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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對每個香港人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年初肺炎疫

情爆發，大人要停工，在家工作；小朋友就要停學，留家視像

學習；政府實施限聚令、禁堂食；為此，教會大部分實體聚會

活動也須要暫停，改為以視像方式聚會和網上崇拜，直到現

在，疫情雖有放緩的跡象，但仍未確定「病毒」會否在將至的

冬天捲土重來，再度肆虐。「等候」似乎是我們現時最迫切須

要學習的功課。

身處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我們總是希望能夠迅速把事情辦

妥，或是下定決心去改變現況。「等候」往往給人的感覺是浪

費時間；可是，真相又是怎樣的呢？在神的計劃當中「等候」

是浪費光陰嗎？還是神要讓我們在不如預期的逆境當中學習別

的東西，從而蓄勢待發，成就衪的美意？

今期專訪我們訪問了一位患思覺失調症的康復者Vicky，從這位

姊妹不平凡的復康之路當中，我們能感受到等候和信靠神比一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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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靈丹妙藥更重要。同時，她的故事讓我們對情緒病患者的

需要和感受有更深的認識，從而讓我們學習關懷和支持這些

有需要的一群。此外，由甘慧雯傳道撰寫的主題文章〈等一

等！我其實要神託付的事奉〉則從基督徒事奉的角度看「等

候」和「尋求」神旨意的重要性，她引用黎艾理在《活出生

命特質》一書提出五項受造物獨有的特質，也讓我們反思如

何在等候期間準備和認識自己，從而清楚明瞭自己是否已成

為神合用的器皿。 

雖然疫情仍然嚴峻，難得教會各部仍盡心關懷弟兄姊妹，疫

境自強。有些弟兄姊妹則努力在家發揮創意、尋找樂趣，從

今期教會點滴x心被恩感可見一斑。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三1）弟兄姊

妹，就讓我們善用這段時間好好沉澱，預備一個更合乎主用

的自己，相信我們很快可以在教會再次相聚。

方何正怡姊妹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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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好像生活在高速列車之上，速度為我們帶來很多

好處和便利；人類的文明與進步，盡顯於速度上面。我們心

中切望的果效，驅使我們「快手快腳」地行動，看之為己

任。等候，只會增加損耗和降低效率；等候，是欠缺信心的

表現。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倘若事情不按我們原定的

計劃進行，就會使我們感到苦惱。在事奉上，我們也會先熱

切策劃，繼而按序行動。這看來沒有甚麼不對，然而，事奉

者不能忽略的是，面對一位偉大的神，我們是憑著甚麼去事

奉祂？或者說，事奉是甚麼？

「事奉」是甚麼？

基督徒事奉的本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包含著事奉的動機和

心態。我們事奉的對象是獨一的創造主，是我們全人向祂效

忠、獻呈和敬拜的主。聖經以「作奴僕」來比喻事奉神的

人；奴僕是被賣予主人的奴隸，奴隸的主權不再屬於自己，

他一生的路途完全由主人支配，而且奴隸要絕對服從主人的

命令。「事奉」含有「伺候，服事」的意思，事奉者如同僕

人伺候服事主人一樣，他按著主人的心意而行動，專注完成

所託付的使命。這樣，我們凡事都應考慮主的意願，成為合

祂心意的僕人，正如保羅勸勉教會：「你們做僕人的，要懼

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

般。」（弗六5）

如上述所說，事奉的範疇，往往比我們心目中堂會內崗位式

的事奉要多。綜合而言，事奉有三個層面：

一、本位的事奉：被造者對神恆常的讚美、禱告和感謝；

二、生活的事奉：基督徒是神的見證，行事為人要彰顯神的

榮耀；

三、工作的事奉：按才幹站在工作崗位上，分擔治理世界的

使命。

甘慧雯傳道

主題文章：
「等一等！我其實要神
託付的事奉」



「神要我為祂做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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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方面的事奉連合一起，涵蓋著我們生命每個環節，才構

