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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銀嬌                 

感謝神！ 讓我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雖

然住的不是私人樓宇，但在政府的房屋長大，有

愛我的父母、弟兄姊妹，也可遮風擋雨。 

感謝神！ 讓我從青少年時期就在社會工作，

能早早認識這個險惡世途。 

感謝神！ 讓我立志要一份不容易被辭退的職業，並且在這職業上遇見

了主。 

感謝神！ 讓我倚靠主的能力，在這人生的旅途上能不斷數算主的恩典，

縱然偶遇困境難題，但主的恩典從來不缺。 

梅玉姊妹的分享帶來我以上的反思，再一次看見主耶穌基督的愛，從來

是不保留地愛我，縱然我是如何不配、如何的百般逃避，但主耶穌仍是默默

的愛我。 

在這短暫的人生旅途上，祝願弟兄姊妹：天天經歷神同在，日日數算主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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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麗雲 

我信主前的生活 

我信主前每逢過時過節，便幫助年紀老邁的

父母安排拜祭祖先及預備祭品。當時我自己並沒

有任何宗教信仰。 

我為什麼要信主 

後來，我在教會聚會中認識了基督信仰。我相信世上有一位真神，祂是

獨一的三一上帝，祂的大能及慈悲憐憫的心，使我信服，因而決定要成為基

督徒。 

我洗禮後的承諾是什麼 

我洗禮後希望能虛心求進，遠離罪行，貫徹領悟上帝之道，並在生活中

彰顯榮耀基督。 

 

黃雋傑 

我信主前的生活 

在堅信之前，生活都是如平常一樣，上學專心讀書，放學便去打機。在

星期日才返教會。平日也是“半頹廢”地生活，也是個被看低的人。 

我為什麼要信主 

上了主日學之後，我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經過導師的鼓勵下，我

決定要接受堅信禮。因為我深知主能帶領我走過人生中的一些風浪，讓我在

各方面有所成長，能好好服待上帝。 

我洗禮後的承諾是什麼 

我希望自己能在信仰中有所成長，可以在各方面服待主。同時間，我希

望自己有一定的時間去親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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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娟 

我信主前的生活 

工作比較緊張，跟家人的關係都比較僵，特別是對小孩的要求比較多，

自己亦變得沒耐性。 

 

我為什麼要信主 

第一次到教堂是在天恩堂上課，與同事一起來參加，慢慢和小孩一起參加崇

拜，對主耶穌更加了解，後來更相信主耶穌了。 

至於為什麼要洗禮？因為相信主，有了信心，學會原諒。有一天小孩在睡前

跟我說：「媽媽，今天有小朋友搶了我的玩具，我不開心。現在我沒事了，

我原諒他了。」聽到這些話語，很感恩，是主讓他學會了原諒別人，心胸寬

廣，學會愛別人，感恩。 

我洗禮後的承諾是什麼 

我會和小孩一直跟隨着主，我們受洗得救，全新的生活有神恩賜及鼓

勵。 

 

 

 

 

 
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

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啟示錄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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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振耀牧師 

消脂手錶 

年初覆診時，醫生說我的糖尿病指數不理想，要多加注意身體的情況。

醫生的一番話，就讓我起了決心，要運動啦！那麼做什麼好呢？踢波、游水、

踏單車、打拳.....，最後選定了跑步。經過兩個月，每星期 3-4 次的跑步，

雖然體重沒有明顯的下落，但自己確是消瘦了。在過程中認識了一位教練，

他說有一手錶，可以協助消脂，當時給他一說，一時莫名其妙。經過他的解

釋，讓我記起讀書時學過的「燃脂運動心率」。其計算方法如下： 

最大心率 ＝ 220 - 年齡 

中低強度運動心率 =（220-年齡）x 60% 至 (220-年齡）x 70% 

例子：年齡=52 

中低強度運動心率 =（220-52）x 60% 至 (220-52）x 70% 

         = 168 x 60% 至 168 x 70% 

         = 101 至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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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在 101 至 117 之間，即下圖的第 2 低強度心率區，就是消脂區。 

開始時做運動，身體真的有點難受，但經過艱苦的前奏，

當下每三兩天就運動一次，而每次約一小時，而且少量出

汗，感覺非常良好，踏入秋天，感覺就更舒服。而手錶的

作用，就是在整個運動過程中能讓自己保持在第 2 低強

度心率區，也就是在消脂區內運動。各位，大家一起努力，

開始運動吧！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

裡倚靠祂，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 
必用詩歌頌讚祂。 

詩篇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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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玉 

