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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成 
 

在剛過去的四月裡，參加了４月６日仁濟醫院院

牧事工委員會之復活節「愛心行動」和４月９日本堂

出隊在葵涌邨開設街站「加油站」接觸居民。兩個活

動都在歡樂的氣氛下結束。我們站在前綫工作，與未得之民接觸，每次活動期

間都感到很感恩，並抱着感謝的心去參與，只因這一切是上帝給我去經歷；主

引領我的心對需要福音的人有負擔，就自然地參與宣教部工作了。人生總是面

對很多困難與逆境，但主必看顧我，教導我，以愛去回應主為我所預備的未得

之民。 

 

七月中旬，我將要參加海宣部的泰北短宣，求主賜我有受教的心，使我去

經歷這個旅程的時候，在簡樸與困難之中看見祢的榮光，為祢作美好的見證。

不願意常常把自己放在舒適區，因為我們需要活動，事奉，和接納上帝對我的

陶造，在整個過程中尋求衪的旨意。 

 

願大家也在日常生活裡，要好好與主親近，在工作，在休息，在活動裡，

也要不時想念主，明白衪的心思，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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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樂妍 

我信主前/洗禮前的生活 

在我洗禮前的生活，我知道主是活在我心裏的，曾經我也在無望，沮喪的

時候，感覺到祂會在我旁，亦在我感到富足的時候，明白到豐盛的人生並不是

必然，學習到感恩和盼望，才是實行着主教導我們的真道。到長大了，面對著

不同的誘惑，和被新鮮的事物吸引著，慢慢發覺自己淡忘了主對自己的呼召與

教導，在日常生活、行為上也不能好好的有一個回應。雖然我知道主沒有離棄

我，但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這也是重燃我和主之間的聯繫。 

 

我為什麼要信主／洗禮／堅信？ 

我洗禮的原因是我希望更加親近上帝，和推動自己去追求主的真道。自己

由小朋友的時候已經開始返教會，從小就學會要做一個好人；到長大了的時候

明白到要做個好人卻很難，信靠主並不是背誦聖經金句那麼簡單。我相信洗禮

是能讓我時常警惕，並過著一個基督徒應怎樣的生活，且活出主的真道，我知

道我在過去有很多方面也做得不好，我好希望洗禮後真的好好親近主，希望上

主也一直在光明的路上引導着我。 

 

我洗禮後的改變／承諾了什麼？ 

在洗禮後，我承諾會花多一點時間在靈修上，抽多點時間追求主的真理。

我知道自己對於聖經和上帝的話語上的認識還是很膚淺。洗禮後，在面對誘惑

和引誘時會學習在信仰上有堅定的信心。在學道班前認為一定要在所有方面做

很好才有資格洗禮，所以沒有很大的信心去實踐主的道，但在今次洗禮後我會

承諾更加注意自己的行為，亦會時常警惕自己好好實行主的真道，做個好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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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哲威 

我信主前/洗禮前的生活 

我在信主之前我一直都堅信科學，並且認為信仰、宗教只是一種心靈上的

寄託，是不存在的信仰。而我那時返教會一直都是為了玩樂，完全不是為了加

強我的信仰基礎。但當我返得愈久，我愈能夠感受到上帝對我的愛，上帝一直

在我身邊不斷地差派陳教師、葉教師等人來，向我傳達上帝的福音。 

  

我為什麼要信主/洗禮/堅信？ 

因為我為到自己信主前所做的一切都十分悔疚，感覺對不起主對我的愛，

我認為我有罪，是個罪人。所以決定洗禮，清洗自己的罪過，並將自己奉獻給

主，由上帝差派我去做祂所喜悅的事。  

 

我洗禮後的改變/承諾是什麼？ 

在洗禮後我承諾我會為上帝作好見證。個人方面，我立志每天靈修，聆聽

上帝的話語，從而鞏固自己的內心。在人際關係方面，我會做好一個基督徒的

榜樣，讓身邊的人都可以從我身上看見主的大能。 

 

吳漢章 

我信主前/洗禮前的生活 

頹廢的生活，放假日子只會留在家中打機，失去自信，認為自己一生只會

是個沒用的人，不會有任何成就，甚至想過放棄讀書。 

 

我為什麼要信主／洗禮／堅信？ 

經團契的導師、團友的鼓勵後，嘗試在生活的各部份都踏出第一步，開始

感受到人生除了打機以外還有很多樂趣，例如打鼓等等，雖然現在的我還是學

藝未精，還未能以這種技能服侍上帝，但我相信我能堅持學好打鼓。在此期間

亦嘗試其他事奉崗位，為教會出一分力。 

 

我堅信禮後的改變／承諾了什麼？ 

因為我想確立自己的信仰，以堅信禮來承認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並且在生

活中各方面實踐耶穌的道，同時宣揚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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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縣的夜景 

 

 

 

陳沁漢教師 

 

弟兄姊妹你們好！感謝麥籽集編委

會成員的邀請，讓小弟能藉此空間與大家

分享生活點滴！藉此機會，想分享今年農

曆年與母親回父母成長家鄉的尋親之旅。 

 

  我的父母同在印度尼西亞西加里曼

丹省的一個縣──三發縣（印尼語：

Kabupaten Sambas）出生及成長，由於

附近沒有內陸機場，故回鄉尋根的方法，是從香港乘飛機往雅加達，轉內陸機

往坤甸市（印尼語：Kota Pontianak，很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再乘五小時車

程才能到達三發縣。由於從香港往坤甸市已需要八小時（包括轉機、時差等影

響），故我們最後先在坤甸市的親戚家暫居一晚，才開始另一朝早長途車的回

鄉尋根。 

 

