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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幻原是永恆 

 
王桂枝                 

首先感謝陸牧讓桂枝成為麥籽集一份子！

2018 年新開始，有幸能當主編，感謝主！ 

常言道：「等待是一門學問！」人總會遇上逆境，我們當基督徒不一定

一帆風順，故神要我們在當中不只學習鍛練耐性，更重要是對神保持堅穩的

信心，靈命日增！以下的故事望能為灰心的肢體鼓舞。 

離開舊公司已一年有多，待業期間，上帝賜我照顧家人的時間，待其身

體慢慢康復，才是找工作之時，可惜不斷碰釘子。在偶然的機會下嘗試創辦

工作室成為興趣班導師，不久便接到大公司邀請為二十名學生授課。那半年

參與日租市集和接收零碎訂單，心想這樣下去如何維持生計呢？！又重新努

力尋覓工作機會，可惜又落了空！自己不斷的反思原因何在？錯在哪？幸好

天恩堂的一班牧者、朋友、街坊不斷的關心和慰問，更獲家人支持，心情才

好一點。雖有心灰意冷之時，但說實話從沒責怪過神，我知道祂必為我預備

出路，因父母必定將最好留給子女。 

今年七月經舊公司高層介紹到其電視媒體工作，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接

受了，雖待遇不大如前、感覺不會長久，但我依然努力管理和定立制度，也

不介意搬搬抬抬，上司感到大材小用，望能為我轉職，還給我升職加薪機會。

正在考慮之時，突然收到舊僱主的面試邀請，心想又是抉擇之時，我該如何

取捨？或許失敗次數太多，讓我麻木了吧！本應十分高興，反持平常心面對，

又一次感謝主！最後成功獲聘了。新工作為自己添上煥然一新之感，重新出

發、重新學習。上工前天左腳十分酸痛，只能一拐拐的走，我向神禱告，誰

知一覺醒來竟一點也不痛。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

音 7:7」 

感謝神的帶領，一直抱著的信念沒錯，錯的或許是未合時機吧！我們既

有神的保守，更要以祂為榜樣，多關心弟兄的需要，將愛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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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茹牧師 

靈修及學習之旅 

感謝上帝恩典，讓我從九月開始，

有半年時間進修假，可以在神學院進

修、參加靈修操練的靜修營及活動，

藉此重新得力，在日後更好服侍上帝

及教會。 

在九月底我參加了一個靈修及

學習之旅－「保加利亞東正教學習之旅」，九天旅程很豐富，透過參觀教堂

及修道院，除了對東正教有多些認識之外，在靈性上也有得著，借此機會與

大家分享其中之點滴。 

保加利亞有 82.6%是東正教信徒，所以當地有很多具歷史和宏偉的教

堂及修道院。雖然每一間教堂各有特色，但教堂內外都有共同之處。在教堂

外形上與西方的有很大分別，東正教教堂頂是圓形的，像一顆「洋葱」。按

陳國權牧師的講解，原來教堂內外設計上都有其屬靈意義：上帝與我們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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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堂內圓頂是基督君王像，當抬頭仰

望就見到基督祝福地上的人，衪與我們很接

近，體驗衪與人親密的關係。此外，在教堂

內前端置放着高十餘呎的圖像屏風，把至聖

所與教堂中殿分隔。圖像屏風上陳列的圖像

共分五排，最高一排的圖像是舊約的諸族長，

由亞當到摩西，排列正中的是三位一體上帝

的像，它反映宇宙萬物由上帝所造的思想。

第二排是眾先知像，由摩西到基督，正中是

聖母懷子的像。眾先知手執經卷，卷上記錄的是預言道成肉身的聖經經節，

預表新約教會。第三排主要是新約的十二個神蹟，也是歷代東正教徒所慶祝

的十二個大節日。第四排圖像是指祈求或代禱。這圖像中的基督，端坐在天

上的寶座上，意味著衪是審判世人的王。站在衪兩旁的是聖母和施洗約翰，

他們正為世人的罪和救贖祈求基督。在

兩旁圖像分別有使徒、聖人及天使長。

這排圖像說明了教會在世的目的，乃是

為世人祈求平安，免受基督的審判。第

五排圖像的正中是聖門，聖門是進入至

聖所必經的通道，司祭從聖門把聖餐帶

出屏風，進入信徒群體中施發。這座圖

像屏風產生了一種連接作用，它將兩個

不同的世界：天和地、地上的教會和天

上的教會連接起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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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置身在教堂內，有一種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帝是人千古保障，衪

的愛無條件從上傾流而下，基督道成肉身，在十架救贖恩典，人可以藉聖餐

禮與上帝結連融合。雖然人活在罪世中，但有一種在世生活的動力和屬天的

盼望，因為上帝是與人同在，我們盼望是將來在天上的福樂，在罪世中難免

面對各種困難，就如基督耶穌和施洗約翰所遭遇的，使我們可以因信得平安

和喜樂，不再介懷罪世中的種種經歷，相反是有一種動力效法基督，過稱義

成聖的生活。 

在旅程中，內心常常湧現這首詩歌：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是人居所，抵禦風雨， 

是人永久家鄉！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我將來希望，是我此世可靠護衛， 

是我永久家鄉。 

1陳國權著：《臻善之境》，頁 5-9。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詩篇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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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泰國工場 

