖之旅，卻鮮有數算跌蕩下滑的墮落之路；

How many times I pardon my God for transgressions but never
extend forgiveness to sinners;
盡心竭力地請求恩主寬大憐憫，卻沒有體諒他人的過犯；

How many times I avow my accompany with God but never
abandon to the comfort zone of self-delusion;
使勁地申說與主同行，卻一直身處虛幻的安舒區；

How many times I assure my acceptance to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but never admit the deeply rooted rejection on
otherness;
竭力地擁抱對鄰舍的關懷和接納，卻善忘於對人固有的排斥和拒絕；

How many times I need to be mindful of myself that a repentance
without action is barren.
還需要多少的事實說明，才明白沒有悔改的改變欠是無益、無效！

分享篇
黃志宇

記憶•禱告•治療
遇到兩本關於記憶治療與禱告的書，一本是
靈修大師盧雲的《記憶的治療者》，另一本
是丹尼斯和馬修修士的《記憶治療》兩本書
的名稱點題近於相同，但內容重點卻有異，
引起筆者的興趣。

因為祂認
識我們 多年
前米高安哲羅的
「聖母憐子」雕像
被重擊，震驚世
界，數位頂尖的藝
術家聚首意大利，
為要復修這件舉世
無雙的藝術傑作，
他們花了數個月的
時間，單單看著那
個雕像，欣賞雕像
散發出來的感動，感受馬利亞那份喪子之
痛，進入雕刻家的情懷。
上帝創造人，並賦予人遠超過聖母憐子像的
價值，丹尼斯和馬修指我們生活被扭曲時，
神恆常修補我們，祂不會倉卒，反而溫柔又
體貼，因為祂認識我們。

記憶

兩位作者引述他們治療的經驗，頭

們的記憶。
像以馬忤斯的門徒所流露的失望，能從基督
的眼睛看出寛恕，向祂表達受傷害的感受，
祂能聆聽我們的感受，能明白我們的需要，
祂能回應痛苦中的缺欠，以祂的話語和行動
進入那處境，撫慰那痛徹心扉的傷囗完成祂
的醫治。

禱告

盧雲用服侍者的心來表達，我們

把事奉與靈性、服侍和禱告分開，常說：
「太忙了，無法禱告；需要照料的人、事、
物太多了；⋯⋯禱
告是奢侈的，是有
空時⋯⋯才做的事
情。那些特別看重
禱告的人⋯⋯都不
是真正參與服侍的
人」，這樣會妨礙
服侍者的投入。
他指不是要熟練駕
馭某種工具或技
巧，而是擁有整全
的生命，成為使人
記念耶穌基督的活
生生的記號；這種

痛、不穩定的情緒、關係裡的糾纏等，常是

敬畏神，與神保持親密關係的態度，使我們

源於不愉快的記憶，導致很多的傷痛，此書

可以提供一條能讓人經驗上帝的管道。

正是針對這類的記憶。

醫治

同時，盧雲提醒我們，記憶會被扭曲、竄

靈性是顯於與上帝聯合的生活裡，就是我們

改，使人選擇性地理解事情，記憶可使人產

的禱告是與基督連結。所以，鄰舍的需要和

生情緒，但可以澄清、淨化、並聚焦，幫助

我們服侍的本質是相連的，讓上帝恢復人與

人遇上埋藏在其中的寶貝，記憶使人與人之

人，人與神破裂的關係。

間在靈裡彼此聯繫。

我們是上帝醫治人的記號，我們的

讀這兩本書，使筆者似與幾位志趣相投的朋

丹尼斯和馬修鼓勵我們把這些記憶向耶穌傾

友一同聊天，天南地北地分享記憶、治療和

訴，在耶穌跟前寬恕痛苦記憶中的人與事，

禱告，精彩又豐富，是個難得的經驗。

是要與主一同默想，直到明白祂怎樣看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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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提摩太團-大山

