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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處一個知識型的社會，社會自小就教曉我們要成為

專才，所以社會上就出現不同的「大師」和「專家」。久

而久之，我們習慣帶着人的眼光去看事奉，要成為某方面

的專家，有恩賜，我們才敢事奉。社會又告訴我們要不斷

增值，所以每當談到事奉時，我們總會以「未裝備好」為

由來拒絕事奉。

筆者並非說裝備自己，合乎主用不好，好像今期連牧師在

講道中具體提到如何發揮自身恩賜，就是：要多觀察，多

留意，多學習聖經人物和身邊的人，這些都非常重要，值

得學習。

但是，有一點我們或許經常會忽略的是──神的主權。恩

賜是神賜給我們，怎樣給，何時給，給甚麼都是神掌權

的。若是出於神的旨意，衪有能力把拙口笨舌如摩西改造

成為一個帶領萬千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領袖。因此，當神要

賜給我們事奉機會時，我們首要考慮的是甚麼呢？是自己

的能力嗎？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卻凡事都能。我們是否應

該想想：為甚麼神要我擔當這事奉崗位呢？神又在我身上

有何旨意？

編
者
的
話

今期的主題文章和專訪不約而同，分別從聖經和事奉實

踐中演繹何謂事奉中的順服，縱然事奉的過程和結果可

能並非我們所期望的，但神一定會讓我們在當中經歷主

恩，有所得着！

2018年即將來到，甚願弟兄姊妹在來年被神大大使用，

發揮恩賜，共建神家！



主題文章

發揮恩賜 共建神家
周永信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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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所以經上

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

人。』」(弗四7-8)

恩賜是神所賜給人特殊的恩典，這恩典並非一般的才能。一

個人信主之後，他的才幹、技能和經驗皆可被神使用在祂的

聖工上面，只要如獻在主手中的五餅二魚，就可以成為他事

奉時所需的恩賜。

然而恩賜的運用有甚麼目的呢？以下的兩段經文可以給大家

啟示：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林

前十四4)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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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發揮恩賜可以叫自己得造就、教會得造就、叫眾人得益

處！發揮恩賜是神的心意，要成全聖徒、建立教會。以上的經

文說明了基督之所以賜下不同的領袖給教會，並不是要他們去

包攬教會所有的工作。教會須向會眾提供所需的培訓，讓他們

接受裝備，使他們在教會內外都可以有心有力地服事。這對教

會領袖來說是挑戰，就是要他們在教會中讓不同的肢體，有機

會在各樣事奉上發揮他們的恩賜。

弟兄姊妹須要做的，不僅只是坐下來等待、接受別人的服侍，

而是要在教會中積極尋求事奉、服侍的角色，善用神賜給我們

各人的恩賜和能力來幫助別人、建立教會，因為沒有一樣恩賜

是不重要的，即使是最小的，主都會使用。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

百姓各樣的病症。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人把一切

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

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太四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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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設若腳說：

『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

乎身子。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

，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從哪裡

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呢？但如今，神隨

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個肢

體，身子在哪裡呢？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

個。」(林前十二14-20)

從以上經文可見恩賜可以使福音工作得幫助！信徒若

能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恩賜，必然在教會內外成為別人

的祝福。經文說明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神隨自己的意

思把肢體安排在教會中，各有自己的崗位和功用，祂

按各人需要加給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賜，是要他們彼此

發揮功用，就像身體不同器官各自發揮自己的功能，

這樣身體才會健康。因此，信徒不應自卑或自高，而

應當有一個以教會整體為中心的觀念，而非以某個單

位、某團契為中心，更不應以自我為中心去發揮恩

賜，發揮恩賜必須是為着教會的好處去考慮。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

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

面；不俊美的，越發得着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

然用不着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

有缺欠的肢體。」(林前十二22-24)

可見，發揮恩賜的目的是使教會整體得益處、榮耀神

而非個人得尊榮，亦不是要讓別人以為自己比其他肢

體更重要。恩賜無分大小，對於那些「有缺欠的肢

體」，更要使它們成為「不可缺少」、替它們「增體

面」、「得俊美」，因為他們的事奉同樣造就教會，

彰顯神恩。教會若如此充滿着鼓勵和建立別人的心思

和行動，必然能夠激勵更多人共建神家！況且我們每

個人只是基督身子的一部分，每個信徒都應當去服侍

別人，同時又需要別人的服侍！如此運用恩賜是每個

信徒應盡的本份，你知道自己的恩賜是甚麼嗎？又發

揮了嗎？

另一方面，服事時不要作「獨行俠」，埋沒恩賜！惟

有我們透過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才能

找到自己的恩賜、發揮恩賜、共建神家！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十二章末向教會提出「你們要切切地求那

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林前十

二31)，再透過十三章「愛的真諦」裡面的講論來糾

正哥林多教會對恩賜或其他問題的錯謬觀念。這些經

文今天同樣提醒我們，即使有多大的恩賜，如果沒有

愛，就算再大、再強的恩賜，如果不造就教會的話，

就算不得甚麼！因此我們若帶着「愛」來發揮恩賜、

建立神家，帶着「愛」來事奉神、服侍人，「愛」就

成為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恩賜」！願我們彼此充

滿着「愛」來發揮恩賜、共建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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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弗四1-16看合一
江海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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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以弗所書》詳述了上帝對教會的心意，就是上帝藉