上帝深知每個人的心思意念，但作為基督徒

的我，又明白幾多上帝的心意呢！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進修了課程，希望

藉此了解更多上帝的旨意。更在陸牧師「彼得前後書/猶大書」的教導，以

及方牧師一連幾星期的講道，使我對耶穌基督的愛有更深刻的認識！ 

 

從聖經裡再次使我-------想起耶穌，我會哭，因祂為我們受難受痛苦而死。

想起上帝，我懼怕，因祂會發烈怒，會毀滅一切，但同時又充滿恩典。想起

禱告，就像這麼近那麼遠的感覺。因凡事無論大少、無論何時，我都默默向

上帝傾訴，感覺祂在我身邊，但有時自己靠自己力量去做，又忘記了上帝的

旨意，就感覺祂離我遠矣！雖然如此，感謝上帝，祂不會離棄祂的兒女！想

起教會、想起牧者、傳道人、執事，平信徒……. 

 

唯有祈禱，從與上帝相交中，體驗如何領受祂的旨意！唯有從上帝而來

的心意更新，追隨上帝的旨意，使我們作美善的門徒，更要事奉喜樂。作門

徒的，在屬靈的氣氛下切切為教會禱告。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言 29:18) 

 

我們要持續祈禱，堅守上帝的旨意。更要為眾肢體去裝備自己，持續追

求真理。彼此相交，彼此配合，同心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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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過一本書《異象的人生-從尼希米記看建造生命的工程》其中一段

內容值得我們深思：團結就是力量。然而教會是整體，不是個人！因此教會

必須重視訓練更多可以教導聖經的人，在主日學，團契，少年崇拜 忠心教

導上帝的話語。否則教會不會茁壯成長，人數雖然會增加，但最多只是「增

肥」，而不是真正長大，只會是很熱鬧的氣氛，但不會有傳福音的能力。 

 

深深希望教會滿有異象（Vision)屬上帝的人滿有默示！但我們要尊重傳

統，靈活變化，活潑更新。 

 

「勇敢踏上未知的路，依靠神」（約書亞） 

 

感謝上帝，我們有福了，教會滿有智慧、愛心、忠心的牧者！ 

教會將會充滿喜樂、信心、希望。並滿有恩賜！ 

感謝主！ 

 

 

 

 

 
耶和華是祂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 

得救的保障。 

詩篇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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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泰國工場 

東北區 

1) 在班貝和滿恩的學生們不約而同的跟我說，老師可以教我們中文（普通話）

嗎？我們很想學習中文，請你教我們好嗎？學生們的渴望我又怎能拒絕呢，

因此從九月份開始增加中文的教學，現在要用時間在英文及中文的備課上，

為開辦中文教學禱告，求主帶領 

～～你的同工 : 雪玲～～  

曼谷 

1) 為到一所堂會（Samrong Lutheran Congregation)新任傳道人，及一位快

將畢業的年青神學生禱告，還有三個星期左右就畢業，之後，他將會到另

一所堂會事奉，願上帝興起使用更多泰國的年輕人服侍教會！為主作工。 

～～ 宣教僕人：A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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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1. 這兒的天氣真是十分炎熱，體力很容易消耗。加上要經常走上走落，煮

飯打掃，每天都很疲倦，求主賜力量早日適應日常生活。 

2. LOC的兒童及青少年工作，可以吸引新人來到這兒聚會。 

3. 求主賜智慧學習語言。 

東島工場 

1) 求主加力量東島喜樂堂傳道的牧養事奉。 

2) 求主感動奉獻來支持世榮弟兄修讀大學的費用。 

～～你的弟兄：曙光～～ 

 

本會海宣 

1) 17年推出興建工程籌款目標港幣 600萬元，1-8月籌得$2,579,269.76

港元，請記念和支持。 

2) 柬埔寨聖誕六天短宣現開始集訓，求主安排一切，亦為隊友能在集訓中

更能互相瞭解有更好默契萬事互相效力。 

～～你的同工：Anita ～～ 

天恩堂 

1) 求主幫助教會怎樣計劃明年宣教事情，主啊，願主的心意顯明。 

2) 雋慧姊妹在青年使命團服侍了 4年多，工作及角色上亦有所轉變，願主

使用姊妹的生命能為他人帶來正面影響，並有智慧帶領不同事工的長遠

發展。 

 