我們都是

以西結
認識以西結

提起以西結書，也許我

呼召作先知

耶和華的心意是幽默

們首先想到的是書卷中難以完全明白的異像，

的。以西結預備做祭司30年，此刻耶和華卻呼

還有以西結一連串近乎瘋子般的先知性行動。

召他成為一位先知，一個顛倒想像，卻依然緊

正正因為他所寫下的文字引人入勝，我們甚少

扣他自己身份的位置。從外在看來最無助、無

會從以西結作為先知，甚至作為一個人的角度

力的日子，耶和華呼召以西結向這群同樣國破

去理解他的信仰生命和掙扎。

家亡的以色列人宣告安慰、悔改和盼望的信

神加給力量

息。耶和華二千多年前邀請以西結不按自己的

以西結意思是「神加給

力量」。這個名字與他的身分十分相稱，因
為他是一位祭司；每當他在聖殿裡面事奉、獻
祭、代求的時候，猶太人就會被提醒自己的力

專業訓練成為先知，今天會否同樣邀請我們放
下自己固有的想法框架，去聆聽祂那看似不按
我們章法的計劃？

量是從神而來的，重新記得依靠耶和華的重

耶和華的應許

要。當以西結25歲的時候，他與部分以色列人

過去，耶和華在以西結末段再次讓以西結看見

一同被擄到巴比倫，離開聖殿，離開他一生預

異象（結40:2）。這次他看見聖殿，但當仔細

備服侍的地方。有學者提出（結1:1）的「在

留意聖殿的尺寸，所羅門聖殿，甚至幾百年後

30年」指的是他年紀。

大希律所擴建的聖殿都比這聖殿小，甚至不能

子民的身份

相比（詳情可以參考附圖）。當以西結依然身

被擄5年過去，如果他依

然在耶路撒冷中，應該就已經開始了自己祭
司生涯（民４:3，在會幕裡事奉的人30歲到50
歲）。一生的預備，並不是5年就能磨滅的。
他依然堅持記得被擄的那一天（結1:2），他

20年的先知生涯匆匆

在巴比倫，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已經被毀多
年，耶和華讓他看見的卻是如此宏偉的聖殿。
這是耶和華的應許，也定必成為以西結繼續緊
隨呼召的盼望。

並不願意放下自己作為耶和華立約子民的身

祂必定成就

份。但此刻身在異地，不甘心又可以怎樣？

真實的，但他所看見的異象卻展現另一種真

無奈中堅持

實。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或許是已經不能再回到

我們今天身處於香港，

又何嘗不是同樣體會著以西結的心情？當時局
環境變遷，甚至變得讓我們一生所理解，所
在乎的都迅速在我們眼前被摧毀時，我們又何
嘗不是在無奈中努力堅持自己的位置？某程度
上，其實我們都是以西結。

以西結所面對的環境是

以往習慣的日子和景況，但耶和華的應許依然
超越我們所渴求的一切。問題是我們又能否像
以西結般，看到耶和華給予的盼望，並且堅信
祂必定成就？

佳美腳踪
周淑敏傳道資料提供

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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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是莫大的福氣，但隨時都會

探訪海外同工分享

遇到屬靈的爭戰，我更深體會到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4 日劉少康牧師、周淑
敏傳道與兩位弟兄姊妹，一行 4 人到南亞探訪我們
的海外同工 Grace。

常重要的。盼望你能關心宣教工

認識宣教士•看
到世界的需要
郭施樂

同行和代禱對宣教士們來說是非
作，多去認識教會的宣教士，在
忙碌的生活中騰出空間去關心他
們和工場的需要。

我來說真的有點不情願。回程的
前一天我們與幾個當地青年一同
去爬山。到達山頂後，他們指著
一望無際的山脈說「我曾經帶著
一籃聖經從這山頭走路到那山頭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
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太
4:19）
「我在此，請差遣我。」
（賽6:8）