基督成就的救贖工作，使不同背景的信徒成為一個得着新生

命的群體。保羅特別在四章1-16節的教導，開首就勸勉我們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1)。這句經文我們一

般所理解的是講論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要行出基督的樣式，因

着我們的好行為，才能引領人來到主面前，好叫我們能夠對

得起選召我們的上帝。但是，保羅真是這樣的意思嗎？究竟

保羅在這裡所說的是甚麼呢？

根據《以弗所書》的脈絡，保羅以連接詞「所以」(弗四17)

鼓勵我們在生活上的實踐，信徒既然蒙上帝的呼召，要成為

一個信仰群體。這樣，我們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現，就應當活

出合一的見證，叫人看見我們是一個團結和諧的群體，就是

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3)，「竭力」原

文含意是「熱切或渴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意味

着我們要看重合一的價值。

合一的基礎 - 認信
我們的合一是有一個共同的根據，「一個身體，一個聖靈」和

「一個指望」(弗四4)是源自上帝的救恩。祂的權能，祂的工

作，是無所不在，我們作為同一個基督身軀的肢體，一同經歷

與盼望「一主、一信、一浸、一神」(弗四5-6)。

事奉
當保羅確立了三一上帝在教會中的權能後，他在四章7-13節

談到屬靈的恩賜。在第7節中他講到的恩賜(單數)是基督賜給

各人的。這表示恩賜並不是人所擁有的，恩賜就是「恩典」

，是基督賜予的。所以，無論人在世上多卑微，上帝賜予的

恩典，讓每個人在上帝的家庭中皆有其價值。賜予恩賜(在四

章11節所用的「恩賜」是複數)的目的(弗四11-16)是要成全聖

徒。其結果是：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和成長。因此，從這向度看，「恩賜」是包含着「責任」和

「承擔」的，各肢體可以互相配搭，發揮個別功用，正是為要

建立這個群體，叫它健康地發展和成長，最終「滿有基督長成

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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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體
上帝所賦予屬靈能力的群體，是在基督裡「合一中存著多

元」而達致成熟的。因為每個生命都是特殊而不一樣的。生

命其實充滿了恩賜，只是我們常常會忽略了自己所有的，反

而去偏愛別人的恩賜而已。每個信徒都是神所呼召、所揀選

的，而且祂是按着各人的所是來呼召我們，祂接受我們的多

樣性，也容讓我們參與上帝國度的職事。我們在被上帝呼召

的時候，已經領受了恩賜。保羅指出是愛將不同的人和我們

多方面的恩賜結合，我們彼此相屬，是基督的身體。因着上

帝的愛，以及基督的同在，每人均應彼此服侍。「又當存敬

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五21)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去實踐呢？最近筆者在一間茶餐廳用膳

時，當中有兩名員工突然爭執起來，他們一邊爭吵、一邊

為客人下餐單，整間餐廳的客人都聽見了他們爭執的內

容。期間也沒有其他員工來勸止，任由他們的爭吵聲逐漸

由大變小……在整個爭吵過程中，他們似乎逐漸明白到彼

此之間的誤會。這件小事讓筆者思想到基督徒在事奉的過

程中，難免會有不同的想法，意見分歧以及彼此誤會的地

方。可是，我們確實更須要明白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復

活，以致上帝成為教會恩典的賜予者的真理（弗四9-10)。

我們原是沒有可誇的地方，既是白白得來的恩賜，就不是

要讓我們藉以高舉自己的地位或名聲。既然上帝的計劃必

定成就，對事奉者而言，真正的考驗並不是服侍所得最後

的成績，而是服事過程中的順服與成長。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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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因着已和上帝建立了關係，在服事過程中我們

首先要檢視自己，以及重新調整自我的價值觀。按經文

第二節「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的

提醒，我們因着蒙召所帶來的改變有：一)	 謙虛，不會驕

傲，不會自高自大；二)	 温柔，這是出於謙卑；謙虛顯示

出內在的性情，而温柔就是外在的表達；三)	 忍耐，用愛

心互相寬容，意思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以寬容待人，亦

有包容弱者的意思，惟有在愛中，人才會有寬容別人的能

力和動力。所以「愛心」和「互相寬容」是緊扣着的，兩

者都顯出對別人價值的尊重。另外，保羅還提醒我們要留

意避免中了人的詭計，接收了錯謬的教導，反之要在分辨

是非的過程中成長，達致在合一中得以成熟。

總括而言，合一的力量是愛，我們是傳遞福氣的管道，

主耶穌不單為我們捨命，祂更為世人捨命，也要透過我

們賜福予這世界，讓這位「恩典的賜予者」能得着最高

的榮耀。因此，基督在地上透過信徒恩賜的運用來顯明

祂自己。當我們每人都能適當地運用恩賜，就可以互相

配搭事奉神，幫助教會成長，成為復活主的表徵，就是

顯明基督的身體了。

參考書目：

曾思瀚：《以弗所書：得勝有餘》。蘇慧中譯。香港：明道

社，2010。
歐白恩：《以弗所書註釋》。陳志文及潘秋松譯。美國加洲：麥種

傳道會，2009。
Perkins, Pheme. Ephesians. Nashville, Tenn.: Abingdon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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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我們信主多年，每當我們被邀請參與事奉時，很可能