  五小時往三發縣的車程，是由親人的朋友順道義載，縱使素未謀面，但家

鄉有相熟、共同的朋友，彼此關全就如他鄉遇故知。他也成為了我們的客串導

遊，介紹所經過的農地、特色景點、三發縣的轉變等等。   
   

 

 

 

 

 

  

在坤甸市與親人的合照 

往三發途中，沿途居民懸掛農曆新年的佈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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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計算鄉郊的範圍，三發縣對我來說只算是一個小鎮，若坐車往其它城市，

親友們的生活便主要徘徊於一條主要公路及眾多橫街窄巷之間。沒有高樓大

廈、大型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但街邊不同種類的地舖（店舖樓上，

便是他們的家），絕對能滿足三發市民的生活所需；而農曆年街道的佈置、人

群相聚熱鬧的氣氛，至今仍感深刻難忘！ 

 

 
        

 

 

 

 

   

這其實是我們一家的第二次尋根之旅（上一次已經是 2003 年初）。每次

回鄉感受甚深！因我們甚少親戚居於香港，故每逢農曆年，我們只會到訪 1-2

家去拜年。然而在印尼（包括雅加達、坤甸、三口洋、三發縣等地方），卻居

住了眾多堂兄弟姊妹及媽媽九位弟弟妹妹（及其家人）！縱然我們只能匆匆相

聚，但卻深深感受到親人的關懷與珍惜，沒有循例式的寒暄問候，親人們悉心

裝扮、並且十分期待農曆年從各城各縣一同聚集的時刻。若說在尋根之旅最大

的觸動，也許便是親友間難以取代的這份人情味！ 

 

   

 

 

   

 

   

 

與親人在雅加達合照留念 與親人在三發合照留念 

印尼地道小食 印尼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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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您嘗試過與家人一同尋根，認識父母成長的地方嗎？自

己的原生家庭、父母的原生家庭，對於塑造我們的性格、特質其實有很大的影

響。 

 

  期望您也能抽空，在父母還年壯，能四處遊覽的時候，一同尋根！深信這

也會加深您對家人的認識，並且是您們一家一生一世也值得回味的難忘經歷！ 

 

 

 

 

 

 

 

 

 

 

 

 

 

 

 

 

 

 

 

 

 

 

陳沁漢教師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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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名牧」之名 

佚名 

在同輩朋友中，包括兒時的朋友，和那些在我唸神

學前已經認識的好友，總喜歡見面便喊我為「名牧」，

我當這是我的花名。 

  

在眾人心目中，名牧是需三年前預約的，否則休想

請得到。他不但譽滿省港澳台，還是全球華人教會的重

心人物。每年他要像候鳥一樣，定時南飛，依時北返，應邀主講南北半球華人

教會的研經會、培靈會和佈道會。每年離家的日子多，留家的日子少。與其說

這是盛名的代價，不如說他知道自己只是神手中的小工具，以為天國的事業努

力為榮，雖然馬不停蹄，但也不辭勞苦。 

  

不錯，我確實每個主日都至少到兩間不同教會證道，每年講道超過三百次。

過去廿年，足跡踏遍五大洲，十多個國家，到過超過一百個城市。但我從不以

「名牧」自居，只覺得能被主所用是莫大恩典。 

  

我們這一代深受《獻給無名的傳道者》的作者邊雲波弟兄所感動，甘心作

個無名的傳道者。我自蒙召作傳道人以來，總是戰戰兢兢地認真唸書。認真唸

書，不是只唸學位。有幸有志同道合的弟兄同行，彼此提醒，專心以神家的事

為念。過去三十年，操練講道，練習以文字牧養，每週佈道，定期探訪，作個

人工作，學小組動力，造就今天的我。 

  

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說話比較清晰，有感情，有恰當的抑

揚頓挫，証道時，按需要加速或停頓，其實每個話劇演員都做得到。至於怎樣

言中有道，成為上帝話語的流通管子，造就信眾，也沒有什麼秘密。天天與主

親近，每天以禱告開始一天的生活。認真研經，拜讀先賢先聖的典籍，近代現

代的好書，讓真道先感動自己，再有條理，有組織地分享，自然感動聽者。若

問每年講三百篇道，會不會很辛苦？不錯，工作相當繁重，但習慣了便可擧重

若輕。 

  

「名牧」只不過是我的花名，我的真名你也不需知道。這是隨筆，後會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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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泰國 

1. 在滿恩堂發展小組的牧養建議下，鼓勵會友開放他們的家進行小組聚

會，求主帶領在不同鄉村的小組能夠穩定的成長。 

2. 記念雪玲姑娘將於五月一日回港述職，在留港兩個月期間，會作工作匯

報、事工分享等等，求主保守她有健康和魄力去繼續事奉，請為雪玲姑

娘負責的聚會禱告。 

3. 請為雪玲姑娘仍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你的同工 : 雪玲～ 

 

柬埔寨 

為這裡興建學校的進度代禱，已物色一間設計建築公司，正洽談設計繪圖； 

願日後在施行工程上，不受明年政府大選影響，求主保守。 

 

東島 

慶祝喜樂堂 20周年感恩崇拜，教會開心地為兩位傳道夫婦舉行授職禮， 

在這大日子裡，充滿歡恩讚美；執事們首次站立台前接受就職禮，也 

有新生一代的兒童青少年環繞著他們，要好好地栽培，讓新生代在信 

仰上札根，活在恩典中。我們不忘為教會的牧者與執事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你的弟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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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海外宣教部 