刻骨銘心的禱告 由於工場屬

⋯⋯」、「我曾經從市區走路到

創啟地區，出發前我們沒有太多

這兒帶領查經⋯⋯」在旁的我已

資訊，只知道有四天會在山區生

眼泛淚光。我只知道那一刻神讓

活，其餘行程一律不知道。我向

我見到眼前幾個忠心又良善的僕

天父謙卑卻又大膽的祈求「主

人，我們以吉普車代步都要花

我們活在香港這個大城市，隨手

啊，祢若願意，請祢讓我看見祢

上十多小時，不知他們要用上

可以找到中文聖經及不同譯本，

要我看見的；體會祢要我體會

多少天？

也可在網上找到很多靈修材料，

的。」沒想過，這成了整趟旅程
最刻骨銘心的禱告。

語言的第一代信徒 我們與幾
位來自不同語言族群的弟兄見

母語聖經的重要
葉景森

藉以親近神。這樣多的資源有時
會令我不懂珍惜，更不會明白
擁有母語聖經所帶來那份震撼

不一樣的感受 一向對工場的不

面。這一次神讓我體會祂是「昔

認識和母會差出工場的宣教士在

在、今在、永在」的神，這幾位

哪裏其實都不曉得。到埗後我們

弟兄正是他們的語言的第一代信

很感恩可以參與這次探訪，讓我

拜訪了當地不同事工的負責人，

徒。在香港相信沒有人未曾聽過

看到母語聖經對當地人在信仰上

從而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些背

「耶穌」。第一次見證著福音臨

追求上帝的重要，因為他們使用

景、歷史及事工上遇到的難處。

到一個民族、語言族群地方，原

母語聖經比外語聖經更能明白和

基於安全理由，宣教士所面對的

來是非常震撼的。弟兄們排除萬

感受到上帝。

難處往往對我而言都是很抽象

難把福音帶回自己的村落。在香

的，不容易體會。但當自己身

港，隨手就可拿起本地語言的聖

處當下，感受真的不一樣。在

經、在電話輕易就找到經文，我

政府極權或其他宗教排擠下作

們可有領會宣教士幾百年前如何

神的工，真的需要極大的支持

將福音帶到這片土地。工場有超

和禱告。

過120個語言族群，未曾聽過福音

忠心良善的僕人 在這片14

的人實在多不勝數。

的感覺。

另外，在到當地探訪前，我一直
都覺得要更多為宣教士禱告。可
是，因為自己對他們的認識少，
不知道怎樣為他們禱告。今次探
訪可以親身與宣教士一起生活幾
天，令我看到和明白他們的需要
與困難，知道如何為他們禱告。

關心與支持宣教士 這趟旅程
神讓我從了解宣教士的日常生活

我還聽到一位當地牧者在作神學

工，政治因素以外的挑戰則來自
地理和語言。我們乘了14小時吉

到認識不同的事工團隊，再到文

去買神學教科書，他便借同學的

普車到山區，逗留兩天後再花15

化體驗；讓我不單看見工場的需

書來抄了一份，用以溫習。他的

小時返回首都。一想到體能還未

要，更看見世界的需要。弟兄姊

見證讓我看到他為上帝的堅持與

恢復就要回程，對一向有背痛的

妹願意回應天父的呼召，到工場

信心。

萬7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神的

生時，因家貧而沒有足夠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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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留意到耶穌的孝順和祂說

這次短宣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

神離棄祂的原因。

們敬拜的心。在香港，我們很難
感受到像他們一樣對敬拜的那份

獲益良多

渴望和熱情。不論在台上帶領

史天朗

的，還是在台下參與的都同心高

這一次台灣短宣之旅，我們參加

聲敬拜主，渴望聖靈的同在。

祂為我安排的行程

了當地教會的祈禱會、聯合青年

黃穎萱

聚會、復活節祟拜。我在敬拜的

在這5天的台灣短宣，我經歷神很

時候學到了要專心，在當會眾的

多，祂除去我一切的擔憂為我安

時候同樣要投入。他們經常以拍

排適合的行程。

手跳舞來唱歌，也會很主動地開

這5天我們都在鶯歌迦南教會，這
裡的弟兄姊妹十分友善，視我們
為家人熱情款待。
鶯歌迦南教會的敬拜獨特，他們

聲禱告，這很值得我們學習。同
時，他們以自己成為基督徒而自
豪。我們要把台灣當地教會敬拜
態度帶回香港。這次台灣短宣之
旅確實令我獲益良多。

尊崇神，放下平日的工作，熱
情、充滿活力地大聲唱歌讚美

滿滿的恩典

神，他們盡情開聲祈禱，我也被

劉穎思

他們影響了。

5日4夜的短宣過程好充實，感受

李牧師在受苦節的講道有獨特的

到神的愛充滿了我。

感恩神又讓我看見祂在世界不同
地方的工作。在5天的行程中，神
預備有好的天氣，可以順利地進
行每天的活動。祂也賜下了滿滿
的恩典，保守我們各人的心懷意
念，感受到祂奇妙的愛。