都會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先問以下的問題：

「我真是適合的人選麼？」

「這項事奉我未接觸過，怎能擔當呢？」

「我沒有這方面的裝備，我有足夠的能力應付嗎？」

「我有沒有擔任這一項事奉的恩賜呢？」

認識了杜德俊(Kelvin)已有七年多時間，印象中他是一個

隨和、熱愛運動的弟兄。因為一次盧炯志牧師的邀請，自

2012年起擔任坪洲基址少年團契導師。在參與事奉前，

他並沒有任何牧養少年人的經驗，也沒有受過相關的培

訓。起初這群少年人的冷漠和反叛都令Kelvin心灰意冷，

懷疑自己是否沒有這方面的恩賜，多次萌生放棄事奉的想

法。感謝神！五年後的今天這群少年人從敷衍到認真信

主。當中事奉心態的改變和心路歷程又是怎樣呢？且讓杜

德俊伉儷娓娓道來。

一切由「心口得個勇字」開始

未擔任坪洲青少年導師之前，Kelvin一直擔任圖書部的工

作。他形容自己愛玩、平日喜愛行山和做運動。日常生活

和工作不須接觸少年人。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參與牧養少年

人的工作。可是神卻把這個重任交給他。

「五年前我和太太Camilla在一個婚禮上遇到坪洲基址的

主任牧師盧炯志牧師，盧牧師對我說坪洲教會需要人帶領

一個初中少年團契，想邀請我參與事奉，我不假思索便答

應了。」

為甚麼答應得如此爽快？

「其實當初並沒有考慮太多，以為是短暫又簡單的事奉，

再加上那段日子跟太太討論過自己的事奉方向，希望可以

參與多一些不同的事奉，發掘一下自己的潛能，於是就憑

信心答應了。」

事實上，這項事奉簡單嗎？

「當然不！剛剛相反，是一份長工，至今已經五年多了，

對於我來說是一項非常高難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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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女班＋初中生＝代溝

只是聽到「坪洲」二字，我相信居住在市區的弟兄

姊妹第一個反應都會是「嘩！好遠啊！」

這項事奉會不會不太可行？

「其實從九龍入坪洲路途相當遙遠，搭車搭船來回

至少要三個小時。每個禮拜六來回坪洲對於我來說

其實頗為吃力，不過最初令我感覺難為的並非是距

離，而是要我去帶領一個全女班的團契！」

女生不是比男生更聽話和文靜嗎？

「哈哈！也不盡是呀！起初帶團契，我以很傳統形

式(破冰→詩歌敬拜→讀經→生活實踐)進行，很快就

發覺他們並不投入，三五成群坐在別處，或是到處

亂走，對我不瞅不睬，又不願讀聖經和唱詩歌。」

有想過放棄嗎？

「當然有！頭一年真的很難和他們溝通，每次聚會總會被

她們欺負和忽視；又經常失約，讓我白走一趟，遲到更是

家常便飯，令我感到生氣和不被尊重。」

還覺得自己適合擔任團契導師嗎？

「坦白說，當時覺得自己不適合，既不太喜歡小孩子，又

沒有受過訓練，不懂得跟他們溝通。」

未敢言退

多少次的恐懼與失望令Kelvin找盧牧師「求救」，每一次

盧牧的回應也是……

「每次盧牧師都跟我說六個字『堅持！』『不要放棄！』

我就知道神並沒有撤去我的事奉，這項事奉是衪所屬意

的，一切有衪的帶領和安排。如果這並非神的旨意，就不

會直到今天我還可以堅持下去；如果這不是神的意思，神

自會用衪的方法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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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限制神的工作

Kelvin經過兩年不斷的思考、嘗試、放低自己一些固有的想

法，謙卑下來，這班少年人也跟着一點一點的改變。

「我前後花了近兩年時間去建立他們對我的信任。我發現

到跟時下年青人相處，不能擺出一副像老師或導師般高高

在上的模樣，而是待他們如朋友，以一個尊重他們的平等

相處方式，反而更見成效。」

「考慮到他們是少年人，需要以多元、輕鬆的聚會去切合

他們的需要。我們現時聚會形式很靈活，一般有玩遊戲、

傾談、禱告、唱詩和查經的環節。近考試或長假後會有溫

習周，和他們一起溫習和做功課。有時會安排運動周/戶外

周，會打球、遠足、踩單車、舉行聖誕派對、打邊爐等。

為了體諒他們平時大清早要上學的勞苦，團契更由早上十

時改為十一時半開始呢！」

這樣聽下去團契豈不是變了玩樂為中心？

「也不是。有一點原則我一定會持守，就是在團契內我們

要敬畏神，希望少年人跟從聖經的教導，要知道衪想我們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很希望聖經的教導能在他們將來人生