東北區 

1. 最近往白村 Ban Bak服侍，帶領學習英文的一位初中女學生吉蒂在禱告決

志信主，她主動要求返教會。另一位是我的鄰居阿布，已向她傳福音有一

段時間，她被聖靈感動，最近我與滿恩堂的姊妹為她禱告，她決志接受主

耶穌為她的救主。為吉蒂和阿布的信仰生命禱告 

2. 為取得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感恩。 

～～你的同工 : 雪玲～～  

曼谷 

善用十二月份學校假期溫習讀寫泰國字母，明白字母學寫竅門代禱。 

～～ 宣教僕人：Amy～～ 

 

 

 

 

 



9 

 

柬埔寨 

在大家不住的禱告下，主回應了！祂預備了一位女同工 Nary 的到來，她的

出現實在是好得無比。在聘請的過程中，經歷了主的大能，讓我明白，禱告

是要求主成就上帝的旨意，求主幫助我們在主裏合一。 

～～ 儲備宣教士：以斯帖～～ 

東島工場 

1. 求主幫助新來的 20位高中大學生學習普通話。 

2. 為東島政府在明年執行宗教法例更嚴厲祈禱。 

～～你的弟兄：曙光～～ 

 

本會海宣 

本會 2017年推出興建工程籌款目標港幣 600萬元，1-11月籌得

$3,395,821.36港元，請記念。 

～～你的同工：Anita ～～ 

天恩堂 

教會由 2006在葵盛五座宿舍服侍，自 2017年首開始葡萄樹計劃，幫助舍員

更清楚認定歸信上主，亦得到家長支持，現有 18位舍員在聖誕節受洗歸到

主名下、求主幫助教會與社會服務在福音事工合作之下成為服侍對象的祝福，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上帝。 

請為宣教年會各項預工、年刊設計準備等代禱、求主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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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成 

 

書名：耶穌如何改變世界 

作者：奧伯格 (John Orberg) 

譯者：屈貝琴 

出版：校園書房出版社 

ISBN：978-986-198-472-8 

2015年 11月初版 

共 342頁 (共 15章) 

這本書讓我明白世界的發展與耶穌

的影響力，有着息息相關；書中提及耶

穌讓基督徒認識衪，對世界的眼光與標

準有所不同，我們在這世代又如何自處呢？就讓我們認真分辨那些是世界化

的生活，而那些是跟從主的生活，做一個真正屬主的人。 

我們活在訊息萬變的世界裡，自然就順理地去適應現今的標準。在電子

產品的普及化底下，耍樂佔去我們生活的大部份時間，失去了關懷鄰舍，愛

人如己的心，又如何有空閒去思想及去服侍主耶穌所愛的人呢？世界化的生

活已漸漸迫近，我們需要警醒，歸回與尋求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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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何鳳英 

 

感謝主﹗呼召我，使我可以做兩年的執事。第一年在成年部學習，今年

在長青部事奉。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我非常喜愛成年部，更欣賞他們的小

組制。每位組長都是我學習的對象，每位組員都成為我的導師，他們每一言、

每一語，都是我要學習的，尤其是他們熱心愛主，甘心樂意地侍主愛人的精

神，我真是望塵莫及，追不上。深深體會到方牧師在執事訓練班所言「執事

的揀選」中，原來我本無資格勝任，只因「形勢的需要」，才暫時充當執事

一職，期盼能拋磚引玉，將最好的呈上。 

我真捨不得離開成年部，她們是教會的骨幹，我尚要在此學習和成長。

然而長青部又是我所愛的，而感情又是最深厚的，目睹長青部兩位執事都要

休息，我不期然地走向長青部，願主幫助我成為他們心目中的執事，可以和

他們一起侍主愛人。 

還記得我剛退休時，隨母親進入盛恩團參加聚會。她們的團訓是「他們

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詩 94︰14) 故當我對

她們說 2018年教會的主題是「歸回、安息﹗」，我勸她們停下來，想一想，

我們應如何歸回安息？事奉是喜樂的，也是主所悅納的。但是，我們要清楚

自己的體力，我可以承擔嗎？我洗碗，也會腰痠背痛，何況她們呢？她們大

多數都將近 80歲，體弱多病。故我提議有些事奉，我們要薪火相傳，將主

責交出來，自己只是參與，而不再背著連自己也背不起的擔子。她們起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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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不事奉，有違團訓。其實，她們一直都在事奉，她們愛主愛人，不停