1. 感謝上帝的帶領，在大專生差傳夜當晚，引領 99 人參加聚會，讓大專生可

在不同範疇中有所發揮，用創意的方式，帶出基督不同的訊息，傳播給其他

同伴。也有七位來自湄公河流域的亞裔神學生一同來參與，能夠讓大家明白

到信仰無邊界。 

2. 暑宣泰國隊仍欠 7 位，求主預備，免得有堂會未能有短宣隊幫助到學校用

英文教學作為福音的渠道。 

3. 三位儲備宣教士在 5月份有三星期密集的跨文化訓練，求主幫助她們有好的

精神及體力學習。 

 

天恩堂 

1. 5月份有 4堂認識穆斯林課程，由前線差會同工來分享，願主幫助本堂弟兄

姊妹能有更多認識機會，因為穆斯林朋友已經不是存在很遠的地方，而是在

你身邊，我們要學習怎樣與他們做朋友，透過友誼將基督的救恩傳給他們。 

2. 繼續為羅雋慧姊妹祈禱，求主保守她有更好體魄。 

3. 李潤洪牧師服侍的漁夫機構正籌劃 13週年感恩會，感謝主讓兩位弟兄能回 

到老家雲南取得港澳通行証來港分享，求主預備一切。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 4:6 



13 

 

 

《當青蛙念到蝸牛大學》 

陳永堅 

 

副題：在大學點燃學習的動力 

作者：張文亮 

出版：校園書房在 

 

這是一本給年輕人到大學的求生指

南，教你如何在大學安身立命！ 

 

其實這本書，對老兵家（出來就業者）

而言，也有新的啟發！ 

 

此書共十八個題目，前七個針對新人，

如何調整心態去念大學，後十一章節，對任

何人都有用，因他指出大學，尋找永恆標竿

的起點，只有主動學習，考試和上課打瞌睡，或蹺課等，都是生命成長的插曲，

唯有愛是一生的學習，政治之上有藍天，更高之上有保守。 

 

看此書，讓我們知道，使用圖書館的習慣，大學的教育已經成功一半。此

書猶如指南針，指出大學教育是鼓舞我們定晴於永恆的標準，願你我能數算自

己的日子，善用我們的時間，精力，善做，善恩，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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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公告 

 

 

執事會公告(2017年 3-4月) 
 

1. 通過聘請方承方牧師為天恩堂堂主任。到任日期為 2017年 7月 16日。 

2. 通過有關委派林靜茹牧師於 2017年 4月 18日至 8月 31日繼續擔任馮鎰

社會服務大樓物業管理委員會主席。 

3. 通過推薦何友蓮姊妹為信義會「校董儲備人材」。 

4. 通過接納本堂 2016年度(會計師樓)核數報告中第一項建議：於本年度撇

除所有固定資產及累積折舊。並不接納報告中第二項建議：堂會慈惠賬

及優化基金賬奉獻及收入經普通儲備之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處理後才

轉往專項儲備。 

5. 通過接納教牧同工及職工薪金由 2017年 4月 1日起依本會提供之生活指

數調高 2.2%。 

6. 通過接納於 4月 29、30日復活期第三主日崇拜內收集基督少年軍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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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話：                     

 張振華監督 

 

見賢思齊--與郭蔚文牧師、師母的會面 

 

三月八日，早上七時十五分起床，梳洗完畢，帶著期待的心情出發到尖東

嘉福酒店，與執行幹事會合 之後，八時二十分坐在咖啡室等待。十分鐘後，郭

蔚 文牧師、師母和他們的兒子一同到來，他們從美國洛杉磯回港，下榻這裡。

我得知後就趕緊約見在此。 

 

第一次見郭牧師是我擔任執行幹事之時，那時他來信義樓拜訪監督，我先

接待他，但未有太多交談；第二次是我擔任副監督期間，在一次聚會中見面，

會後只得匆匆幾句，但我知道他是從湖北灄口信義神學院南下到港的第一批神

學生，畢業後再被奧古斯坦拿差會（Augustana）差派到深水埗傳道，創立及發

展了今天本會的深信堂、深信小學和深信幼稚園。  

 

牧師笑容親切，溫柔敦厚；師母和他一樣雙目炯炯有神，言說清晰，開心

到令人欣慰。我介紹自己是馬氏紀念禮拜堂的會友，由韓清河牧師為我洗禮，

他就笑說認識韓牧師。話題一開，就說到吳明節牧師、蕭克諧牧師、張子騫牧

師、祖文銳牧師、賈永振牧師 等等，之後他說自己是牧師之子，父親工作非常

忙碌， 他少時也難得見到父親。牧師又告訴我，當時「中華信義會」不同總會

的分佈：豫鄂、湘西、湘中、豫中和魯東……。他對哪一個牧師屬於哪一個總

會都瞭如 指掌，這些內容我過往只從蕭克諧院長的《認識信義 宗教會》讀到，

但今日卻是活生生的見證，神馳嚮往。師母笑說牧師平時說這些歷史時，都沒

有人共鳴，如今找對了人，找對了人。我們吃了一點早餐，閒話家常，又講到

改變中華信義會和創立香港信義會歷史的轉捩點，就是信義宗神學院遷校香港

的決定，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當時的院長定意如此，面對很多很多的非議，

最後卻是成就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一列火車從內地一直開到尖沙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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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穿著厚厚大衣的教牧和神學生下車，在懂得廣東話的梁善生同學翻譯之

下，分別乘坐二十部的士，從尖沙咀浩浩蕩蕩出發往道風山……。 

 

十二月一日那一夜，孤寂寒冷，六十多位中華信義會的教牧、神學院師生

千里迢迢南下香港，他們其實是各西方信義宗差會在內地剩下的一批福音戰

士。百年內地發展長成的信義宗教會，到最後，就由他們帶來香港。聽著聽著，

覺得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祂的旨意深奧，難以理解，這也非常符合我們

所說的 「因信稱義」，要有信心才看得見上帝。 

 