重要的階段上發揮作用，對他們有所啟發或幫助，這大抵

是我帶坪洲少年團契的一點堅持與期望。」

意想不到的改變

神的意念遠高於人的意念，這群少年人五年後的今天已

長大成青年人，到底他們改變了多少？

「他們真正開始閱讀聖經是近兩、三年的事。起初我們

由讀聖經金句，到閱讀聖經五分鐘、十分鐘這樣，時間

慢慢一點點加上去，然後可以查考整章《彌迦書》，到

現在已經可以有主題式查經。為甚麼當初我們會查《彌

迦書》呢？原因是團契用了『彌迦』這個先知起名，就

是這群孩子發現彌迦是農村長大，跟他們自小在坪洲鄉

郊長大一樣，於是以此為團名。」

「從他們由抗拒聚會、拒絕讀聖經，到現在竟自發用聖

經人物定團名，可以看完整章《彌迦書》。可見，孩子

一步一步建立對團契的歸屬感，被神陶造和栽培。」

「他們當中有兩個已升讀大學，有兩個準備考大學。這

群年輕人大部分處於認識信仰階段，其中一個是信了

主，比較投入教會生活，會在大學主動參加團契。我未

來的目標希是望幫助信了主的團友能認真決志，清楚自

己的信仰。」

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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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讓我們成長

Kelvin太太Camilla一直很支持丈夫的事奉，認為這事奉雖然

勞苦，但每樣事奉都是神的恩典，覺得丈夫受了神很大的祝

福和陶造。那麼在Camilla眼中丈夫有甚麼恩賜？

「他的忍耐力很驚人，他很會謙卑，會設身處地明白別人的

需要，很願意改變自己，這並非每個人也可以做到。」

這事奉對你們有甚麼影響？

「二人的關係上更親密，彼此成為對方的支持，會比從前更

多禱告、查經和靈修。」

訪問將近結束，Kelvin和Camilla會怎樣鼓勵其他計劃

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我們會鼓勵弟兄姊妹善用恩賜，把握每一次的事奉。

自身條件合適與否是其次，千萬不要因自己個人的緣故

阻擋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或許事奉的過程和結果並非

我們所期望的，或許我們對此有懷疑，但只要時候到

了，神必會告知你這事奉工作是否適合你，若然不適

合，神自會作出安排。」

訪問後記

這次訪問令筆者更了解何謂恩賜。恩賜是神所賜的，即

使平凡如你我，也可以被神所用！深願神大大地改變我

們，立志被神陶造，發揮恩賜、造就教會！

P.S.坪洲基址少年團契事奉還需要弟兄姊妹的參與，如

有興趣請聯絡我們，我們定當幫忙轉達。

本
期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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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恩賜、殷勤服事
摘錄連達傑牧師2017年11月5日講道

撮要：鄺志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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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之間2017年將要過去，2018年馬上就要到來。過

去一年我們都在彼此勉勵、一同學習、思想如何去實

踐一個課題，就是建立「健康的教會」。這裡所講的

教會並非單指這間禮拜堂，而是我們這個群體。教會

是個信徒的群體，是神所愛的一群子民，我們所要建

立的就是這個群體、讓這個群體健康地成長。

從今個年頭開始，我打算透過七個不同的層面，去跟

大家一同思想如何建立這個信仰群體。很快這一年就

要過去，我們已經探討過其中五個方面，就是「切勿

遠離神、總要親近神」、「心意更新、明白神旨」、

「追求良善」、「滿有異象」和「架構更新」。今天

讓我們一起思考第六個方面，就是「善用恩賜、殷勤

服事」。

信徒若能善用主所賜的才幹，殷勤事奉祂，必定能夠

將教會的事工開拓得更廣、更深遠和多元化。教會健

康與否，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信徒作為教會的一

員，是否知道又看重自己所領受的恩賜，又願意善用

這些恩賜去事奉神，還是坐在原位，讓人來服侍自

己？且看看跟隨主的兩位使徒在這方面有甚麼教導和

勉勵：

經文：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

侍，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四9-10）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侍主。」（羅十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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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

服侍，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四9-10）

使徒彼得提醒我們要彼此包容、接納，又互相幫助；且要

表裡如一，不發怨言。彼得進一步說到要我們照所得的恩

賜，去彼此服侍，就是透過不同的模式、途徑、場合和形

態來彼此服侍。原來我們各有所得的恩賜，只要我們各按

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就是「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了。神給我們教會的恩賜並非只得兩、三項，而是百般、

多元化、十分豐富的，祂總不會光要我們去作工，但卻

又吝嗇不給我們所需的能力，即「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

不吃草」那樣。祂既然鼓勵我們，要我們去作工、承擔使

命，去面對那些又大又難的任務，那麼祂必定會供應大量

屬靈的資源來協助我們，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做到資源的好

管家？好的管家不會將所得的藏起來，而是善於運用。對

於使徒彼得的教導我們須要留意以下三件事：

一）要知道信徒的恩賜是建立健康教會的一個重要元素；

二）要知道信徒有甚麼屬靈的恩賜；

三）要知道如何將信徒的各樣恩賜轉化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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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教會每個信徒都願意按着自己所領受的恩賜，