神把我們拉近
楊敬溢
在這⼀次的台灣短宣，我能夠深
深體會到很多台灣⼈的⽣活⽂化
和當地基督徒的敬拜⽅式！在⽣
活⽂化⽅⾯，我能夠品嘗到台灣
地道的美食，還能夠感受到台灣
⼈對任何⼈都是很熱情的，正如

演繹。她說了很多生活例子，還

當地的弟兄姊妹都十分熱情，像

當地的牧師所說「只要我們活在

代入耶穌當時被人戲弄、釘十字

家人般照顧款待我們。每天也會

神裏⾯，不論我們認識與否，神

架的感受，還提我們要孝順父

帶領我們認識鶯歌這個小區，使

也會把我們的距離拉近！」從當

母。這是從我接觸基督教以來，

我們獲益良多。

地⼈的敬拜⽅式可看到，香港的

佳美腳踪
周淑敏傳道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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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是遠遠不及台灣！在唱歌的

經過今次短宣之後，我希望自己

望，讓自己能邁向基督徒應有的

時候，我真的能夠感受到台上台

可以好像台灣弟兄姊妹一樣全心

樣式。

下都充滿了聖靈的同在。我認為

全意投入敬拜歌頌神。

這些都是香港教會需要學習的！

一份生日禮物

基督的樣式

榮耀歸予神
李誌悅

任恩恩

今次的旅程雖然沒有很多服侍的

陳永進

去台灣之前我一直都有個疑惑：

機會，但上帝讓我們嘗試像宣教

經過今次台灣短宣之旅讓我看見

為甚麼在我認識的基督徒中，能

士到文化不同的地方適應，學習

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十分投入敬

展現出基督徒應有特質的是如此

與神同工，及看見上帝在各地有

拜，令我反思我們在Pillar的時

屈指可數呢？

其美好的作為。未必每一次的宣

候都十分安靜，不像他們熱烈地
歌頌神。例如在星期六我們參與
了當地聯合教會的青年聚會，聚
會中大家一起歌頌神，手舞足蹈
地歌唱，可以感受到聖靈的同
在。

台灣的基督徒和我所認識的基督
徒形成很大對比：從一開始他們
主動分享，到他們帶我們遊覽當
地，再到我得知旅程中的豐盛菜
餚都是他們無私奉獻的。旅程當
中我偶有抱怨，但卻忘記了他們

有一晚與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一

不求回報的付出。他們並不富裕

起吃飯，大家為其中一位弟兄慶

卻盡力讓我們豐富的度過旅程，

祝生日，我提議買一份生日禮物

如此慷慨令我自愧不如。在這次

給他。他在教會中是一位鼓手，

旅程中，我看到基督徒應有的表

我發現他的鼓棍已很殘舊甚至有

現，也看到「堅浸」的不足，但

點破爛，所以我們就決定買一對

我有信心能以這次的經歷作為盼

新的送給他。

教旅程都會有很多人信耶穌、很
多生命被改變、經歷很大的復
興，但每一次我們都可以經歷神
豐盛的恩典和衪最好的安排，看
似微小卻是貼心及時。從報名時
差點人數不足到交通安全暢順、
當地教會熱情接待服侍、團員們
身體平安、並大有感動和學習，
願榮耀都歸予神！盼望我們一行
人能實踐旅途所學，繼續成長，
投身神國的福音工作。