也是時候要告辭了，我看見牧師的西裝結上一個 道風山的蓮花十字架，是

兒子送給他的禮物，牧師回來香港出席聚會時，都會扣上這個十字架。我相信， 

也很明白，牧師和他們那一代人背起十字架跟隨主，南遷道風山。這一段路，

雪泥鴻爪，眨眼已是七十年。 這一個小襟章就是他們的一個世代，我們會謹記

的。牧師、師母，我們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老老嫩嫩，都祝福你倆身體健康，

福杯滿溢。 

 

信義報（2017 年 4 月）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
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 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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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五旬節(聖靈降臨節)、三位一體主日 

 

 

1. 五旬節(聖靈降臨節) 

 

五旬節  (Pentecost)又稱潔白主日

(Whitsunday)，因為古教會多在這一天施行

洗禮，受洗者身穿白袍，象徵主血洗淨人

罪。「五旬節」在希伯來文中原意是指逾越

節後第五十天，是猶太人紀念收割及上帝在

西乃山頒賜律法的節日。但在教會看來，這

是復活節後第五十天，聖靈按耶穌所應許的

降臨在門徒身上，教會因而誕生，五旬節也

成了一個極為歡樂的節日。在這日子中連素

行苦修的人士也用不著禁食。早期教會在這天施行洗禮，是紀念當年這日有三

千人悔改而受洗。在這日許多教會用鮮花裝飾禮拜堂，甚至於用大朵玫瑰花從

屋頂垂到牆根。五旬節的象徵顏色為紅色或白色。紅色象徵火與血及「火焰的

舌頭」；白色象徵上帝與祂的聖潔。但極大多數教會在這日子都習慣用紅色，

表明主聖靈降臨，成為我們的喜樂，給我們安慰與能力，以度聖潔的生活。這

節日與復活節並聖誕節是教會的三大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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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位一體主日 

 

五旬節的季節，稱為「三位一體主日季

節」(通常有廿四至廿六個主日)或稱「三一

期」，因為五旬節後第一主日就是「三位一

體主日」。教會在此日頌揚父、子、聖靈三

而一的真神。在「三位一體主日」時，教會

用白色來象徵真神的聖潔，但其後的主日卻

使用綠色，象徵生命與生長。五旬節與三位

一體主日原始於古修道院，後來荷蘭、英國、

法國及德國各教會都迅速遵守，連羅馬天主教也在一三三四年開始遵守這季

節。因為教會年有一半日子是三位一體主日季節，所以，我們當小心使用這節

日的說法。譬如，你若說「三一後第十主日」，

你就錯了；你應該說：「三一主日後第十主

日」。在這季節中，傳講的信息多注重基督徒

的生活，有系統地宣講基督自己的生活，與因

聖靈在的我們裏面所創造的新生命所帶來的

應有生活，使我們在得到主耶穌的基本教訓以

後，逐漸增加我們認識生命的深度與寬度。到

這季節的結尾，所宣講的就多數著重於末世的

現象和永世的生活了。 

 

 

(資料來源：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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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雖然我們知道每個人在什麼時候出生，在那裡出生，甚至那位是自己的

母親和家人，也知道是上帝安排的，我們是受造的。但在生活上時常聽見人們

說的前世今生和下世，沒接受過洗禮的就不能得永生而輪迴到下世？究竟這是

存在著的循環？還是根本沒有其事？ 

 

答：我們可參考 Douglas Groothuis 博士的一篇文章，相信可給予我們更多

的啟迪。 

 

轉世輪迴與耶穌的福音 
(Reincarnation and the Message of Jesus) 

作者：Douglas Groothuis      譯者：Sarah Wu 

基督教線上中文資源中心(OCCR)版權所有© 2006 

 

人們總是想知道如果死亡的背後不是虛無的話，那到底是什麼呢？究竟死

亡是存在的終結，是永恆的起點，亦或是今生和來世的中轉站呢？一些東方的

宗教認為靈魂是要轉世輪迴的，在每一世有其不同的形體。現在將近百分之二

十五的美國人都相信這一說法。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被轉世輪迴吸引呢？ 

 

轉世輪迴讓許多人覺得有指望。他們認為如果今世沒有做好，可以來世再

重來。甚至有人求助於這一類的診療師，試圖通過他們來瞭解前世的狀況，以

解決當前的問題。 

 

轉世輪迴也宣稱維護公平。每一世人們得到自己配得的。這是根據因果報

應的原則，也就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報應是宇宙間客觀不變的規則。

若人可以在幾世輪迴中除盡惡因，便可跳出輪迴，達到涅磐。 

 

但轉世輪迴真的能夠給這個紛亂的世界帶來希望和公平嗎？它能解釋死亡

這一紛亂複雜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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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那些相信轉世輪迴的人都承認，絕大多數人都不記得自己的前生是如

何的。如果我們根本對其毫無印象，那麼又如何從前生的錯誤中獲得教訓？而

我們似乎一而再地重複同樣的錯誤。假如我們看一看歷史，人類一次又一次在

道德上失敗，我們還有理由相信來生我們會做得更好嗎？ 

 

根據轉世輪迴的說法，無罪的人可免受苦。所有的苦都源於前世的惡行。

天生缺腿的嬰兒與被強姦的婦女有這樣的不幸，一樣都是因為前世作惡今生遭

報應。這根本就是不公平，也毫無寬容可言。沒有人是完全無罪的，轉世輪迴

的說法毫無憐憫。這對人們來說絕不是什麼好消息。 

 