落實發揮出來，以行動來表明所相信的道，努力事

奉，教會的事工自然會得到長足的發展。求神幫助

我們透過使徒彼得的說話，提醒我們要好好地善用

恩賜。讓我引用一句西方的諺語「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來指出積極的行動要比紙上談
兵強得多。

讓我們再看看主的另一位使徒保羅在這方面的教導

和提醒：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侍主。」

（羅十二11）

保羅提醒我們，原來不單要服侍，更要「向高處

行」，就是殷勤地服侍、心裡火熱地服侍。記得主

有一位忠心的僕人宋尚節博士，他的事蹟對我影響

甚深。有人形容他在服侍主方面，勤奮的程度猶如

「蠟燭兩頭燒」，意思是他把生命急速地燃燒，用

於主的事工上面。使徒保羅提醒我們不要懶惰，要

常常服侍，還要心裡火熱地事奉。所以我們必須問

自己：心是否還是火熱？還是已經冷卻下來？我想

指出在服事當中休息是有必要的，但必須是為了重

新得力再去事奉而休息，沒有休息的事奉只會令心

中那團火慢慢耗盡，最後冷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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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讓我再次提醒大家，我們必須知道自己

所領受的恩賜是甚麼？因為這對教會來說是十

分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懂得如何善用自己

的恩賜，又願意付諸實行，殷勤去服侍主。弟兄

姊妹大概都想知道，應該如何去發掘自己的恩賜

呢？我想首先必須先去嘗試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再去找出自己所領受的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恩賜。

聖經告訴我們原來屬靈恩賜是「百般」的。要了

解自己所具備的恩賜，可以從不同的途徑入手，

例如參考學者對各種不同屬靈恩賜的外在表現的

闡述；閱讀聖經以至古今教會歷史當中，一些表

現出色的屬靈領袖，以及神所使用的僕人和使女

的傳記，他們所具備的不同恩賜和才幹的外在表

現等，再對比自己是否有近似的地方。我們又可

以觀察身邊的人是否有類似的恩賜和才幹，然後

嘗試去探索、學習和實踐，發揮恩賜，以不同方

式來服侍主。在探索的過程中信徒不必為自己設

限，而是嘗試到不同的崗位上面去服侍，看看自

己能否勝任，放開心懷、任由聖靈去引導自己，

從而判斷自己是否適合該項事奉工作。

其次就是檢視自己從事奉所得的感受，和別人對

自己事奉工作的評價，這樣大概就可以知道自己

事奉的方向是否正確了。第三是要去評估自己的

事奉有否帶來積極的影響、使人得到造就的果

效。舉例說：主日學上課的總體人數，在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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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教學的質素；而團契和小組出席人數與參

與程度，就多少反映出團長與組長的領導能力。最

後就是從別人的回應來印證，若果大部分人的評價

與意見都是正面的話，那基本上可以肯定自己的恩

賜與事奉選項是配合的了。

另一方面，若果我們發覺自己不適合某項事奉工作

時又當如何呢？那不要緊，繼續去發掘吧，深信神

必定會將祂認為合適的恩賜給我們，只要我們願意

聆聽別人的意見，再經過仔細反覆思量之後，必定

會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然後循着那個方向，努

力去作工，善用恩賜去事奉神。只要所有人都這樣

做，教會的事工必然會得到很大的發展，變得更多

元化。教會的恩賜若果是多的話，就必須透過各種

管道和不同的方式來彰顯，因為這將會令更多不同

人的恩賜被發掘出來，更多不同類型的事工將會出

現，甚至是一些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只要這些

恩賜被善用、被發揮，教會就會更被神使用，使更

多人得福。

求神幫助我們彼此勉勵，當我們希望教會健康成

長，討神喜悅的時候，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善用恩

賜、殷勤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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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ed for support from friends in Christ...
向主內朋友尋求支援...

Heart-warming responses:
暖心的回應：

After saying “I’m afraid I may weep (if mentioning incident 
of a friend committing suicide and passed away again)” 
and I was allowed to be silent and rest.
說了：「我驚我會哭(若再提起一位朋友自殺身亡事)」之

後，我可以默然休息。

“I realized you... know why now.”
「我察覺你……知道為甚麼了。」

“I’m ready to listen whenever you want to.”
「我願意聆聽，當你想我聽。」

“You shared... are you ok?”
「你之前分享……你現在還好嗎？」

“I pray for you.”
「我為你祈禱。」

“I help you.” said with action.
「我幫你。」用行動說的。

Thanks God: This is fellowship.
感謝主：這就是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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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見證

拆改再重建 
王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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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讓我從小便認識祂！我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每