 



12 

 

 

 

Dada 

書名：當女人真好 

原著：普莉希拉施瑞爾 

譯者：程珮然 

出版：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這是一本為女性生命改變提出了一個重

大藍圖的書，女性在一生中不同的時間、角

色及崗位上，上帝都放了很重要的任務給她

們，看完這本書後，會發現女性內裡的特質，

豐富得令人難以想像；本書提醒我們，上帝

給女性的特質是給予我們作為產業的，也是留給子孫最好的產業，若要完成

上帝給你一生中的計劃，培養好內裡的性格、特質及打好屬靈的根基，是非

常重要的。身為女子的，單身的時候必須要把扼時間，求主幫助我們，一一

去實踐它。 

 內裡的特質 

上帝眼中的女子是一個謙卑與上帝同行、堅強而柔弱、大有能力卻保持

溫柔順服，聰明、智慧、才幹的人，雖然內裡充滿着矛盾，卻因為有豐富的

特質，令她重新審視自己，也能吸引別人歸向那位使女人如此豐富，亦深奧

動人的上帝。 

一個正直的女子，表裡如一，擁有來自上帝的真正智慧：外柔內剛、柔

軟、細膩、信靠上帝，明白上帝有充足的供應，將她的需要和上帝的供應作

一個配對，在主裡順從生命中命定的權柄，如僱主、政府、牧師、父母、丈

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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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命中雖有瑕疪，但仍堅守上帝對她生命的呼召，每天追求上帝的旨

意，總是將別人的需要視為優先，看重公義、公平、合理客觀及以基督的愛

的處事態度，憐憫別人，真心去希望別人的生命得到祝福，顧及別人的需要，

更甚於自己的需要。 

知足的女人，平安、恬靜、從容的神情、滿足現況，相信自己本質的女

性，忙碌與休息的時間平衡，體驗安靜，因為這樣才會記得上帝。 

 妻子的角色 

婚姻應建基於完成上帝使命的基礎上，除非想將這個男人的一切成為我

生命的優先，否則不能隨便說我願意。作為別人的妻子，要以溫柔安靜的心，

有智慧、遠見及清晰思路，專心的幫助他達成願望，這就是女人有魅力的地

方。要學習以丈夫為尊榮， 服事他、尊重他，發掘上帝在他身上的恩賜，

幫助他實現上帝恩賜的潛能，尊重他是因為要榮耀主的名。 

  母親的角色 

智慧的女人有目標地帶領孩子成為卓越的人，穩定他們的情緒，相信他

們，鼓勵他們，不允許他們滿足於幼稚的平庸中，絕不願坐視別人的文化來

惡搞孩子的心靈，相信自己的孩子，總是在旁協助；以禱告來向孩子表達合

乎聖經的愛，身體力行地操練孩子，有紀律、責任感：對家庭、事業、個人

有責任感、以達致塑造孩子的靈魂，充滿正直，熱愛並榮耀上帝，成為一個

心智、意志、良知與情感組合的個體，他們才能在未來的家庭中成為領袖。 

 家庭的角色 

女人主宰家庭生活的氣氛，心情輕鬆改善生活質素，這些並不是物質能

填補的。妻子付出恩慈，促進和睦，不輕看別人的缺点，多予以尊重、包容，

生活更美好。 

  本書是一本在女性基督徒生命如何達到完全方面很好的指南，看完這

書後，我在想有何方式可操練到我們擁有以上的特質呢？上帝創造女性的確

有一個偉大的信念在背後的，上帝對妳的揀選也不是偶然的，是精心設計並

出於意志與智慧的行動，這需要神的幫助、大能與激勵，懷着感恩與謙卑的

心，與上帝同行，才能夠成就，求主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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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教會及關懷事工委員會通訊 

   陸振耀牧師 

各位關心本會內地教會及關懷事工委員會的弟兄姊妹及牧長，曾經有肢

體查詢本委員會的源起是怎樣？我們的初創可以說是 1995年資助國內偏遠

山區的貧困學生開始，查實可以說是跟昔日西差會在內地曾經開展的工作有

關，而且當中有我們一眾資深牧長，他們對家鄉那份情濃心意，有著不可分

割的關係，更可以用樹根、樹幹與葉片的緊密關係來形容。沒有他們札下的

根基，我們委員會的工作，怎可以在信義會昔日曾經接觸過的地區開展當下

服侍的工作呢！ 

 