因果報應的規則如此嚴酷，然而耶穌基督所傳遞的訊息卻截然不同。祂告

訴我們沒有人在道德方面上是完全無過的。人心因為各種錯誤的想法和行為而

敗壞。犯罪的行為是對慈愛純全之上帝冒犯。但耶穌從沒有說過轉世輪迴可以

是出路。 

 

耶穌說，人死後得到永遠的獎賞或是永遠的懲罰，取決於他在惟一的今生

中如何回應耶穌。（馬太福音 25:31-46，或希伯來書 9:27）。轉世輪迴不是

出路，但耶穌基督獻上自己做為我們通向永生的道路。 

 

耶穌宣告說祂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9:10）。

他透過教導，講道和醫治疾病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完全脫離罪惡的人生。祂從死

裏復活彰顯了祂勝過死亡權勢的大能。耶穌曾說，祂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 10:45） 

 

耶穌基督甚至在十字架上為所有人流寶血，祂赦免的愛在此表露無疑。耶

穌被釘十字架時，他的旁邊有一個強盜，這個強盜向耶穌承認自己的罪，並求

耶穌紀念他。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和我同在樂園裏了。」

（路加福音 23:43）。能帶領我們進入天家的是信靠耶穌，而不是一世又一世

地積善除惡。正如耶穌基督宣告的：「上帝愛世人，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這才是真正的福音-

從今生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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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快樂                 

楊志成 

 

今次介紹的詩歌「我真快樂」，詩歌表達出那種

跟從耶穌，接受衪為救主，跟從衪，聽從衪，去過一個真正愛的生活，漸漸就

覺得整個人都輕鬆了；我會引用哥林多前書１３章４—８節經文鼓勵您，過一

個愛的生命。除了得救以後，儘力為主獻上，不求自己的益處，那樣我深信，

在確信我們跟從主的那天起，以衪的愛去活著，直至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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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聖靈降臨日崇拜暨 

聖洗禮、堅信禮、轉堂禮、過會禮 

於 6月 4日早上 10:30舉行 

(早、午堂合堂崇拜) 

【兒童隨家長參與主日崇拜及兒童級主日學暫停】 

並於崇拜後在副堂舉行懇親福音茶聚 

 教友年捐  經執事會議決，2017年捐維持於200元，籲請教友奉獻。 

 月禱會  5月份月禱會將於5月31日(週三)晚上7:30在禮堂舉行。6月份月

禱會將於6月28日(週三)晚上7:30在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此外，歡迎弟兄姊妹與傳道同工聯絡，安排家庭祈禱會或個人祈禱

守望。期望透過與肢體親近上帝，加強靈裡合一的關係。  

 自然教會發展 (NCD)評估  於5月7日進行評估，請已被邀請的弟兄姊妹準

時出席。 

 奉獻收據  於5月7日崇拜後派發。如有查詢請聯絡辦公室同工。 

 探訪關顧  教會願意透過探訪與您在主裡一起祈禱、守望及分享，歡迎您

的參與及轉介，請填寫簡單資料放進收集箱。【請到禮堂內之單張櫃索

取探訪/代禱咭】 (聯絡人：黃麗屏姊妹、孫雪芳姊妹 ) 

 探訪小組  本堂逢週二上午均安排小組出隊探訪有需要的肢體，若有此探

訪或代禱需要的肢體，請填寫探訪代禱咭，以便安排。同時，若有肢體週

二上午有時間，並有心志加入探訪行列，請與教牧同工 /黃麗屏姊妹聯絡。 



  

 

 

 
 

宣教使命 

 探訪佈道 :本堂逢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3:00 探訪安慈護老之家，集

合地點 :副堂【集合時間 :下午 2:30】。歡迎任何人士參與。  

(聯絡人：陸振耀牧師 ) 

 

兒童成長/親子牧養 

 幼兒崇拜 :透過詩歌、讀經及用感官方式講聖經故事，使幼兒學習

敬拜上帝及認識真理，教導他們禱告與天父溝通，以收奉獻使幼

兒學習回應上帝的愛。歡迎幼兒至小一兒童參加。 (聚會時間 :逢

星期日早上 9:30，地點 :本堂 106 室 ) 

 兒童崇拜 :透過詩歌、讀經、短講、禱告、崇拜禮儀等，讓孩子投

入敬拜，經歷上帝的同在，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樣式，

歡迎小二至小六兒童參加。  

(聚會時間 :逢星期日早上 9:30，地點 :本堂 101 室 ) 

 兒童團契 :逢週六下午 2:30-3:45 舉行，另設功課輔導於下午

1:00-2:30 在 101 室進行，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  

(聯絡人：林靜茹牧師 ) 

 兒童級主日學 :逢星期日上午 11:00-中午 12:15 於 106 室進

行，歡迎幼兒至小學級學生參加。  

栽培造就 

 信仰探索班課程 :本堂設有「信仰探索班」(早堂 -李玉顏傳道 ;午堂

-葉健昌教師 )於早上 11:00 及下午 1:00 在 207 室舉行，歡迎

各位新朋友於崇拜後參加。  

本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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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禱會  於每月最後一週週三晚上 7:30 在禮堂舉行。此外，歡

迎弟兄姊妹與傳道同工聯絡，安排家庭祈禱會或個人祈禱守望。

期望透過與肢體親近上帝，加強靈裡合一的關係。  

 祈禱守望小組  逢週三下午 3:00 在 206 室舉行，歡迎大家參

加，同心禱告守望。 (聯絡人 :李玉顏傳道。 ) 