為教會、為家人、為鄰居、為親友禱告、傳福音，已是最好和最美的事奉。 

陸牧師主責長青部，他對我說︰「活力長青團是大團，藍恩團和盛恩團

是小組。」我聽後，非常喜悅，真的很清晰。這和成年部的大團小組一樣。

其實，盛恩團一直以來都分為四組，每組負責每月一次的事奉，組長負責致

電組員，提醒她們返教會聚會，也會關顧她們。今年，主感動張銀嬌姊妹來

長青部事奉，她還會開組長訓練班，使各組長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職責，發揮

小組功能。感謝主﹗另外，最高興的是陸牧師邀請李國華教士成為我們長青

部的顧問。她開創活力長青團，希望年長的弟兄姊妹也有團契的生活。而我

剛從成年部轉來長青部，目睹教會各部多以小組形式過團契的生活，得知恩

青小組進入成年部，這令我萌生新觀念，成年部有些小組也可以進入長青部，

他們不改變平日小組的聚會形式，只是參加大團(活力長青團)的聚會，達到

教會分齡牧養的果效。 

天恩堂是主的教會，教牧常說我們是一家人。我認同分齡牧養有其好處。

但是，我又想有家的感覺，長幼共敘之樂，故切望青少年教牧可在暑假期間

安排青少年在星期三的一個下午來盛恩團和我們共聚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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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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分享文章 

 

 

懷念生命勇士－李冠軍弟兄 

 

 林靜茹牧師 

轉眼間，我認識冠軍弟兄已

有十多個年頭，由於他在孩童時

患病致嚴重殘障，身腳不能活動，

需要臥床，長期在院舍生活。在

荃灣舊堂時期，他和父母已經領

受聖洗禮及出席聚會。後來賈永

振牧師看到他的需要，就幫助他

申請上環東華東院院舍，在院舍悉心照顧之下，渡過他的一生。 

雖然冠軍弟兄是殘障人士，但在認識他的人眼中，他卻活出愛主愛人的

生命。在每次的探訪，我都會被他對主的信心及剛強的生命激勵！ 

 

堅定的信心 

冠軍弟兄喜歡唱詩歌及聽聖經，每次他都會很清楚背誦主禱文及使徒信

經，可見他對主堅定信靠，就算受身體限制，也沒有成為攔阻。他更渴慕領

受聖餐，當我將餅和葡萄汁放入他的咀裏，他的臉容都充滿感恩及滿足之情。

我也被他愛主的心所感動，與主結連的生命，真的何等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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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的心 

在每次的探訪，冠軍弟兄沒有發出任何怨言，口中只有問候和祝福，他

很掛念在他年少時候，曾經幫助過他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對主的愛和信心，

很自然湧現對人的關愛。沒有受自己的殘障影响，只要求其他人對他遷就和

服侍，相反是他無盡地送上祝福！ 

剛強和勇敢的生命 

雖然冠軍弟兄終生臥病在床，就算是飲水也要人幫助，但他的生命沒有

流露自怨自艾，在他的臉上只有笑容和自信，因為有主同在，他的生命不一

樣！他的剛強和勇敢給我很大的激勵，特別在我軟弱之時，提醒我要靠主剛

強和勇敢面對難行之路！ 

冠軍弟兄已於十月十八日主懷安息，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為他舉行喪禮，

最後以「有一美地」詩歌送別他！感謝天父讓我認識冠軍弟兄，從他的生命，

讓我得著祝福！ 

 

 

 

 
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傳道書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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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使者 

洪盛霞牧師 

我們都很愛自己的教會，盡心盡力服侍教會；我們沒有單顧自己的事，

也顧及弟兄姊妹的事(腓 2:4)；無論教會發生甚麼事，我們都會默默為她流

淚禱告；這個可愛又可憂的家是主耶穌帶我回來的，她承載著我們無數的歡

笑和眼淚。我們從沒想過有一天竟然不能自由回來…… 

 

這是不少年長弟兄姊妹的心聲或處境。他們不能自由回來，並不是被禁

止回來，乃是隨著年歲的流逝，健康和體力都流逝了。他們可能要長期臥床

或以輪椅代步，他們的精神容易疲累，出入都需要家人或傭人陪同。人在家

心在教會，每逢主日倍思親—教會內的弟兄姊妹；有些長者感到與教會關係

疏離了，甚至切割了；若他們愛教會的心切，這種被遺棄的感覺更強。 

 

作為牧者，我可以為這些年長肢體帶來上帝的安慰，耶穌的聖餐及教會

的慰問，若有弟兄姊妹一同前去探訪，讓長者可以與探訪的弟兄姊妹同領聖

餐，這對他們是更大的安慰和鼓勵；也可使他們經驗到無論任何情況，他們

仍是與基督相連結，也與教會相連結的，這是一件何等美的事。 

 

天恩堂快有六十五年歷史，當中的長者自然為數不少。作為青年及壯年

信徒，當然可以奉主耶穌之命前往探望及關顧年長的弟兄姊妹，並慕道者，

將教會的愛帶到有需要者前，讓他們感受到道成了肉身的基督耶穌仍在他們

當中（太 25: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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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的家鄉 

何友蓮 

最近上了一個由拉撒路會舉辦的生命關懷講座，內容主要是教導我們如

何面對死亡。在講座中對我有一點兒反思和對死亡的一、二事，願與大家分

享。 

 