踏入廿一世紀之初，我們委員會有幸跟本會的前輩，祖文銳牧師作了一

個簡單的訪問，讓祖牧師親自跟我們細說他當年是怎樣被上帝呼召，並進入

神學院就讀，及後因為戰亂的原因而來到一個從未踏足過的香港，在當時到

處都是難民的社會，祖牧師究竟是如何傳福音呢？另外，他更提醒我們要努

力傳承上主的福音，因為這是我們每位基督徒，特別是我們信義人要堅持作

好的聖工。求主幫助我們！ 
 

介紹(一分鐘)： 

https://youtu.be/BDMJ_YxieV0 

 

祖牧師分享(一分鐘)_濃縮版： 

https://youtu.be/TqRgU87HZgw 

 

祖牧師分享(十分鐘)_足版： 

https://youtu.be/MgVjXkovXc8 

 

https://youtu.be/BDMJ_YxieV0
https://youtu.be/TqRgU87HZgw
https://youtu.be/MgVjXkovX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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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分享文章 

 

 

 

培靈會的反思 

 周梅玉 

 

在 2017裏的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跌入谷底的日子，身心靈都受到很

大的傷害和痛苦。雖然經歷了艱難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如何面對日後的路！

但感謝上帝親自的安慰。我不是一個稱職的基督徒，但上帝也不離棄我，並

時常的提醒。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金錢、住處，仍要仰望從上帝而來的恩

賜及永恆的居所！ 

 

申命記 31：8「耶和華必在你面前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

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我要為永恆而活，不是為短暫而活。上帝要信徒等待，使能成就信心的

建立。我生活中要常常把上帝的話語活出。做一位合乎上帝心意的女兒！ 

 

這段日子，我速看整本聖經，在屬靈生命裏、我找到人生真正的意義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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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上帝在我內心深處，並有與主同在感覺！內心有喜樂。當然外在一

定有失落、哀傷、痛苦！而且間中會落涙！但心中充滿上帝的愛。所以一切

的失落、哀傷、痛苦都是過眼雲煙，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從前我經歷了人生的：憂慮、満有傷痕、深知我生命有罪、過往日子也

沒有過預備交帳的人生！這一切一切都在培靈會中，使我深切的反思！從而

感受上帝的話語，學習思考我餘下的人生！ 

 

感謝主，使我可以有機會接近上帝。在培靈研經會這段時間，我得益不

少，更明白上帝的旨意！追求聖潔、把一切榮耀歸於上帝、做上帝的器皿。 

 

知道自己不再年輕，知道時間的短暫，希望蒙上帝的憐憫，賜給我聰明

智慧！緊隨主的話語，做一個蒙上帝喜悅的孩子！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深愛你！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

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
安然見主。 

彼得後書 3:14 
 

 



17 

 

俄羅斯之旅 

何愛蓮 

在今年暑假與外子前往俄羅斯旅遊。首站是聖彼得堡，路途頗遙遠，由

香港乘早上 11時 30分的飛機，到達時已是當地時間晚上 10時（時間慢香

港七小時）。 

回到酒店已接近深夜！ 

 

在聖彼得堡我們參觀了很

多教堂：滴血救世主教堂，建

築表面以彩釉磚鋪砌，內裡佈

滿馬賽克，裝飾絢麗如畫，壯

麗輝煌；建於 1560年的聖巴素

大教堂，而喀山大教堂，石雕

的聖經故事，有耶穌基督背負十字架、祂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為門徒洗腳，

導遊是基督徒，每

到一間教堂會很詳

細講述各個壁畫，

讓我感到整個行程

聽到很多篇道。在

參觀莎哥斯基古城

時看到很多穿著修

士袍的修士，很自

然令我想起基督教改革運動者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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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金碧輝煌

的嘉芙夏宮，令我

留下窮奢極侈的感

受；特別是位於芬

蘭灣畔的彼得夏宮，

它噴泉的水直接流

出大海，令我嘆為

觀止。 

 

每天清晨當大部份人仍在夢鄉時，

我會獨個兒跑步，當我跑到有六條行車

線的橋頭，猶豫不決地不知怎樣橫過，

有位太太看到我便回頭拖着我的手一

同行，實在感恩！俄羅斯的公園很大設

施包羅萬有，在其中跑步好像怎也沒有

盡頭，當我跑到迷路時，有位年青人主

動帶我一同跑回酒店；我跑到日間遊客

絡繹不絕的景點，此刻只有我安靜地欣

賞，晚間被升起的橋樑，在清晨我看到

一班工程人員忙於將它徐徐落下，成為

日間車水馬龍的馬路。 

 