 長青主日學：逢主日上午 8:00-9:00 開課，地點：101 室。對

象：初信者及本堂信徒，內容：讚美操、詩歌、主題信息分享、

信徒見證、佈道操練等。 (聯絡人：李玉顏傳道 ) 

 圖書館的電郵地址：glcl ibrary@gmail。com，弟兄姊妹，你們有什麼

意見或一些想法，都可直接與他們聯絡。  

(聯絡人：陸振耀牧師 )【圖書館開放時間 :逢主日上午 11:15 至下午 1:15】  

 少青部主日學及小組時間表  

主日學  

團契小組  
對象  時間  地點  導師、負責人  

初青團契  中學生  週六  

下午4:00-至6:00 

101室  陳沁漢教師  

徐詠詩姊妹  

王仲華弟兄  

伍鑫彬弟兄  

大專小組  大專生  

中學生  

每月第一、三週日  

下午2:30-4:30 

101室  陳沁漢教師  

葉健昌教師  

張兆鋒執事  

羅雋怡姊妹  

初中級  

主日學  

# 中 一 至

中三學生  

週日  

上午9:30-11:00 

208室  
葉健昌教師  

梁秀怡姊妹  

黃頌恩姊妹  

陳泳灝弟兄  

**勞凱瑜姊妹  

**胡靄琳姊妹  

高中級  

主日學  

中四至中

六學生  

週日  

上午9:30-11:00 

207室或

208室  

註：*週日主日學於9:30-10am在208室為自由分享時段，

10am-11:15am進行主日學；並鼓勵主日學對象聚會完結後，一

同參與本堂午堂崇拜。  

**為主日學助教，少青部教牧及執事亦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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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改革運動 500 週年活動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推廣媒介 

為加深信徒對「教會改革運動」的認識，籌備委員會的籌款 

小組制作了宣傳短片供各堂會推廣，宣傳短片有四段，各約 

兩至三分鐘，短片一「源起」略述了 95條辯題，短片二 

「教會改革運動發展」道出基督新教的出現，短片三「改革精神」確定這

就是我的立場。短片四「合一與傳承」盼望能團結基督教會，建立青年領

袖，更新社會的倫理。 

四段短片已上載到本會網頁，另外亦製作了 12期 4格漫

畫 

「漫遊馬丁路德」，分 12個月發放，歡迎大家登入本會

網頁瀏覽。    

 

1.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聯合崇拜」招募成員  

獻奏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週二） 

練習及綵排日期：27/5、10/6、24/6、8/7、22/7、12/8、26/8、

9/9、23/9、14/10、21/10(練習);26/10、30/10(總綵排)   

練習及綵排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練習地點：信義樓五樓      獻奏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試音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週一）傍晚 

對象：小三或以上懂樂器的會友 

2.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聯合崇拜 

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週二）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合辦單位:香港信義宗聯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有關教會改革運動 500 週年活動，詳情請參閱副堂海報。 



27 

 

 

 

 



28 

 

 

 

在「後基督教社會」傳福音的 5項重點 

 

邁克·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是美國

浸信會牧者，目前在法國中部植堂、傳福音。

法國是公認相當符合「後基督教社會」的國

家之一，意指基督教信仰不再如過往，在政治或其他領域有極大的

影響力。他以自身經驗分享在「後基督教社會」傳福音的五項要點。 

 

哈靈頓牧師因參與「在法美國

人」的團體，與新朋友展開哲

學與信仰對話。他們探討人生

的幸福定義，而牧師在其中大

方分享自身信仰，相信只要人

們轉向耶穌，生命必能翻轉。  

 

牧師在團體中笨拙地以法語分享信仰，圍坐的十一人，無論敵對基

督信仰或自認是無神論者，都聽聞了他的故事和福音；至少這群人

現在知道城中有間基督教會，又聽見牧師對人生幸福的想法。日後

哈靈頓牧師又與其中一位組員相遇，開啟下次談話的機會。  

 

在那次經驗後，哈靈頓牧師發現在後基督教社會傳福音，並不是件

既可怕又困難的事，不過這確實需要耐心、拓展交友圈、信心、真

實和誠實。以下是哈靈頓牧師分享自身在後基督教社會傳福音，認

為有幫助的五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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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假設對方持反對觀點  

你若身處在後基督教社會，會發現大部分的人視基督教為「過時的

想法」。數十年來人民從教會出走，基督教基礎教義早被遺忘，大

多數的人對教會的認識，大概等同於你對古埃及文字的認識。大體

來說，他們可能會抵擋教會和有系統的宗教，因為他們被教導──

宗教與教會是為「未開化的人」所設立的人造機構。不過，或許有

許多人會敵對或看輕屬靈的事，但卻對耶穌感到好奇，至少該為這

項事實受到激勵。  

 

二、請為信仰生活作好榜樣  

哈靈頓牧師最常聽見後基督教文化中的朋友說，最令他們大開眼界

的事便是──基督徒的禱告竟然如此簡單，例如：牧師在家裡作的

飯前禱告。他們並不知道原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上帝說話，就

像對一般人說話一樣。  

 

我們當盡力且自然地展現，在基督裡並透過基督，做到使徒行傳十

七章 28 節所說：「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不要刻

意「表演」信仰生活，但也不要劃分或隱藏信仰，讓人們走進你的

生活，公開並坦蕩地活出信仰生活吧！對人真誠是很重要的。  

 

三、允許他人尚未全然了解福音前，先歸屬於團體  

純粹吸引人的教會在後基督教社會中地位逐漸衰微，不過我們還是

可以成為基督徒群體、邀請朋友加入。當你去看球賽或與基督徒朋

友出遊時，記得再帶一位新朋友同行，把新人介紹給教會的弟兄姊

妹。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基督徒很怪，然後離開，不過有些人可能很

嚮往團契，我們會一再地看見：新朋友先在教會群體中獲得接納，

才完全接受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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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享你個人故事  