中國人對死亡多多少少都有所忌諱，有一群大學生搜集了對死亡的中文

委婉詞就有三百四十個，例如：走了、返回天家，離開世界…等等。 

 

（民數記二十 27）摩西、亞倫、以利亞撒三人上山，將亞倫的聖衣脫下

交給他兒子以利亞撒穿上，亞倫死在山頂，其餘兩人下山……，這是一幅多

麼平和中帶有一點傷感的畫面。 

 

（申命記三十二 48～50上）耶和華告訴摩西說，他要上亞巴琳山中的

尼波山，在摩押地，與耶利哥相對，觀看迦南地，並且死在山上。 

 

亞倫和摩西，以至到母親都是預早被上帝告知他們即將離世的福氣，上

帝的恩典從亙古到永遠都是不變! 

 

如果上帝告訴我返回天家的日子，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相信媽媽有這

個福氣!回想兩年多前的受難節翌日早上；媽媽安祥離世。她離世前幾天已

告訴我們現在正排隊回天家，很快便會與主相聚，叮囑我們倘若有工作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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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午夜時分，不要趕往醫院向她話別。雖知大家將來會在天家相聚，但

憐憫人的上帝在媽媽離世的清晨，讓每位親人、教牧與她的朋友一一向她話

別。 

 

有一位婦人看著搬屋工人將家具衣物搬離舊居，環顧四周空盪盪的房子，

回想曾與丈夫與兒女在房子渡過的歲月，不禁潸然淚下。搬運工人看見便說：

「太太，這裡又殘又舊，不能再住了！妳的新居較這裡好得多。」婦人聽後

便欣然接受離開舊的居所。 

死亡就像離開舊的居所，住在主耶穌為我們預備的更美家鄉。  

 

(約翰福音十四章 1-3節)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

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

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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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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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公告 

 

 

 

執事會公告(2017年 11-12月) 
 

1. 通過正式接納黃明宣教師通過試用期，並且繼續聘任為本堂教師。 

2. 通過委任林靜茹牧師、黃明宣教師、何鳳英執事、黃麗屏姊妹成為本

堂 2018年慈惠小組成員。 

3. 通過委任李國華教師、何鳳英執事成為 2018年基督教華人聯會代

表。 

4. 通過提名何友蓮執事、何愛蓮執事、湯池執事、張兆鋒執事、羅雋怡

執事出席本會 2018年代表大會。 

5. 通過 2018年增設早場婚禮借堂(時間:10:30至 12:30)及通過 2019

年婚禮借堂調整收費。 

6. 通過接納聘請翟佩思小姐為堂務幹事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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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話：                     

都是上帝的榮耀，都是上帝的工— 

回顧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活動 

張振華監督 

我們要生活多達六個人生才可經歷一次五百周年，所以我們能夠遇上教

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其實是很大的恩惠。本會在過去兩年籌辦了多項紀念活

動，現在差不多進入了尾聲。在這裡分享一些心路歷程，亦希望能對教會未

來發展有所啟迪。 

我在二零一四年七月擔任監督的崗位，沒有定意策劃一連串教會改革運

動五百周年的活動，這只是延續著二零一二、二零一三年擔任執行幹事時的

工作。事緣之一是戴浩輝博士是世界信義宗聯會（LWF）籌備教會改革運動

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顧問，所以早在二零一二和二零一三年，他向當時的陳

堅麗監督報告有關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訴我們 LWF 在二零一七年之前

的五年，每年訂定一個主題，如「路德與詩歌」等等，戴博士提醒我們身為 

LWF 成員之一，也須有所回應。另外，我當時被派往「香港信義宗聯會」擔

任執行委員，聯會亦關注此事，早在二零一二年，就委派我負責在真理堂舉

辦「教會改革運動四百九十五周年聯合崇拜」。其三，在二零一四年七月擔

任監督之後，不斷收到 LWF 籌備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消息，特別是在二零

一七年五月於「納米比亞」舉行的第十二屆大會等等。今天回顧這些事情，

很清楚自己的領受，這是上帝使用這個周年紀念來帶領香港信義會步入一個

新的面貌。我們在與不同教會的交往和聯合活動中，就帶出本會是一個教會

的形象來。我想強調的是我原初並沒有這個目標，只是一路在跟進工作時，

就促成了這樣的果效。當中最感恩的是和天主教香港教區於二零一七年七月

十四日舉行的「聯合祈禱會」，特別感受到這是上帝奇妙的帶領。與其相信

可以由幾個人促成兩年的活動，倒不如相信這是上帝的帶領。所以在未來，

我們要跟隨主，同心建立教會，以一個教會的領受去做更多福音工作，以一

個教會的氛圍將堂會、學校和社會服務的工作發揮得更好。 



20 

 

過去幾年，由常務委員會設立的「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籌備委員會」

舉辦及推動很多活動，再加上參與由信義宗聯會舉辦的聚會，實在值得記錄

下來。按時序排列，包括：嘉年華會（二零一六年七月二日）、培靈研經大

會（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步行籌款（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