18

佳美腳踪
周淑敏傳道資料提供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晨光福音堂崇拜。它位於
一棟工業大廈內，面積不大但是給人專心敬拜
神的地方。晨光福音堂只有一名幹事，崇拜也
只有一人帶敬拜。會友用自己帶來的聖經。他
們人手不多卻仍舉辦不同的活動。我看見了上
帝在澳門的作為，也被白牧師遠道而來，為了
祝福澳門人的心志所感動。
我們參觀了馬禮遜的墓地。上帝透過馬禮遜的
生命見證觸摸我的心，也提醒了我應堅持及抱
有希望，將神放在首位並為主作工；我也希望
能參與在神的工作中，像一粒麥子，在將來結
出許多子粒來。
午飯後我們進行了街頭訪問的活動。我們與一

澳門文化學習體驗團的
見聞和感受
張琛悅
第一天我們參與了澳門遊踪這項活動。我到了
許多未曾到過的地方，吃了不同的美食。各人

位信奉觀音的婆婆聊天，了解了她拜觀音的原
因和她在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感謝神讓我說合
宜的話，希望聖靈能繼續在她的心裏作工。婆
婆雖然聽過耶穌，但是一些錯誤的資訊，這樣
我更希望能把真正的福音傳開去。

都為了獲取分數而努力做任務，培養了大家的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

團體精神也加深了對彼此的認識。大家都享受

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

了一個有趣的下午，而且這項活動也讓我們更

子粒來。」（約12:24）這句金句成為了我新

深入地了解澳門文化。

的提醒，希望將來能為天父做祂所喜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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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地方傳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兩日一

一個新方向
張歷恆
我從來沒有想過當宣教士，但參加過這次澳門
短宣後，我彷彿有了一個新目標。這次是6月
22-23日到澳門的宣教體驗，是個新的體驗和
啟發，使我感到非常充實。

夜的確不長，但卻讓我重新反思一直以來神對
我的呼召。

親切•溫暖
鄺在心
在第一天的澳門遊踪裏，我們不但認識到澳門
的歷史文化、民情和宗教發展，還有機會觀察

我們到澳門的第一天，進行了澳門遊踪。這是

當地具特色的建築物，沿途有許多教堂，無論

要在一段時間內去不同的景點去完成任務，而

是古舊的、嶄新的，都有著神的恩典。澳門人

這個新奇的參觀方式使我感到非常有趣，使我

很親切，當我們向一位先生問路，他在遠處見

有另一個可以接觸澳門不同景點的方法，更加

我們還不明白路線，便再走過來說多次。

深入當地的文化，令我有更深的感悟。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了晨光福音堂崇拜，牧師講
我們到訪了晨光福音堂，它位於在一棟非常殘

道前，一位會友為每一位弟兄姊妹逐一祈禱，

舊的工廈，卻充滿著生機，真像黑暗中的一線

十分溫暖。下午我們進行了街頭佈道，嘗試傳

曙光。他們敬拜時也非常專注，白翰牧師講道

福音，雖然我們沒有帶領任何人信主，但我與

非常幽默，且有深層的意義。教友們都非常努

組員的關係更好，也看見天父在澳門這小社區

力為教會和上帝作工。

裏奇妙的工作。

我們在白鴿巢公園進行了社區訪問，讓我更透
徹地認識澳門人的生活和宗教，而且幫助了我
促進社交技巧。最後，我們到訪了馬禮遜宣教
士的墓地。看著多位宣教士安息的地方，使我
深受感動。這些宣教因盡力把神的國和道帶
來中國，使更多人能受祝福，真值得我們敬
佩啊！
我期望未來再有更多短宣的機會。

重新反思神的宣召
周凱瑩
這次澳門短宣是我第一次參與的短宣體驗，在
這次交流的確獲益不少。當中讓我反思最多的
是參觀馬禮遜的墓地，他是第一名前往中國的
宣教士，獨自一人飄洋過海來到中國宣教，又
在當中面對很多失意的事情，但他依然沒有放
棄，為中國的基督教奠下根基。而另一名實在
令我佩服的是晨光福音堂的白牧師。他從美國
來到澳門宣教，學習廣東話，為的是讓澳門人
接觸基督教。這兩位宣教士令我們反思，我們
常常為了個人利益而不願意放棄身邊很少的事
物，而他們放棄自己舒適的生活來到一個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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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建造
陳俊儀傳道資料提供