哈靈頓牧師曾聽人說：分享個人見證內容，寧可隱私的像在說自己

的閒話，也不要像市售的水蜜桃罐頭。如果你想讓人知道耶穌能在

他們身上行的事，他們當然也想知道耶穌在你生命中成就了甚麼

事。你的回答若夠真實，甚至會比縝密的辯論或哲學證據更有影響

力。人們希望明白信仰能戰勝質疑，而非僅是消弭疑惑。約翰福音

九章耶穌醫治了盲人，那人說：「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他分享見證，使人歸向基督。所以你的見證至關重要，因為你的故

事是真實又非常個人的。  

 

五、禱告  

哈靈頓牧師很認真的鼓勵我們：一定要禱告！我們愈多禱告，愈能

與需要耶穌的人建立真實情誼；我們愈為他們提名代禱，愈有機會

向他們分享耶穌；我們愈花時間與天父相交，愈在我們生命中顯出

祂的同在，總之「禱告」是首要之事。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2017-04-05) 

 

穆斯林出生率更高，50 年後伊斯蘭教將成為全球最大宗教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4 月 5 日發布最新報

告，預計在未來 20 年內，穆斯林新生兒人數將會超過基督徒嬰兒

數，而此嬰兒潮將使伊斯蘭教在 2075 年以前躍升為全球信仰人口

最多的宗教。與此同時，無宗教信仰群體人口則會因其相對低的出

生率而減少。  

 

報告指出，在 2010 到 2015 年間，穆斯林嬰兒數佔全球新生兒

的 31%，遠超過當下全球穆斯林人口佔比的 24%；相較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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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基督徒母親們相較於其他宗教生育更多的嬰兒，反映出基

督教全世界最大宗教團體的地位。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延續很久

了。  

                                   皮尤研究中心報告  

時期基督教人口成長率便較為和緩：雖然現在全球有 31%的人是基

督徒，但基督教新生兒的全球佔比僅為 33％。  

 

報告也預測，後續由於穆斯林人口相對年輕及其高生育率，在 2030

至 2035 之間，穆斯林嬰兒會以 2.25 億的數量首度以些微差距超

越基督徒嬰兒（2.24 億）；而到了 2055 年至 2060 年間，兩者

人數落差則會擴大至 600 萬人。  

 

而近年來基督徒在全球死亡人數中也佔很大比例，主要是由於某些

地區的基督徒中老齡化現象加劇。比如在歐洲，該地區基督徒的死

亡人數遠遠高於出生人數。以德國為例，在 2010 年至 2015 年

期間，基督徒中的死亡數比出生人數

高出 140 萬人。皮尤報告認為，此趨

勢預計在未來幾十年將會擴散到歐洲

大部分地區。  

與穆斯林嬰兒潮呈現相反趨勢的則是

無宗教信仰者的全球佔比。雖然目前

無宗教信仰人口約佔全球人口 16％；但在 2010 至 2015 年間此

群體只貢獻了約 10％的嬰兒人口；預計到 2055 年至 2060 年

間，該族群的嬰兒佔比大約只剩 9％；遠低於穆斯林的 36％與基

督徒的 35％。  

此趨勢與人口地理分布有關。皮尤報告指出，無宗教信仰人口主要

集中在人口老化及生育率低的地方，例如日本、歐洲、中國以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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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相反，在發展中國家擁有大量信徒的宗教，因為該地的出生率

高、嬰兒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其人口將更加快速地增長。   

      

文章來源：端聞 (2017-04-07)  

 

《天主教獨身制鬆綁》已婚男性能擔任神父嗎？ 

教宗方濟各：可以考慮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以勇於變革著稱，多次對同性婚姻、墮胎與氣候

變遷提出相對開明的看法，10 日更語出驚人表示，由於全球許多

天主教地區都面臨神父人數不足的問題，考慮讓已經結過婚的男性

擔任神父，尤其是比較偏遠的地區。  

 

美聯社報導，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日前接受德國媒體《時

代周報》（Die Zeit）訪問，談到現今各地面臨神職人員不足的問題，

表示正在考慮放寬神父必須為獨身男子的限制，令各界大為驚訝。  

 

教宗表示，神父人數不足已是教會的「巨大問題」，他說：「我們

必須開始考慮讓『通過考驗的男人』任職的可能性，若然如此，我

們就得開始思考他們能執行何種任務，特別是在偏遠的地方。」  

 

「通過考驗的男性」（viri probati）為

拉丁文，指的是已婚或喪偶但已被肯認

良善的男人（men of proven 

character），可以從事神職工作。大

眾印象中的「神父」終身不能結婚，但

其實羅馬天主教早有已婚神職人員存

在。天主教會主要神職人員分為主教

（bishop）、神父（priest，又稱司鐸）與執事（deacon）。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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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傳道，也能主持洗禮與婚喪，但只有神父以上才能聆聽告解和

彌撒。執事沒有限定已婚或未婚，而神父與主教都必須為獨身

（celibacy）。  

 

神父須獨身的規定也不是牢不可破，有些新教的已婚牧師轉信天主

教後，可以在主教豁免下成為神父同時保持婚姻，但都屬於特例，

沒有制度化。而東歐普遍信仰的東正教

（Orthodox Catholic Church）和東方天主

教會（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中，已

婚執事可以晉升為神父，但婚禮必須是在

當上副執事以前舉行的。當上神父後若不

幸成為鰥夫也不能再婚。  

 