導遊與領隊每天也提醒我們在俄

羅斯有很多小偷，令我對俄羅斯人存有

戒心，然而，我所接觸的均是坦誠且樂於助人的。如果你有機會前往，請與

你所相遇的人存著真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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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名牧之名第三章[力學不倦] 

佚名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盛名遠播的名牧該是 40年前的事。由於教堂並不在

大街上，我負責在街口等候，並為他引路。他英偉的身影，端正的五官，眉

宇之間，散發「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氣質，給人難忘的印象。 

 

後悉他是長於牧師之家，自幼力學不倦，早歲在北平信主，中學時蒙召。

在他的自傳中提到重生得救當晚，痛數自己有七樣主要的罪。唸神學前，他

已經把聖經看了很多遍，並隨父親在鄉間佈道。時維國家內亂外患之時，教

育未普及，經濟發展相對歐美落後，福音救國之心，早已萌生。神學畢業後，

只在北平牧會數年便輾轉到了香城。由於他學養過人，便一面牧會，一面在

聖經學院任教。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負笈英國神學院深造。學成歸來後，由於他釋經

深入淺出，比喻新穎，應用到位，漸漸深得信徒的敬重。他牧養的堂會，增

長很快，這是由於他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團隊；他主力教導聖經，另一位同工

主力關懷信眾，還有其他傳道和信徒領袖配搭，聖工便迅速發展。 

 

隨著時間的轉移，香城教育騰飛，神學教育的水平也水漲船高。有一所

新的神學院成立，其入學要求，由過往的中學畢業，提升至大學畢業。由於

他學貫中西，被推選為該神學院創校院長。他領導有力，為華人教會培養出

新一代的學者和牧者。記得有一個在美國唸博士的姊妹告訴我，該院長在外

地帶領青年夏令大會時，其學養令與會眾人佩服。 

 

上帝在不同時代呼召合用的器皿，而力學不倦是有志為天國作大事者的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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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公告 

 

 

 

 

執事會公告(2017年 8-10月) 
 

1. 通過委任鄭振宗執事及黃頌恩執事為馮鎰社會服務大樓物業管理委

員會本堂代表，任期由 2017年至 2020年。 

2. 通過同意堂主任方承方牧師委任林靜茹牧師為本會馮鎰社會服務大

樓物業管理委員會主席，任期由 2017年至 2020年。 

3. 通過議決 2018年度主題為「歸回。安息」。 

4. 通過接納行政主任張詠芝女士一年工作評估。 

5. 通過議決 2018年 1月繼續聘用保安員白世祥先生。 

6. 通過委託科擎科技有限公司購置教友管理系統，費用為$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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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話：                     