成全備的事奉。重要的是，事奉神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的 

「崗位」。今天，倘若我們已有服侍主的大計，便應該檢視

自己在本位上、生活上和工作上的事奉境況如何？而不是追

求單方面作工的果效。

「人意」還是「神意」的事奉？

作為服侍主的僕人，我們應當在生活上各個層面中，按祂的

旨意履行使命。保羅說：「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

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林後三5）事實上，

我們以蒙恩罪人的身分伺候主，實在感到不配，但「原來基

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五14上），給予我們機會和恩典去

回應祂的大愛，去學習承擔祂所託付我們的工作，作良善和

忠心的管家。

我們心裡或許會問：「神要我為祂做甚麼呢？」要領受神的

心意，我們就當親近祂，從祂的話語和禱告中尋求祂的指引

和啟示。聆聽神話語需要大量時間，可是我們卻沒有耐性去

等候，而尋求神的過程可能是漫長的，於是，我們往往會嘗

試越過神的計劃和時間表，單靠自己的熱心和意願去行認為

是好的事。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講求速度的世代，資訊發達令我們忙於

接收和分析訊息。漸漸地，我們的心思意念就被吸引住，甚

至連信仰的價值都被淡化了；這就怪不得我們對安靜、尋求

和等候越來越陌生。就讓我們去回想，作為僕人，怎可以忽

視主人的命令，憑己意承擔職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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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個「有形」（S.H.A.P.E.）的事奉者

我們的事奉，應該是出於神的旨意。我們在行動前，要謹慎

侍立在神的面前，等候祂的命令。在等候的過程中，我們不

一定僅僅靜坐合十禱告；等候神，也不是將責任拋給祂，自

己就可以袖手旁觀。相反，我們在等候期間，應該靜思自己

是否合神使用的器皿，尤其在屬靈品格和恩賜方面。

黎艾理（Erik Rees）是馬鞍鋒教會的一位牧者，負責培育信

徒。他在《活出生命特質》（S.H.A.P.E）一書中指出一個重

要的觀念：受造之物都有其獨特之處（不同的形狀），這是

神創造的目的，就是讓人盡展己長去愛神。該書是一本關於

選擇事奉道路的書籍，讓讀者認識自己獨有的五項特質，從

而發揮所長，也能與人配搭。你認識自己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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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代表Spiritual Gifts – 屬靈恩賜

「……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 

（林前七7下）

恩賜（Gift）是聖靈分發給每位事奉者的禮物，藉此建立和強化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從你對自己的了解，和別人對你的評

價，你覺得自己具備那些恩賜呢？

H 代表Heart – 心志、熱情，喜好

「 因 為 神 使 諸 王 同 心 合 意 ， 遵 行 他 的 旨 意 … … 」 

（啟十七17上）

對於天國的事情，你最關心的是甚麼？何事會使你內心沉重或

「跳動」呢？你有何奮鬥目標？你的「心」在那裡？你的動力

從何而來？

A 代表Abilities 能力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

（林前十二6）

神已經透過信徒賜給教會各種恩賜，藉此得以分享主愛。你有

那些才能可以服侍教會群體呢？有那些事情你比較喜歡做，而

且做起來感到特別輕鬆起勁？

P 代表Personality 人的性格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

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11）

對自己的性格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發揮所長。由每位基督徒的

特性拼合出來的彩繪玻璃，反映出神多方面的光彩和圖案。你

能接納神創造你的心意，真實地活出你的特質嗎？

E 代表Experiences 經驗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羅八28）

每個人都有他的人生經歷，不論是喜、是悲，只要回顧過去，

才能領悟生命的真實，從而激勵和感染別人更加愛神。你有那

些體驗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呢？

你是甚麼「形狀」（S.H.A.P.E.）的事奉者？不論在任何範疇的

事奉之中，你有信心按神的託付，發揮所長去愛神、愛人嗎？

11



「讓我們一起學
習聆聽神的聲
音，為的是作祂
的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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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反省

事奉神，是怎樣一回事呢？神會怎樣看我們的事奉呢？祂最

終是要我們手所作的果效？還是要轉化我們的生命，成為祂

所喜悅的人呢？或許，神要我們暫停原有的計劃，先去與祂

和好，我們才能認識祂為我們預備的計劃，才懂得行在祂所

指引的道路之上。等候神，對我們來說，也許是浪費時間，

但對於神，我們的等候才是祂作工的時候，因為祂要給我們

時間和機會去認識祂。

從聖經人物來看，被神重用的人，都必先要等待；摩西等了

四十年，保羅等了三年，主耶穌就等了三十年。神會給我

們出發的日子，也會給我們等候的時間。等待中的我們，有

時會感到困惑和難耐，但祂的信實和慈愛從不改變。讓我們

除去自大的感覺，不再忠於自己；不貶抑自己，也不放大自

己，或者勉強自己去扮演某一個角色。今天，我們身處於一

個翻騰和嘈吵的世代，讓我們一起學習聆聽神的聲音，為的

是作祂的忠僕。

參考書目

黎艾里：《活出生命特質—發現並實現你獨特的人生目的》。李永成、

陳呂中瑛等譯。台北：基督使者協會，2007。



Katherine組的姊妹一直都記掛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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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