顯的改善。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進步，以往就
是因為性急而經常說話「過了火」現在懂得保
持心境平靜，說話也會顧全別人的感受。願主
繼續教導、帶領。

陳俊儀傳道及四位助教在今年4至6月，在
主日學教導弟兄姊妹學習歸心祈禱，大家
採用了「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
行40天」課本去操練。以下是一些弟兄姊
妹的見證。在過去的兩年，共有125弟兄
姊妹參加了「歸心祈禱」主日學，不少參
加了這主日學的弟兄姊妹因操練歸心祈禱
而有很大的得著。有關今期的主日學，特
別的地方是楊師母親自帶領她的生命成長

重新得力
Stephenie
每天繁忙的生活，我像馬大一樣做個不停，這
更使我需要找時間安靜在主面前，像馬利亞一
樣放下一切，在祈禱中與主同在，享受祂的
愛、靜聽祂的聲音、明白祂的心意、使我身
心靈都得到安息，重新得力，多作主工！感謝
神，亦感謝各位過往幾個月與我同行，彼此支
持及鼓勵！

小組一同參加。這使我作為這生命成長小
組負責的教牧能有機會近距離牧養這小

主喜悅的

組的各成員，我為此向天父獻上特別的

Mini

感恩。

謝謝各位導師的悉心教導，很感恩有你們與我

生命有轉化

同行。歸心禱告班讓我明白做甚麼不是憑自己
的力量，而是要靠上帝每天帶領我們。求祢教

Yuk

我每天學習安靜聆聽祢的說話，再加以思考，

謝謝各位導師的教導。經過這三個月歸心祈禱

求祢加添我智慧，避開我以前曾犯的過錯。我

的操練，與神相處的時間多了，意外收獲是學

知道做馬利亞實在比起能幹的馬大有福得多，

會了安靜，我急躁的作風收斂了，耐性有著明

是祢喜悅的，感謝主！

起來建造
陳俊儀傳道資料提供

我的福份
Queenie
感謝神的安排和導師們的教導，讓我明白歸心
祈禱並不是一個虛無飄渺的題目，能夠實在地
學習感受神的臨在和祂的愛並聆聽祂，實是我
的福份，願我能堅持繼續操練，明白祂的旨

做放鬆的準備，及使用「禱語」幫助自己集中
在主裏，因為在操練安靜的過程中，就是安靜
五分鐘也不容易。我明白要改變自己由「我要
掌握」至「讓神掌握」這轉化過程是需要持
續的操練，實在的是我們要休息，要知道祂
是神。

意，更可將祂的愛帶到羣體去。

與神相遇

獲益良多

Anna Fung

Bonnie Chau
感謝神讓我能跟小組一起參加3個月的歸心禱
告課程，縱然是第2次參加，神讓我得著更
多，透過不同導師的分享，使我更掌握於主內
得平靜和以清心親近主。至於在課堂上導師帶
領操練歸心禱告，我感到效果更佳。這3個月
的課程對我意義重大，非常感謝神讓教會舉辦
此課程，讓弟兄姊妹獲益良多。

共融合一
Flora
我非常感謝Thomas讓我參與這期歸心祈禱主日
學，並給予我機會帶領部分課程。我十分感謝
他對我的信任和包容。除此之外，在過去的兩
個多月裡，我注意到大多數的組員都非常投入
和努力學習，雖然歸心祈禱確是易學難精；若
要明白和掌握箇中重點和過程，我們必需要擠
出時間來多讀經和多操練靈修。但組員讓我看
見無論他們在甚麼情況下都努力出席，並專注
投入。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那顆對上帝的愛、
帶領和建立共融合一的關係的渴慕之心是多麼
的強烈，令我很感動的。我深感謝主！多謝你
們給我這個機會與大家一起學習。