星期都會跟爸爸媽媽一起參與教會聚會，學習聖經。那時

候，我已經知道並且相信神愛我，耶穌為我的罪死。然

而，我並不太明白當中的意義，也沒有以耶穌作我生命的

主。除了在每個主日都會參與崇拜和主日學，會在吃飯前

作謝飯禱告外，天父跟我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雖然我仍然

會告訴別人我是基督徒，但一直所經歷的不過是從爸爸媽

媽而來的二手信仰。

真正對信仰認真起來是在中學的時候。中一時，我參加了

學校的基督徒團契，這個地方成為了天父改變我生命的地

方。團契的同學都是很認真的基督徒，他們的生命時刻都

流露着來自上帝的喜樂和愛，我也渴望可以得着這份喜樂

和愛。於是，我積極參與團契和小組，也建立起讀經、禱

告和靈修的生活。感謝神，神主動透過我團契的同學來尋

找我，告訴我祂深愛着我，也讓我能夠找到祂，正如聖經

所記，「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

二十九13）當我願意尋求神的時候，祂讓我不只是在知識

上認識祂，也在靈性上經歷祂更多。我開始與祂建立關

係，邀請祂進入、改變我的生命，也在生活上更多經歷

神的同在和帶領。在中學的六年，神讓我在團契學習禱

告、敬拜，也讓我在事奉中學習放下自己的驕傲，專心

倚靠神。祂又賜下很好的老師和同學，擔當着屬靈導師

和同路人的角色，用自己的生命鼓勵我在信仰上更多成

長。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生命中，神的恩典遠超過我的所想所

求。或許如很多從小在教會長大的人一樣，我並不太能

夠清楚指出自己在哪一天決志信主，哪一刻是生命的轉

捩點，但我知道神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工作，進行一次又

一次的拆改，又一次一次的重建。

從小爸爸媽媽便把我管教成很聽話的小孩子，又因有一

點小聰明讀書成績不錯，叫我得着很多愛和讚賞。那時

候，我覺得別人愛我是因為我有好表現，於是我很努力

想要做得更好，好叫我能得着更多的愛。我變得驕傲起

新
葡
見
證



35

來，時常誇耀自己的好，卻把自己的弱點和缺點收起來，

害怕讓人知道，也害怕面對真正的自己。縱使我從小便認

識神，但我以為神愛的也不過是完美無瑕的我。升上中

五，我開始感受到公開試的壓力。我把分數看得很重，因

為我覺得分數代表了我的價值，也害怕會令別人失望。然

而儘管我加倍努力，成績依然不斷退步。我又將負面情緒

帶到家中，時常和爸爸媽媽吵架。我才發現到原來我並沒

有自己想像中的好，心裡面有很多的驕傲和比較。我害怕

面對不完美的自己，也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感謝神，祂

用聖經的話提醒我，「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

造成的」（弗二10上），並且我的受造奇妙可畏（詩一百

三十九14）。神讓我明白，在我還沒出生以先，祂便認識

我揀選我；在我還沒有甚麼人眼中看為美的成就以先，祂

已經深愛着我。祂將驕傲的我一步一步的拆毀，教導我把

自己的價值建立在祂裏面。我不再執着於別人的評價,	 也

學習在學業上和各樣的事上都倚靠祂，重新享受學習的喜

樂。天父也讓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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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十二9），鼓勵我

倚靠祂的恩典，勇敢面對真實的自己。

升上大學以後又是另一個生命的挑戰。在大學的頭三年，

生命時常處於一個混沌狀態之中。離開了中學的安舒區，

離開了熟悉的可依賴的老師和同學，面對全新的環境和學

習模式，叫我感到迷失。對於生命的混亂，我選擇了依靠

自己的能力來嘗試撥亂反正。我努力適應大學的生活，繼

續參與事奉，也會讀經、靈修、禱告，但我並不是真的

想要親近神，我只是想藉着這些好行為來讓自己感覺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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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葡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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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生命的根源，唯有祂才可以處理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在同一個暑假，我又有機會獨自到外國作七個星期的交流，