五日）、「我們的遠象—基督徒對香港的承擔」講座（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

六日至二十九日）、與天主教香港教區聯合舉辦「從衝突到共融—聯合祈禱

會」（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佈道大會（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

十七日）、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聯合崇拜（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聯校教師發展日（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另外有五個朝聖之旅：以色

列信仰之旅（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德國改革之旅（二零一

六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日）、北歐探訪之旅（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

一日）、美國交流之旅因人數不足取消、河南尋根之旅（二零一七年七月十

三日至十八日）。出版方面，有《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系列四本、《我們

的遠象—基督徒對香港的承擔》、《信徒箴言》、《道聲月曆 2017—教會

改革運動的對話》、《從衝突到共融》和其他相關書籍。此外，還有很多的

讀書會，堂會的專題講座，首日封、紀念 T 恤（三色）及風褸、放大鏡書籤

和文件夾等等。 

今天回顧，十分感恩。所有活動都邀請教牧同工帶同弟兄姊妹一同出席，

我為所有事奉人員、參與聚會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感恩和鼓舞，因為在當

中領受到上帝大大地感動你們，使你們明白上帝設立教會以牧養信徒的美意。

特別感謝籌備委員會余瑞堯主席及一眾委員在各項活動中的參與，他們的努

力落實了一切活動，也感謝教會事工主任羅雪雯牧師在承擔本身的工作之餘，

全心全力地安排每一個活動的細節，特別是籌備朝聖團的工作，簡直是做了

半份旅行社的工作。感謝執行幹事陳惠賢牧師帶著不同教會的同工組織聯合

崇拜的各項工作，令參加的弟兄姊妹都心被恩感歌頌上帝。期望你們看見這

些都是上帝的工，都是上帝的榮耀，我們是僕人，盡心盡力而行。此時此刻，

我們香港信義會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都將一切榮耀尊貴全歸給我們三位

一體的上帝。願上帝在未來繼續帥領我們，傳承福音使命，領人歸主，服侍

人群。 

                                        信義報（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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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無隔膜 

楊志成 

 

信仰叫我重整生命，將靈性從紛亂的世界

裡抽出來，不再輕易受世界影響自己屬主的心

志，免受世界的物慾和權勢的操控；在這個重新生命來臨以前，自己只不過

是個無知的罪人，現在我仍是個罪人，但至少認識了主，只要跟從衪、敬畏

衪，以衪的心為心生活與事奉，深信衪必給予無比的喜樂；在醫院裡有不少

病人曾對我說：『你看來很開心。。。』其實我只不過是樂在工作間，不用

對人有偏見，與我同部門的一位同事跟我成了很大對比。我回答他們：「我

是返基督教會的，願能每次盡力跟從耶穌心意而行，祂必給我喜樂。」但願

我繼續學習、繼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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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聖誕節崇拜聖洗禮及過會禮  恭賀卓衍輝弟兄、勞健志弟兄、李鴻
輝弟兄、陳祺德弟兄、周國權弟兄、高志生弟兄、陳錦明弟兄、黎柏
源弟兄、區永成弟兄、林華基弟兄、黃美芝姊妹、莊德娥姊妹、陳楚
瓊姊妹、楊美妮姊妹、周金蘭姊妹、黃玉瓊姊妹、陳彩梨姊妹、李燕
萍姊妹、鄧美友姊妹、馮浩賢弟兄、陳玉金姊妹、鄭偉文弟兄、譚嘉
敏姊妹、鍾雪雲姊妹、梁穎彤姊妹、李雪芳姊妹、林曉昕姊妹、潘詩
韻姊妹、關永裕弟兄、林英麟弟兄、黃葉蓉姊妹、袁亦欣姊妹、林建
超弟兄、曾恩悅小朋友 (父：曾宏恩，母：陳明麗 )、陳心悅小朋友 (父：
陳家聲，母：甘鳳媚 )、鄭蘊澄小朋友及鄭駿翹小朋友 (父：鄭偉文，母：
譚嘉敏 )於2017年12月25日在本堂接受聖洗禮；梁偉文弟兄、陳少
琼姊妹及陳以紅姊妹接受過會禮，正式成為本堂肢體，懇請弟兄姊妹
為他們的信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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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幔詩班及大衛詩班員招募  希幔詩班及大衛詩班現正招募新詩班
員，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與黎翠鳳執事及羅寶娟姊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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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教友大會 
2018 年度教友大會於 2018 年 1 月 21 日 (主日 )合堂崇拜後舉行，
主要報告 2017 年度事工及財政報告，並通過 2018 年度事工計劃
及財政預算。  

合堂崇拜於上午 9:30 舉行，  
敬請各位教友預留時間出席，亦歡迎慕道朋友列席參與，  

關心教會聖工發展，一起同心共建上帝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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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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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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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呼籲尊重耶路撒冷現狀 

 

在美國

總統特朗普

週三宣佈美

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之前，

教宗方濟各表示「十分憂慮」耶路撒

冷近日的發展，呼籲各方按聯合國決

議尊重耶路撒冷的現狀，以「智慧和

謹慎」避免令全球爆發進一步衝突。 

 