 張振華監督 

二零一七至二零二零年續任的前路 

感謝主的帶領，讓我在未來三年繼續以監督這個職分服侍教會。三年前

擔任監督時，擺在面前的有幾項重要事情，一是維繫教會內堂會、學校、社

會服務單位和出版社在人事和事工上的合一；二是要兼顧二零一七年「教會

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的各項活動；三是持續處理過往累積下來的問題。本會

立會六十多年，直至近二十年香港社會急速變化，壓力增多了，不同單位的

同工都很努力做好自己崗位內的事奉，自然亦期望總辦有更多支援。在未來

時間，教會必定會提供更多資源給各堂會和同工。相對而言，我在過去三年

看到一個經驗，就是「不進則退」。 社會風氣在變動，不同的價值觀和期

望也在相應改變，要持續發展事工，必須以「不進則退」的態度來處理事情。

另外，過去三年，處理了很多堂會、學校、社會服務和出版社的事情，我都

是本著「一個教會」的態度來面對，意思是一個堂會或單位受苦，教會都受

苦；一個堂會和單位得榮耀，整個教會都得榮耀。所做的事 情都是在「一

個教會」的基礎下進行，我覺得這是上帝喜悅的事。此外，就是推動教會改

革運動五百周年的各項活動，有出版、朝聖之旅、嘉年華會、講座、佈道會

和聯合崇拜，以讓本會反思改革對我們的重要和更新。 

未來三年，我盼望在上列的基礎上再多跑一段路，我領受了兩件事情：

第一是聯同副監督、新任的常務委員和部長構建一些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

是使我們在香港傳福音更有果效，這包括兩方面：一是激勵同工和執事們更

好地合作，帶領堂會發展；二是讓堂會主動使用本會的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

作為主要傳揚福音的場所，在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中建立長久的福音動力，

我相信這正正是本會興辦學校和提供社會服務的目標。第二，過去三年，可

能有人誤以為教會強調合一是指到體制和組織上而言，我本人也不贊成單單

指到體制和組織上的一致，因為單單強調這種合一，就只是「榮耀神學」的

內容。相反，我們第一步先要聚焦於從體制和組織上的合一心志，第二步就

去達成福音使命和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這種合一才是以「十架神學」為基

礎的合一，合一是為著他者。以上兩點都是持續進行的，而我希望在未來三

年透過「財政預算」、「章則修改」、「服務承諾」和「廣泛諮詢」來達成

未來發展的目標，請大家為我們祈禱。 

信義報（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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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承方副監督 

連任感想 

「方牧師，天恩堂終於可擁抱你了。」這是「五一」代表大會宣佈本人

當選副監督時收到的第一句祝賀！是的，我認為能擁抱天恩堂，實在是弟兄

給我莫大的祝賀！ 

我由今年三月決定在主愛堂七月的堂慶後轉職到天恩堂，期間不少同工

和弟兄姊妹都建議我於五月一日選舉監督和副監督之後才再作決定。然而，

過去兩年，上帝將天恩堂的需要慢慢地告訴我，感動我。在去年九月至今年

二月這半年進修假期間，我安排時間安靜禱告，也到了美國與白德生牧師、

師母詳談我的想法和掙扎，並與他們一起禱告。進修假完畢，我便確認到天

恩堂事奉是上帝給我新的挑戰和召命。因此，若我深信這真是上帝的召命，

那又何須猶豫，左顧右盼，而不早早向主愛堂和天恩堂的弟兄姊妹透露這個

決定呢！ 

連任副監督，一方面使我如釋負重，因為聖靈感動我心繫天恩堂的弟兄

姊妹，能夠到任是上主給我的託付，也是我的喜樂和榮幸。然而另一方面，

要一個智慧和能力都不多，記性和反應都開始退化，也行將退休的「老人家」

同時肩負兩個如此繁重的職事，坦白說，我內心不無戰兢和恐懼。縱然信義

會組織大綱及組織章程實施細則內，有關副監督的職責只有以下兩項： 

第四章 監督及副監督  

第三條：副監督  

第一款：副監督襄助監督處理會務。 

第二款：在監督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或經監督之委託，得代理監督職務。 

但就過去三年與張振華監督的分工，以及副監督這職銜所需要負責的工

作和會議來說，我真的需要加倍的精神、體力和靈力，才能忠心和盡心地履

行這兩個上帝藉教會給我的召命和託付。 

連任副監督，給我最大的感受和憧憬，就是在未來三年能夠深刻體會保

羅的屬靈經驗：「主耶穌的恩典夠我用的，因為祂的能力是在我這如此軟弱

的身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在新的任期裡，求主幫助、憐憫我這個軟弱卑微的罪人，加我信心、愛

心和盼望！也祈盼眾弟兄姊妹常常記念您們的僕人，副監督，也多多為我禱

告！誠心所願。 

信義報（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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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為你 

楊志成 

 

恩主耶穌，他改變了我，教我永不改變按

衪心意而活。 

未信主之前，覺得生活艱難，前路茫茫。信主之後，學懂放下自己一些

大錯特錯的想法，衪領我走出困難，重新振作與重建，衪在十字架，為我們

捨身，用寶血洗淨我罪，使我重生，我很想用我的一生，見證祢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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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聘請堂務幹事  懇請大家代禱記念，求上帝帶領合適同工共建神家  

 各堂崇拜事奉人員招募  現正招募各堂崇拜事奉人員，請各位踴躍參

與，共建神家。  

 教友年捐  經執事會議決，2017年捐維持於200元，籲請教友奉獻。 

 成人、嬰兒及孩童洗禮、堅信禮、過會禮或轉堂禮  如欲於聖誕節

當日領受聖洗禮、堅信禮、過會禮或轉堂禮者，現已開始接受報名申請，

請向辦公室索取表格。截止日期：2017年11月19日。(聯絡人：陸振

耀牧師) 