要知道祂是神
美蓮
在4月至6月的歸心祈禱主日學中，感謝主藉著
導師們的分享及指導，讓我知道在安靜前如何

在4月至6月的歸心祈禱主日學中，十分感謝
Thomas及各位導師熱心的事奉、分享和指導，
讓我和我丈夫學習歸心禱告，與主相遇實在
是很難得和寶貴的經驗，當中獲益良多，學
習過程中我感受到內心的平安和喜樂，使我更
清楚怎樣靈修，使靈命成長。感謝主！至於我
丈夫，他可以很快就放鬆，安靜進入歸心禱
告，還有多次「特殊」經驗。他試過感到大
大的喜樂；祈禱的時候，感到主的同在。感
謝主！

學習安息在祂懷裡
梁美珠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感謝主讓我們在這屬靈
操練上是同路人。求神保守我們在人生的旅途
上，學習安息在祂懷裡。這幾個月很享受與大
家一起學習歸心禱告，謝謝你們坦誠的分享和
鼓勵，謝謝Thomas安排有這課程，感恩。

是一個挑戰
Emily
很高興和有緣份認識你們，這是我第一次由外
國回港後參加歸心禱告。每晚要堅持20分鐘其
實不容易，對我來說能夠維持到十分鐘已是一
個挑戰。跟一位姊妹一起操練，互相鼓勵。期
盼未來若有「歸心2」開班的話，一定會再參
與！感謝Thomas每次都會讓大家發表意見，感
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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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址訊息
顯理中學校牧部資料提供

本校秉承基督教教育精神辦學，全力培育人才。
為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裝備學生應對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學校積極從不同方面推動 STEM 教育發展，培訓學生學習技能，發揮個人潛質，
強調全方位學習，積極貫徹全人教育。

全新建設 STEM 創客空間 Makerspace
配備3D打印機、360
相機、編程機械
人、航拍機。

充足空間進行
創科探究活動
通識教育科VR
（虛擬實境）
教學活動

電子教學BYOD

校本 STEM 活動

STEM DAY機械
人足球比賽
STEM DAY機械人足球比賽

基址訊息
顯理中學校牧部資料提供

STEM 實驗

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與本
校協作，教授同學利用
碳酸鈉製作高速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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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周非牛頓
流體實驗

飲管橋承重

彈射器

公開比賽

彈射器製作
比賽2017亞軍

航拍機競速
比賽2018亞軍

「八達通育苗展
才-建構智慧香港
2018」全港中小學
手機繪畫及手機
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教師培訓

友校交流

創科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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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窗集

申命記6:4-7

.....Mary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耶利米書12:5
......Elsa Poon

「有一段著名的經文，是
關於耶利米被那些反對他
的人擊倒，陷入自憐中，
就要向這種死亡屈服時的
光景。他準備放棄在神裡
面的獨特事業。就在此決
定性的時刻，他聽到了譴
責的聲音：『你若與步行
的人同跑，尚且覺累，怎
能與馬賽跑呢？你在平安
之地雖然安穩，在約但河
邊的叢林要怎樣行呢？』
（耶12：5）」
《與馬同跑》~尤金.彼得生
Run with the HORSES,
by Eugene Peterson

文字事工委員會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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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頭

一個歸家的故事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耳熟
能詳。這本由靈修大師及受歡迎
作家盧雲（Henri Nouwen）所寫
的書靈感來自十七世紀荷蘭著名
畫家林布蘭 （Rembrandt）以這
聖經故事為題材的畫作。
作者看完該畫後，大受感動，畫
中父子的輕柔擁抱表達了他當時
心中的渴望一落腳於長久的家。
兩年後他決定往多倫多服侍智障
人士群體的「黎明之家」全職工
作及生活，放棄多年來大學教授
的身份。
作者：盧雲
翻譯：徐成德
出版：校園書房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7

「浪子回頭」這幅名畫讓他反省
生命中不同的階段，他曾經是
「大兒子」，心中藏有嫉妒、怒

美滿人 間

人類渴望人生美滿、幸福、自

言下之意，根本我們每一個人都
有「大兒子」，「小兒子」的影
子，但不用沮喪，神的愛充滿憐
憫，盧雲因著這無邊的愛，受
到啟發服從神呼召，往服侍智
障群體。
這本書不單記載盧雲深刻的反
省，同時提醒我們父神的手時常
張開，接納任何一位轉向祂的
人。在神眼中，每個人都是獨
特、值得愛的。