教宗在每週舉行的公開接見活動中向數千名信眾表示，他「十分憂慮」

耶路撒冷近日的發展，聲稱那是一個獨特的城市，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

蘭教的聖地，對和平有特殊職責。他呼籲各方按聯合國決議尊重耶路撒冷的

現狀。 

 

他為了聖城、中東和全世界的利益而祈禱，希望保留和加強耶路撒冷的

地位，呼籲以智慧和謹慎，在全球已發生眾多殘酷衝突的情況下，避免增添

新的緊張元素。教廷梵蒂岡一直尋求國際保證耶路撒冷的地位，維護它作為

猶太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聖城的地位。 

 

特朗普週二致電巴勒斯坦領袖阿巴斯後，梵蒂岡表示方濟各在阿巴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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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提議下與他通電話。方濟各週三較早前接見了一個預先安排的巴勒斯坦宗

教和學術代表團，表示希望巴勒斯坦人民和平興盛，並呼籲就尊重聖城所有

人的利益進行對話。 

 

方濟各在 2014年曾訪問耶路撒冷，而教廷在 2015年承認巴勒斯坦國。 

2017年 12月 6日《頭條新聞》 

 

嘆為觀止！以色列發現 1500年前基督教馬賽克 

今年 8月，以色列考古學家發現一幅具有 1500年歷史的基督教鑲嵌圖

案，據考察它是教堂或修道院的地面裝飾。11月 23日，以色列正式宣佈了

這一消息。 

 

據福克斯新聞（Fox 

News）11月 25日報導，

專家在地中海沿海城市

阿什杜德蔭（Ashdod-Yam）

挖到了這塊馬賽克圖案，

該地目前屬於現代城市

阿什杜德（Ashdod）。今

年 8月考古學家就發現了這一令人驚嘆的古董，不過以色列古物管理局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直到 11月 23日才正式宣佈這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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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馬賽克上飾有希臘題字，給考古學家提供了重要線索。題字提到了古

格裡曆（Georgian calendar）中的一個日期，使專家能夠推斷該馬賽克所

屬建築物的修建時間。 

 

題字寫道，「在上帝（或基督）的恩典下，這一工作從打地基開始，就

在我們最聖潔、最令人敬仰的主教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的領導下興

建，時間是 292年第 3次古羅馬財產評價公告（indiction）的奧斯（Dios）

月。」 

 

古格裡曆的 292年對應於公曆的西元 539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賽格尼博士（Dr. Leah Di Segni）

在聲明中解釋說，這是以色列國土上發現最早使用的格裡曆。正是賽克尼破

譯了題字的內容。 

 

阿什杜德蔭是拜占庭時期（Byzantine period）的重要城市，不過它曾

長期埋在沙丘下，現在正逐漸的揭開秘密。 

 

證據顯示，格裡曆在以色列土地上真正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時期，

這也是以色列海岸首次發現格裡教堂或修道院。 

2017年 11月 26日《新唐人》 

 

 



29 

 

上帝與共產黨同在：越共如何把天主教徒轉化為黨員 

近期，越共搞了個大動作：

為削弱中北部義安省的天主教

徒勢力，成功把他們變成了黨

員。 

 

"很多天主教徒都加入了

共產黨，之後共產黨給他們錢讓他們繼續參加教會活動，並把活動情況彙報

給共產黨。"義安省瓊琉縣的神父鄧友南（Dang Huu Nam）確認了這一資訊。 

 

義安是越南最窮的省份之一。2016年，臺灣一家鋼鐵廠排放的有毒化學

品造成越南沿海魚類大批死亡，洩漏造成了越南最大的環境災難之一。當地

的教會團體帶領上萬漁民遊行，抗議台塑河靜鋼鐵有限公司和政府對污染處

置不力。這些漁民中很多都是天主教徒。 

 

為抵制天主教活動人士，政府在當地進一步設立了"天主教和平教區"。 

神父鄧友南告訴 BBC越南語記者，儘管地方政府沒有公開號召天主教徒

加入共產黨，但越共的策略就是要分離天主教徒和教會。 

 

11月 17日，Facebook流傳出一段據稱在義安拍攝的視頻。視頻中，一

群年輕的男女在越共黨旗下吟唱讚美上帝的宗教歌曲，背景則有"社會主義

和民族團結"字樣。越共一直在試圖讓越南的各宗教具有"社會主義及愛國"

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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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觀察了此現象、要求匿名的河內記者告訴 BBC越南語說："越共仍

然視宗教為資本主義保護自我的工具。因此，越共會一直關注各宗教的信徒，

尤其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 

 

"當前的越共策略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要靈活很多。一方面，越共想

展現他們不歧視天主教，另一方面，他們又試圖把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傳輸給

不同的教徒。" 

 