 教會清潔日  將於11月19日(主日)下午2:00進行教會大清潔及聖誕

佈置，籲請弟兄姊妹、團契、小組踴躍參加，大家一同為天恩家清潔。

請到辦公室報名。 

六十四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及愛筵 

感謝天父上帝的眷顧與保守，天恩堂將於 2017 年 12 月 3 日 (主日 )

舉行六十四周年堂慶。  

 

在這充滿恩典與喜慶的時刻，我們於合堂崇拜後在副堂設有愛筵，費

用全免。誠意邀請弟兄姊妹認獻食物或金錢。如有感動的弟兄姊妹可

在大堂招待處登記，以便大會跟進。  

詳情請聯絡何愛蓮執事、何鳳英執事、林美蘭執事、鄭振宗執事。  

 

註 :當日不設幼兒崇拜及兒童崇拜，請家長帶同兒童一起參與堂慶感恩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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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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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友電子系統」資料收集進度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7 日共收到 219 份(手寫版)及 159 份(電子版)
「本堂教友/非本堂教友更新資料登記表」。第一階段登記經已截
止，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仍會接受第二階段的登記，第二階
段教友資料將於 2018 年 4 月後才更新。現呼籲各弟兄姊妹盡快遞
交更新資料登記表。請各位務必踴躍參與，共建神家！ 
更新資料登記網頁: https://goo.gl/brKbM2 

個人照片上載電郵:graceelchk1@gmail.com 

電子登記進程表如下： 
 2017 年 9 月尾：第一階段截止登記。 
 2017 年 8-10 月份：辦公室輸入及更新教友資料。 
 2017 年 10-12 月份與電子教友系統承辧商聯絡，建立完善教友

系統。 
 2018 年 1-3 月份試行及測試電子教友系統，並同時保留原有的

點名系統。 
 2018 年 4 月 1 日開始全面實行電子教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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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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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玉環楚門堂的十字架被火燒方式強拆。 

 

強拆數以千計十架 重判宗教領袖 

 

習近平上台

至今，對宗教敵意

明顯。全國數以千

計教堂、十字架遭強拆、基督徒領袖被以

各種藉口抓捕甚至重判。隨新修訂的《宗

教事務條例》預計明年初實施，諸多條款

將趕絕家庭教會，並將在公共領域消滅宗

教的符號合法化。 

教會被迫唱紅歌頌揚黨 

「總體上對宗教管制越來越嚴，這是肯定的！」有要求匿名的浙江基督

教家庭教會牧師告訴《蘋果》記者：「2011年我們聖誕可以公開去街頭宣教，

現在不光家庭教會不行，（經官方註冊的）三自教會也不可以；那時我們可

以在酒店租個大廳邀請上千人公開佈道，現在想都不敢想。特別是宗教法實

施的話，針對家庭教會而來，確實會非常艱難。」很多家庭教會目前只能以

讀書會、音樂會名義租場慕道，如果打壓再加重，他們就準備分散成小組到

家庭裏去。 

去年 4月，習近平要求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各宗教堅持「中

國化」。今年十．一，上海等地大型三自教會舉行慶祝活動，大唱紅歌頌揚

黨。據該匿名家庭教會牧師說：「這肯定違背聖經教導，但如果不配合，當

局就在肉體上限制你，像顧約瑟弟兄。」顧約瑟是浙江省官方基督教協會前

會長，因反對拆十字架，今年初被當局以挪用資金罪逮捕。 



30 

 

浙江作為全國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區，2013至 2016年間有超過 1,500

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眾多信徒因抵抗被捕：金華市家庭教會牧師包國華夫

婦被以經濟罪判刑 14年和 12年；基督徒律師張凱被關押並強迫上電視認

罪。 

2017年 10月 07日《蘋果日報》 

 

土耳其千年古墓 疑挖出「聖誕老人」本尊遺骸 

全世界許多小孩心中，聖誕老人是真有其人，而且住在寒冷的北極，但

考古學家日前的驚人發現，可能會打破孩子們的想像。土耳其考古團隊宣稱

在一座古老教堂的下方，尋獲疑似為聖誕老人本尊──基督教聖人「聖尼古

拉斯」的墓穴。這座 1千 7百多年前的墓穴中，可能保存著聖尼古拉斯的完

整遺骸。 

考古人員發現完整墓穴 

土耳其考古學家透過電子探測，發現在戴米雷

區（Demre）聖尼古拉斯大教堂正下方，有一個可能

為聖人長眠之地的空隙。戴米雷區位於土耳其西南

安塔利亞省（Antalya），過去曾是土耳其古城米拉

（Myra），也是出生於西元 4世紀的聖尼古拉斯

（Sanctus Nicolaus）長大之地。 

安塔利亞省古蹟調查局（ Surveying and 

Monuments）局長卡拉貝拉姆（Cemil Karabayram）

表示，探測結果顯示「地面下的墓穴狀況良好」，

「我們相信這些遺跡目前沒有受到任何損害，但由於教堂的地板上有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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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必須把地磚一塊塊小心移除後，才能進入。」他也表示，這項將受到