...... 穎珊

由，希望隨心所欲，中國人追求
福、祿、壽，甚至奢求長生不
老，殊不知如願以償並不一定最
好。自從信耶穌後，農曆新年祝
福別人「心想事成」，總有意識
地改為「萬事勝意」，乃願延福
給別人，不按自己的心意，亦不
從對方的想望，而是神的心意成
就，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因為
「神的道高於我們的道，神的
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
55:8）
作者：白衣
出版／發行：美國中信出版社
代理：香港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年

氣、固執，不易察覺的自義。
至於「小兒子」，他說：「只要
我在不該找的地方尋找無條件的
愛，我就是浪子了。」

本書收錄二十篇短小精悍的文
章，作者白衣言簡意賅地讓讀者
反思人間所求，終究難以填補
心靈的空虛，恰如傳道書所言
「虛空的虛空」（傳1:2）。惟

有回轉歸向耶穌基督，才經歷到
從創天造地的神所應許的豐盛生
命，即使在困頓艱難中，仍得嘗
美善的主恩滿溢。亦能夠成為承
載福氣的容器，將上主的美滿帶
到人間。文章也述說世人想避開
危險和困厄，卻無處可逃，總會
遇上，然而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
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
不得着。」（約翰一書5:15）
《美滿人間》適合未信者及初信
者，探問信仰；信主多年的基督
徒看這本小書時，亦能回味上主
賜予的恩典。願更多人願意嘗嘗
主恩的滋味，在人間得享屬天的
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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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40日─為
神的城和其
中的同心祈
禱」於 8 月 4 日
開 始，第二 期
於 9月29日開始

同心為香港 祈
禱。求 主祝 福
香 港，賜下平
安！

青少年浸禮於8月18日（主日）在本會一樓禮堂
舉行，有6位弟兄姊妹受浸加入教會，由江山偉牧
師施浸。

中秋節關愛行動於9月1日（主日）下午在一樓禮堂集合後，前往探訪獨居長者及護老院。

啟發課程於9月20日至11月22日（逢周五）晚上在九樓禮堂舉行，有40人報名參加。

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由文字事工委員會主辦的讀書分享會，主題：「我的父親何紫」於9月29日（主日）下午在9樓禮堂舉行。講
員為何紫薇姊妹，主持及回應嘉賓為李錦洪會佐，分享書籍《我這樣面對癌病》。有101人出席聚會，該書
共售出132冊，另作者其他兒童書籍售出165冊。這是首次有兒童一起參與的讀書分享會，超過10位小朋友
跟隨家長來聚會。

浸禮見證聚會於9月22日（主日）下午3:00在本會一樓禮堂舉行。有30位弟兄姊妹受浸加入教會，8人
轉會，由陳康牧師施浸。

主日崇拜

專題講座

眾水小涼亭

2019年中國主日，主題「回歸上主心」
祈禱會於10月10日（周四）晚上在9樓禮堂舉行；中國主日崇拜10月12日（周六）及10月13日（主日）
舉行，講員為蔡少琪牧師，主題「讓人認識你是永生神的僕人」。
• 專題培靈講座於10月20日（主日）下午2時半至4時在UG禮堂舉行，講員為李芝玲博士。
• 眾水小涼亭於10月19日（周六）下午5時半至7時半及10月20日（主日）上午在交誼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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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馨風編輯

「職場大封
塞！E家點溝
通？」由職場
事工 與主日學
合辦於10月26日
（ 周六）晚 上
8:00至9:45在9
樓禮堂舉行。講
員為李錦洪會
佐，有80多人出
席聚會。

「歸音Café」——
教會接觸街坊的福音
平台，一班籌委於10月
27日及11月3日（主日）
上午9至1時在交誼坊
再次即場沖咖啡給會
友品嚐，介紹「福音
Café」異象。

教會2020年度義工選舉於11月2日（周六）、3日（主日）及5日（周二）舉行投票，選出2020年度各部、
委員會義工，今年有400名額網上投票。11月5日（周二）晚上在9樓數點投票結果，有961人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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