事實上，這場以"和平教區"為名的全國性意識形態宣傳戰已經取得了一

些成功。今年 7月，一名越共黨員曾稱，這場運動已經成功把達樂省庫昆

（CuKuin）教區的 100多名天主教徒轉為成了共產黨，只是這些成功的例子

都發生在偏遠地區。義安省是一個特例。自殖民時代起，共產黨和天主教徒

的嚴重衝突就一直存在。胡志明在 1930年成立了越南共產黨，幾個月後，

越共就發動了一場血腥的、針對殖民者法國的起義，並在義安建立了第一個

越南蘇維埃。此後，法國殖民者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有不少共產黨員因此喪

命。 

 

然而，1956年，為摧毀義安天主教的反共勢力，胡志明開始往義安派兵。

上個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訪問了義安，高度讚揚了當地的黨建工作。

在阮富忠訪問期間，上百名共產黨員在黨旗下集合前行。在彰顯擁護越共決

心的同時，他們抨擊了被他們稱之為“我們中間的天主教徒反動分子”的群

體。與此同時，在公共活動中播放教會歌曲也顯現出了作用：當局更容易說

服那些本來就想加入越共、致力於以上帝之名把所屬教區變得“和平”及

“愛國”的群體入黨。 

2017年 11月 23日《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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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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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經常賬)收入報告 
 

  預算收入 11 月份收入 累積收入 
與 2017年預算
百分比 

(A) 經常性奉獻 
    

    主日獻金 270,000.00  21,659.80  236,849.40  87.7% 

    什一奉獻 859,000.00  58,460.00  710,766.00  82.7% 

    月捐 1,400,000.00  130,540.00  1,118,149.50  79.9% 

    感恩捐 800,000.00  59,986.70  789,233.65  98.7% 

    年捐 90,000.00  14,900.00  58,450.00  64.9% 

    節期捐 10,000.00  0.00  5,750.00  57.5% 

(B) 特別奉獻 165,000.00  5,830.00  96,333.20  58.4% 

(C) 部門奉獻 
    

    (1)兒童部 18,000.00  853.10  18,432.80  102.4% 

    (2)少青部 8,800.00  19.00  2,811.00  31.9% 

    (3)青年部 3,500.00  533.00  6,050.60  172.9% 

    (4)成年部 9,600.00  5,550.00  12,050.00  125.5% 

    (5)長青部 46,000.00  2,378.00  23,748.00  51.6% 

    (6)敬拜部 10,500.00  0.00  1,966.00  18.7% 

    (7)信徒培育部 0.00  0.00  1,397.00  N/A 

(8)基督少年軍 0.00  660.00  7,705.50  N/A 

(D) 其他收入 49,200.00  11,220.00  33,925.35  69.0% 

總計 3,739,600.00  312,589.60  3,123,618.00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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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經常賬)支出報告 
 

  預算支出 11 月份支出 累積支出 
與 2017年預算
百分比 

(A) 教牧/傳道薪津 1,960,000.00  177,130.00  1,618,711.25  82.6% 

(B) 職工薪津 745,000.00  52,545.00  654,416.60  87.8% 

(C) 神學生實習津貼 40,000.00  0.00  0.00  0.0% 

(D) 教牧、執事(進修/會議) 25,200.00  1,282.40  20,569.80  260.6% 

(E) 人事福利津貼 205,000.00  18,041.00  183,305.88  89.4% 

(F) 部門支出     

    (1)兒童部 28,500.00  458.00  19,549.90  68.6% 

    (2)少青部 43,000.00  550.00  13,149.80  30.6% 

    (3)青年部 10,000.00  685.00  8,642.70  86.4% 

    (4)成年部 13,900.00  3,465.10  9,531.40  68.6% 

    (5)長青部 31,000.00  3,840.00  17,887.40  57.7% 

    (6)敬拜部 71,200.00  5,585.00  48,930.07  68.7% 

    (7)信徒培育部 36,000.00  2,332.00  12,779.30  35.5% 

    (8)天恩綜合家庭

服務學費資助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100.0% 

   (9)基督少年軍     10,000.00  1,661.50  17,115.70  171.2% 

  (10)關顧事工 34,000.00  5,964.70  19,993.15  58.8% 

(G) 辦公室支出 278,500.00  31,801.25  217,107.59  78.0% 

(H) 其他支出 152,600.00  11,361.00  116,919.78  76.6% 

(I) 本會百分比捐 340,000.00  25,900.00  284,900.00  83.8% 

(J) 華聯會收益捐 12,000.00  1,000.00  11,000.00  91.7% 

(K) 對外奉獻 0.00  0.00  5,000.00  N/A 

(L) 信義宗神學院 50,000.00  2,330.00  22,513.20  45.0% 

(M) 荃葵聯合活動 1,000.00  0.00  600.00  60.0% 

(N) 堂會活動 60,000.00  4,500.00  28,885.20  48.1% 

總計 4,191,900.00  395,431.95  3,376,508.72  80.5% 

11月份結算(虧損)$ 82,842.35    2017年度結算(虧損)$ 252,8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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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慈惠賬) 收入報告 
  11 月份收入 累積收入 