全世界矚目的挖掘工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這項發現可能找到聖尼古拉斯保

存良好的遺骸，更可能為安塔利亞省帶來可觀的觀光收入。 

生於羅馬時代的聖尼古拉斯是名虔誠的基督教徒，當時基督徒遭受政府

迫害，被迫在放棄教徒身份與遭受處決之間擇一，聖尼古拉斯因堅持自己的

信仰而入獄數年。除了他對基督教的忠誠以外，他的慷慨、謙遜，也使他備

受基督宗教教徒敬重。 

著有《聖誕老人傳記》（Santa Claus: A Biography）一書的歷史學家

鮑勒（Gerry Bowler）指出，13世紀開始，民間盛傳兩則他的神蹟：聖尼古

拉斯曾贈送黃金給負債的父親，解救他的 3個女兒淪為妓女；他也復活了 3

名遭到旅店老闆肢解的小孩，這使聖尼古拉斯成為小孩的守護神。 

聖尼古拉斯送禮使者的形象而後傳到美國，經過作家、詩人與插畫家的

描繪，逐漸變成了今天樣貌。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1809年

出版的《紐約外史》（Knickerbocker's History of New York）中，率先

將聖尼古拉斯描述成一邊抽著煙斗，一邊搭著飛天馬車，四處

贈送禮物給乖孩子的老人。而後有著「美國漫畫之父」之稱的

插畫家納斯特（Thomas Nast）將聖誕老人畫成身穿紅衣、有著

長白鬍鬚的慈祥爺爺，從此奠定了我們常見的聖誕老人形象。 

 

聖尼古拉斯遺骸位置爭議不斷 

由於聖尼古拉斯在天主教與基督教地位崇高，一旦他的遺骸出土，將是

宗教界的大事。因此，聖尼古拉斯的遺體究竟在哪裡，學界爭議不斷。 

在土耳其考古學家投下這個震撼彈之前，考古界普遍相信，11世紀十字

軍東征時，土耳其古城米拉遭到阿拉伯人佔領，義大利水手偷走聖尼古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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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骸，並將之帶到義大利東南角巴里（Bari）聖尼古拉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Nicola）的地下室。但卡拉貝拉姆表示，他們在研究舊文獻時發現，

被帶去巴里的遺骸其實是另外一名祭司，而非聖尼古拉斯。 

對此說法，專門研究這位聖人的「聖尼古拉斯中心」（St. Nicholas 

Center）表示，除非有新的證據，否則他們依然堅信聖尼古拉斯的遺骸在義

大利，並批評土耳其考古團隊「言之過早」，「就算真的發現了遺骸，也應

該先交給國際專家檢測是否為真。」該中心代表梅爾（Carol Meyers）不諱

言地表示，「土耳其想必是希望藉此促進觀光發展。」 

2017年 10月 06日《風傳媒》 

 

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接見希拉里翁總主教 

教宗方濟各 9月 26日中午

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接見了

莫斯科及全俄羅斯東正教對外

關係部門主席希拉里翁

（Hilarion）教省總主教及其

隨員。此前，教宗方濟各曾與

希拉里翁總主教數次見面，除

了增進彼此的友誼和對話外，

也就天主教會與莫斯科東正教會在世界面前為基督共同作出的見證交換了

意見。 

今年夏天，聖尼各老的聖髑被送到俄羅斯，首次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展

出，數百萬信徒前去瞻仰。天主教會和莫斯科東正教會都很尊敬這位聖人，

這次聖人聖髑的展出對進一步增進兩個教會的關係極其重要。 

2017年 9月 27日《梵蒂岡電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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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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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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級組試辦分隊隔周六 10:30am－12:00pm

集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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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誠邀弟兄姊妹參與基督少年軍導師的服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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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心志參與服侍者，請與陸牧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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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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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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