在旅途中有很多安靜獨處的時間。好像以利亞躲在何烈山的

山洞時，神以微小的聲音跟他說話一樣，神的安慰和幫助也

很溫柔地在安靜中臨到。當我放棄為自己打點一切，甚至連

禱告都不太有力的時候，天父就有了工作的空間，整頓我的

生命，也給我醫治過去的傷害。祂再一次用愛吸引我，讓我

可以快跑跟隨主。神改變我的心，讓我能夠帶着喜樂看生

命。祂幫助我看見自己從前在屬靈上的驕傲，給我勇氣面對

自己的軟弱，也讓我再一次明白生命的改變乃是在乎神。縱

使我仍有時會覺得迷失，但我學會了在迷失中依靠神而不是

依靠自己。

感謝神，祂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工作，透過大大小小的經歷，

讓我更多認識祂，也一次一次的拆改，一次一次的把我建

立，塑造我成為更有祂樣式的人。盼望在以後的日子，我可

以繼續謙卑讓神走進我生命的每一個角落，在祂的愛裡面對

自己的軟弱和失敗，見證神的恩惠和大能，單單榮耀祂！

些。然而，當我越是依靠自己得能力，我便越遠離神，

也越感到迷失。縱使我仍然會參與教會的聚會，也在團

契中事奉，但心裡並沒有平安喜樂。我害怕團契的交

通，因為我害怕面對自己心裡面的空虛；我也開始害怕

面對神，因為我不願意處理自己生命中根本的問題。那

時候的我並不快樂，心裡面有很多埋怨和負面思想，也

傷害了很多人。

感謝神，祂從沒有放棄我。在大三的暑假，神讓我有機

會到基督教正生書院參與十天的義工和體驗工作，最叫

我深刻的是聽一班正生姊妹們分享生命的見證。他們的

過去或許都不太光彩，但因神的愛，他們都有勇氣面對

自己的生命。其中一個女孩子的分享很感動我，她是所

有同學中最乖巧，也是成績最好的一個。閒談間她告訴

我，她仍然看見自己生命有很多需要被神改變的地方，

於是她放棄升讀其他主流中學的機會，決定繼續留在正

生書院打好信仰的根基，也先處理好自己的生命，以後

再思想前途的事。她的分享對我如當頭棒喝，提醒我神

新
葡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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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的愛 
鄧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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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從在母胎時已開始返教會，自

小就已聽過很多聖經故事和唱詩歌。可是，年幼的我總覺

得上教會只是一個逢禮拜天的例行活動，亦是每個禮拜一

次和教會其他小朋友相聚的歡樂時間。雖然我記性很好，

可以把很多聖經故事都記得一清二楚，又把很多聖經經文

背得滾瓜爛熟，但當時神與我的關係不是很密切。我自小

讀書成績優異，我覺得這只是自己努力溫習的成果；課外

活動成績卓越，也是因為我夠努力。我並未想到這是天父

賜給我的智慧和能力，以致我能做到這些事情。記得小學

時，我為了要保持成績名列前茅，有時會亂發脾氣來舒緩

緊張情緒。無知的我在壓力大時，更曾經想過不如了斷自

己的生命。所以，雖然小時候我會說自己是基督徒，但卻

未真正地認識基督。

直至中三那年復活節的少年福音營，營會的講員分享耶穌

給世人的愛，那是非一般的愛，是一種犧牲的愛。由於世

人都犯了罪，與神隔絕，因此主耶穌在二千多年前，便

來到世上，傳講天國的福音，又行各樣神蹟奇事，最後

更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世人付上罪的代價，使我們能與

神和好。從此，世人更能藉着禱告，直接與神溝通。而

且，信主的人便在主裏面重生，正如聖經裏記載：「我

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

）所以，在營會第二晚，我便再一次決志，承認自己的

罪，又求天父作我生命的主宰。

信主前的我，很介意自己的考試和比賽成績。因為我以

為，一個人的價值是取決於他的成就。但信主後才知

道，我是神用重價（主耶穌的死）買贖回來的寶貴女

兒。神對我的愛，比天更高，比海更深。而且，這份愛

並不會因我在學業或工作上的表現而減少，反而只會愈

來愈多。

那是非一般的愛，

是一種犧牲的愛。



41

中學畢業後，我選擇了修讀音樂系。這是一個在普通人

眼中不太腳踏實地，而且前途、錢途，都沒甚麼保障

的科目。雖然這幾年來，我確實有為未來擔心過、苦惱

過，但天父都不時藉着聖經的話語，以及我身邊其他基

督徒來鼓勵我，叫我時常記得，神必定為我預備前路。

而且，「天父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衪的意念高過

我們的意念」（賽五十五9下），所以，即使我不斷憂

慮，也無補於事，倒不如信靠天父的帶領！

信主前我習慣負面地看事情，不時會投訴，覺得自己或

別人做得不夠好等等。現在，我相信凡事都由天父掌

管，而且每一個人也是神精心創造和設計的，所以，我

也慢慢地學會看事情和別人好的一面。特別當我在外地

生活時，神又藉着我不時看到的大自然景色，提醒我祂

創造的奇妙可畏。

在信仰的路上，我仍然需要不斷的學習，對神有更大的

信心，並要謙卑自己，順服神為我生命所預備的。我盼

望能在教會內外繼續學習，並運用神給我在不同方面的

才幹，服侍人、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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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點
滴感謝主的保守，成人部於10月28日舉行的福音旅行順利完

成。感謝青少年部話劇組當天演出福音話劇，主任牧師連達

傑牧師分享福音信息。當日共收到63份回應表，其中有9位決

志信主、6位曾決志、3位對福音有興趣、3位願意接受福音談

道、1位想參加團契、20位願意繼續參加本會活動。願將一切

榮耀頌讚歸與天父！

成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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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

婦女部

婦女部一年一度的感恩會經已在11月26日（主日）舉行。

會前有感恩聚餐，筵開六席，姊妹們與一眾嘉賓濟濟一

堂，共享豐富美味午餐，喜氣洋溢。

  

感恩會於下午2時30分在教會小禮堂舉行，約有50多位姊

妹參加，一同讚美、敬拜、歌頌和見證分享。會中由蔡銘

鶯傳道藉《箴言》3章1至6節分享聖經教導，講題是「作

敬畏上帝、蒙福的人」。蔡傳道的分享提及神的叮囑，希

望姊妹謹守衪的誡命，並把祂的慈繩愛索如珍珠項鍊繫在

頸項上，勉勵姊妹要成為有智慧又蒙神喜悅的人。

此外，姊妹們又分組演出各項多采多姿的感恩節目，如有

詩歌獻唱、朗誦經文、福音粵曲欣賞和猜謎等。最後由部

長詳細報告過去一年婦女部的事工，聚會在歡樂氣氛中結

束。

教
會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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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