奉獻收入 5,201.50  62,269.50  

總計 5,201.50  62,269.50  

2017年 11月 (慈惠賬) 支出報告 
  11 月份支出 累積支出 

1. (節日)超市禮券 0.00  0.00  

2. 搬遷及生活費 0.00  32,314.00  

3. 學習津貼 0.00  350.00  

4. 醫療費 0.00  0.00  

5. 賑災(尼泊爾) 0.00  0.00  

6. 其他 0.00  6,000.00  

總計 0.00  38,664.00  

 

11月份結算(盈餘)$ 5,201.50          2017年度結算(盈餘)$ 23,605.50 

                               

 
2017年 11月 (差傳賬)收入報告 

  預算收入 11 月份收入 累積收入 
與 2017年預算
百分比 

(1) 差傳奉獻  385,000   23,860   354,446   385,000  

(2) 英文班收入 0 0   3,200  0 

(3) 銀行利息收入 0 0  18  0 

總計  385,000   23,860   357,663   385,000  
     

2017年 11月 (差傳賬)支出報告 

  預算支出 11 月份支出 累積支出 
與 2017年預算
百分比 

(A) 行政 31,700.00  2,520.00  26,668.00  84.1% 

(B) 宣教教育及活動 24,300.00  94.00  13,364.90  55.0% 

(C) 支持差會及福音事工機構 306,000.00  20,000.00  291,000.00  95.1% 

(D.1)本地福音事工 13,000.00  300.00  10,351.50  278.4% 

(D.2)拓展宣教儲備 10,000.00  0.00  0.00  0.0% 

總計 385,000.00  22,914.00  341,384.40  88.7% 

 
11月份結算(盈餘)$946.00          2017年度結算(盈餘)$ 16,2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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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維修賬)  收入報告 
  預算收入 11 月份收入  累積收入 與 2017年預算百分比 

(1)婚禮借堂奉獻 878,600.00  159,680.00  724,480.00  82.5% 

(2)事工借堂奉獻 10,000.00  0.00  12,300.00  123.0% 

(3)合一堂借堂奉獻 120,000.00  10,000.00  110,000.00  91.7% 

(4)港九培靈研經會奉獻 23,200.00  0.00  23,513.00  101.3% 

(5)天恩家庭中心奉獻 117,751.00  6,000.00  177,109.00  150.4% 

(6)6樓 B室教牧宿舍行政費 0.00  7,000.00  35,000.00  N/A 

(6)其他收入 0.00  388.00  3,804.00  N/A 

(7)銀行利息 0.00  90.97  949.42  N/A 

總計 1,149,551.00  183,158.97  1,087,155.42  94.6% 

2017年 11月(維修賬)支出報告 
  預算支出 11 月份支出 累積支出 與 2017年預算百分比 

(A)裝修工程     

(1)工程 180,000.00  14,170.00  152,522.00  85% 

(2)維修保養 320,000.00  5,060.00  135,675.39  42.4% 

(3)其他 100,000.00  0.00  74,485.00  74.5% 

(B)婚禮借堂     

(1)証婚牧師酬金 35,000.00  5,000.00  21,000.00  60.0% 

(2)車場管理酬金 10,500.00  259.00  4,674.50  44.5% 

(3)電費 43,000.00  1,200.00  6,900.00  16.0% 

(4)雜費 1,000.00  19.40  619.35  61.9% 

(C)其他     

(1)購置及消耗物品 20,000.00  1,405.40  25,025.18  125.1% 

(2)購置音響用品及損耗配件 20,000.00  8,420.80  8,450.80  42.3% 

(3)購置電腦用品 52,000.00  0.00  42,441.88  81.6% 

(4)地稅(天恩堂)/差餉(教牧宿舍) 120,000.00  0.00  112,880.00  94.1% 

(5)馮鎰社會服務大樓大型維修費 108,000.00  0.00  107,586.00  99.6% 

(6)撥款「優化基金」 108,000.00  0.00  0.00  0.0% 

(7)本年折舊 15,000.00  0.00  29,004.32  193.4% 

(8)滅蟲/園藝服務 10,000.00  0.00  5,899.00  59.0% 

(9)雜支 2,500.00  0.00  5,443.26  217.7% 

(10)事工借堂電費 0.00  4,829.50  57,665.50  N/A 
(11) 港九培靈佈道費用 0.00  0.00  5,879.10  N/A 

總計 1,145,000.00  40,364.10  796,151.28  69.5% 

11月份結算(盈餘)$ 142,794.87        2017年度結算(盈餘)$ 29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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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優化儲備賬)收入報告 
  11 月份收入 累積收入 

(A)奉獻 4,800.00  77,430.00  

(B) 維修賬撥來 0.00  0.00  

總計 4,800.00  77,430.00  

 
 
 
   

2017年 11月(優化儲備賬)支出報告 

  11 月份支出 累積支出 

 無支出 78,068.60  

總計 0.00 78,068.60  

 
11月份結算(盈餘)$4,800.00      2017年度結算(虧損)$638.60 

 

 

 

 

 

 
 

 

 
                上帝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 

的盼望。  
歌羅西書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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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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heatseed0204@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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