外媒指出，獨身與否的爭論，自從方濟各上任以來再度興起話題，

除了因為方濟各對許多議題的開明態度外，也因為方濟各是史上第

一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教宗，拉丁美洲神父數量極少，教宗多年好友、

巴西樞機主教胡姆斯（Claudio Hummes）就指出，在巴西約 1 萬名

信徒才能「分配」到一位神父，因此傾向贊成開放讓已婚男士也能

擔任神父。  

 

天主教會約於 1000 年前才由教廷大公會議明白訂立獨身規範。一

直以來都開始有人質疑這一傳統，不過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與前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都分別否定這種可能性。  

 

但也有天主教媒體指出，教宗可能只是考慮允許偏遠地區的已婚執

事執行神父的工作，美聯社與其他媒體則是誤解了教宗的話。但無

論如何，方濟各的發言仍數教宗創舉。  

文章來源：風傳媒 (201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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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何尹儀長老婦女神學教育獎學基金 

 

緣起 
1. 本堂創辦人之一，我們所敬愛的何尹儀長老，已經蒙主寵召，於 2005

年 5 月 15 日安息在主懷中。為記念長老的無私奉獻，使其所立的美好

德範，繼續可以激勵後輩成長，本堂通過，成立獎學金基金，以留紀念。 

2. 長老寄寓在世期間，矢志服務人群，而對兩項事工尤有負擔： 

a. 婦女事工：除為此恆切禱告外，亦多躬身事奉，是以屢獲舉薦，歷任

本堂、荃灣區以至全港婦女機構要職。一生闡揚主愛，服事婦女，鞠

躬盡瘁，為人稱道。 

b. 神學教育：長老視培育神學生為己任，早於一九七七年，即發起彙集

婦女感恩奉獻，為教會成立神學教育獎學金，嗣後長老月月捐獻，得

蔭庇成才之教牧，為數不少。 

總結以上三個原因，本堂發起籌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林何尹儀長老婦

女神學教育獎學基金。 

 

籌募目標 
港幣二十萬元。以每年撥伍萬元作獎學金；該基金將存放「信義宗神學院」，

獎助在該院修讀神學的有需要姊妹。 

籌募對象 
1. 天恩堂教友；2。 林何尹儀長老之家人及親友；3。 其他朋友 

籌募方法 
    A  支票： 

抬頭請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或「信義宗神學院」及在支票背

頁註明支持「林何尹儀長老婦女神學教育獎學基金」，寄天恩堂(葵涌葵

盛圍 364 號)或信義宗神學院（沙田道風山路五十號）收。 

B。現金： 

將捐款放入本堂獻封內，剔選「林何尹儀長老婦女神學教育獎學基金」

項目。 

呼籲 
    林何尹儀長老一生愛主愛人，甘服侍、有承擔、滿憐慈、重教育。當跑

的路，長老已經跑盡了。棒子當由我們去接。請記念長老，更為天國的事工

──籌募林何尹儀長老婦女神學教育獎學基金──獻上您的代禱，並鼎力支

持。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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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恩「食物分享」糧倉 
 關懷貧窮  服侍社區 

 

提供緊急食物援助與 

失業人士  無綜援人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願意與你分享食物及生命 

 
葵涌葵盛圍 364 號 
葵興地鐵 D 出口 

 
星期三及四  下午 2:30-4:30 

電話:2480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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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透過基督教教育、步操及技能

訓練、各級獎勵計劃，培育兒童及青少年，致力使

他們在身、心、靈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具備愛心

與關懷、道德及誠信、正面及勇於承擔等良好品

格，並培養他們成為愛主的基督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香港基督少年軍第３５２分隊幼級組已於４月

３０日正式成立。分隊集隊時間為每月的第二及第四個周六 10:30am－

12:３0pm，地點在天恩堂 208 室，參與對象為 K3 至小三的學生，現有

１０多位小朋友參加。集隊內容包括基督教教育、自理能力訓練、步操、戶

外活動、烹飪、手工、與葵恩堂分隊聯合活動等。現誠邀弟兄姊妹的子女成

為基督少年軍的隊員。 

 

基督少年軍導師的服侍，主要為協助秩序管理、策劃及帶領活動、聯絡

隊員家長、造就隊員、共同見證隊員的生命成長。希望藉這宣教運動傳揚基

督，如有心志參與的服侍者，請與陸牧師及葉教師聯絡。 

 

 

 

 



37 

 

 
 

《麥籽集》稿例 
 

麥籽集出版目的﹕ 1. 集中傳遞堂會資訊 

2. 提供文章分享園地 

3. 藉文字作教育工作，建立信心，凝聚信徒。 

 

所有來稿應以下列兩種形式投交﹕ 

1. 使用原稿紙或單行紙(隔行)書寫。 

2. 以電子郵件投寄，電郵地址﹕wheatseed0204@yahoo。com。hk 

 

稿則﹕ 

1. 投稿者可使用筆名，惟交稿時須附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 

2. 所有稿件字體必須整齊清楚。 

3. 投稿字數應以 500-1000 字為限(邀稿除外)。 

4. 編委會有權修改、撮寫、編排及決定稿件是否刊登而不會另作通知。

稿件一經刊登，可能會上載於本堂網頁。 

5. 如需要退回原稿或不欲上載於本堂網頁，須預先聲明。 

6. 《麥籽集》乃月刊性質，截稿日期為每月 10 號。 

 

編委會成員﹕ 

顧問及審稿﹕陸振耀牧師 

成員﹕余德成  張銀嬌  彭玉麗  楊志成 王桂枝 

製作﹕張卓希 
 

所有來稿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教會刊物(非賣品) 

 

2017 年 2 月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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