傳道部
教
會
點
滴

監獄佈道
參與者於10月2日(禮拜一)早上前往喜靈洲勵顧懲教所進行

監獄佈道，本會共有17人參與，當中以迦密團團友為主，

另有磯法團、路加團團友參與。周永信、王永揚兩位傳道

在當中分享信息，並有基督教牧愛會三位同工一同參與。

傳道部佈道隊交流會
交流會於10月29日(主日)下午舉行。會上分別邀請了個人

佈道隊、三福佈道隊、戶外佈道隊、醫院佈道隊和監獄

佈道隊前來參加。活動內容包括禱告、詩歌敬拜、信息分

享、各佈道隊成員互相交流和享用茶點。

醫院床邊關懷佈道訓練
11月24日(禮拜五)晚上7時30分於本會舉行了「床邊關懷訓

練」講座，邀請了廣華醫院林肇茵院牧來主領，為弟兄姊

妹參與醫院床邊關懷佈道作最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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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佈道
12月16日（禮拜六）下午6時於尖東百周年記念花園舉行

戶外佈道。是次由戶外佈道隊負責詩歌佈道，並由黃梅玲

傳道負責領詩。另有弟兄姊妹和小朋友參與派單張及個人

佈道。

三福佈道訓練
三福佈道訓練分別於本年3月及9月份舉行，讓學員裝備和

掌握傳福音的技巧，從而更有效地表達福音的內容，希望

讓學員訓練後在屬靈的知識和生命上有成長、讓大使命生

生不息地傳承下去。

醫院床邊關懷佈道
10位來自不同團契和醫院佈道隊的弟兄姊妹，在較早前完

成了「義工培訓核心課程」，並於11月25日(禮拜六)下午2

時於廣華醫院進行床邊關懷活動，實踐聆聽和關懷病人。
教
會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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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

福利部
教
會
點
滴

11月12日為福利部長青郊遊日，這次的行程是以懷舊為

主題。出發前，弟兄姊妹於小禮堂先來重温舊照片，每一

幀照片都為與會者帶來很大的迴響，大家的反應均十分熱

烈。相片中的舊城小景，都一一把他們的記憶喚起來，在

旅程中不單有舊城區風貌的重温，還有圍繞著舊景物的問

答遊戲，參加者對大部分問題都能一一作答，他們非凡的

記憶力，我們都十分佩服。因為天雨關係，旅程的終點站

改為九龍會展中心。大家稍事休息之後就到酒家享用晚

餐，眾人都盡興而歸，主恩滿載、喜氣洋洋，感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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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推介

圖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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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	

歐陽思聰弟兄推介：

影音資料名稱：	第88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講道會)(4DVD)︰

																						信仰深度行──21世紀基督門徒的icons	

編　			號：	UAB-15

出　　版：	福音傳播中心有限公司

本次研經大會由麥漢勳牧師主講，

從約翰福音講解21世紀基督門徒的

icon，共分八個部分︰

1.	步履基督的腳蹤；

2.	放下自己；

3.	愛無底線；

4.	別有懷抱；

5.	深度結連；

6.	常在主裡；

7.	走進苦難；

8.	合二為一。

此講道會的內容非常適合現代基督徒

收看！

若說一幅畫能畫出千言萬語，那麼一百四十幅漫畫

可以帶出甚麼信息?蔡頌輝牧師(Andrew	 Chai)是一位

來自馬來西亞的傳道者，可能你曾經在互聯網上看

過他的作品。「別搞錯信仰」結集了蔡牧師七十份

有關信仰反思的兩格漫畫，題旨如「聖經不是自助

餐」、「製造出來的神」、「禱告該求甚麽?」。生

動的漫畫配上聖經經文及思考內容，簡單易明卻不

乏令人當頭棒喝之處，讓人看清自己的本相與聖經

教導之差異，刺激我們反思。

2017年11月	

梁黃慧儀姊妹推介：

圖書名稱：	別搞錯信仰

編			　號：	DC-333

作			　者：	蔡頌輝

出　			版：	明風出版



55

主任牧師連達傑牧師為尖沙嘴浸信會訂下了一個三年計劃「邁

向2020深化及拓展計劃」，總主題為「靠主聯絡相助，力踐整

全使命」，而2018年是「激勵年」。

激勵，讓我想起「啦啦隊」。

信仰，是一場馬拉松。沿途有平坦亦有崎嶇陡峭，有美景亦有

荒蠻之地。有時可以發力奔跑，但有時也會軟弱無力。無論你

在哪一個光景，哪一種狀態，能夠有同行者為你打氣，就是堅

持的力量。而這位同行者，可以是天父爸爸，也可以是你身邊

的弟兄姊妹。

2018年第一期《沙崙》，誠邀各位弟兄姊妹投稿分享你們信仰

途上，天父如何在你經歷高山低谷時給你激勵和打氣，讓祂給

你的激勵，也能成為我們的激勵。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

意被召的人。」（羅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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