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二十三4)

這段經文正正是今期專訪人物Vicky的寫照。有誰會想到

眼前這位充滿陽光氣息、笑意盈盈的女生，早年曾經患上

情緒病？她經歷過無數次情緒的低谷，期間耐心等候主的

醫治和帶領，最後活出使命人生。我們一起來看看她的故

事。

職場如戰場？情緒低谷的開端

2010年對於Vicky來說是惡夢的開始，大學畢業後剛開始

工作，她在職場上遇到不少人事問題，加上沉重的工作壓

力，令她深受情緒困擾。有一次正當Vicky在觀塘海濱的橋

上站立的時候，突然有一把聲音叫她：「跳下去！」，慶

幸神當時制止了她，現在回想起來確是神的「恩手」及時

托住、拯救了她。這次事件之後，Vicky也發覺自己的精神

有些異樣，在教會弟兄姊妹的鼓勵下，終於在家人陪伴下

去看醫生。醫生告訴Vicky 她患上了思覺失調症。這究竟是

一種怎樣的病？吃藥又能否完全根治呢？

「思覺失調患者其中一種特徵是妄想自己被害，我當時會

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想法，對我不懷好意。這種病基本上不

能完全根治，很可能要終生定時服藥來控制病情。服藥治

療的過程並不好受，藥物會影響患者的認知能力和反應，

我有時會昏睡一整天，就算是上班也好，人總是木無表

情，呆呆滯滯似的。」

本
期
專
訪

方何正怡姊妹

等候和信靠神才是最佳的良藥 
——專訪一名情緒病康復者

本期專訪:



同路人的支持是我邁向復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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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和信靠神才是最佳的良藥

在治療過程中，藥物雖然暫時止住了Vicky各種的妄想念頭，

但卻未能帶給她希望，伴隨而來是大量的副作用。天天好像

過着黑白灰色的日子，令她失去了生活的動力和盼望。早在

中學時代，Vicky已經立志要當社工，可惜這疾病卻把她拖垮

了，莫說要實踐理想，就連將來能否重過正常的生活也是未

知之數。Vicky可有就這個病埋怨神？

「當然有啦！我像一般人一樣，當逆境找上自己的時候，內

心也會不順服，會抱怨神為甚麼離棄自己。神就是要透過難

關考驗我的小信，換個角度想，不單我要學習等候神的醫治

和帶領，神也在等待我的順服和信靠呢！」

本
期
專
訪

患這病的四年以來，神一直對Vicky不離不棄，衪不斷透過

種種不同的人和事，來幫助Vicky去克服和戰勝情緒病。家

人和教會姊妹的不離不棄令Vicky至今仍深受感動。

「家人陪伴我去看醫生。團契姊妹Katherine知道我常常社交

畏縮不參加聚會，不願見人，她有時會特意到我家樓下，約

我出來吃飯，又為我祈禱。他們的鼓勵對我非常重要。」

除了親友的關心和鼓勵外，Vicky更因為加入了一個情緒病

患者的同路人小組，點燃了她康復的鬥志和希望。

「很記得當時基督教愛協團契小組的組員時常關心我，為我

祈禱。其實他們跟我一樣是情緒病患者，但他們卻可以過着

正常人的生活，甚至有餘力去關心別人，為甚麼我就不可

以？」

從同路人小組之中，Vicky得到了啟發，神又在這時候藉着

聖經向她說話「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

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二8）憑着對神的等候和信

靠，Vicky重新得力，變得更積極去面對病情，找出不同的

方法來幫助自己，例如：往神學院進修認識神；參加同路人

治療小組和做運動等。這些活動為Vicky帶來了新的動力去

思考將來該做些甚麼，才可以令自己過一個更有意義的人

生。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為了騰出空間去思考往後的人生，同時考驗自己是否已經

康復過來和獨自應付生活上的困難，Vicky於2014年遠赴

澳洲展開工作假期。由尋找工作、住屋、乘車出行到找朋



2014年working holiday的老闆，踏上信心之旅！
19

友，Vicky全部自己一手包辦，過程中試過遇上壞人，但

憑着神的保守，最後有驚無險，後來她更在布里斯本找

到了一份賣熱狗的工作，老闆和同事對她都很好。回港

後，Vicky對自己多了一份肯定，對神的作為更有了信心，

她打算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用自己不平凡的經歷，

與精神病患者同行。

裝備自己迎接使命人生

Vicky為了裝備自己，去幫助精神病患者，她修讀了一個

社工碩士課程，並加入了新生精神康復會，擔任朋輩支援

工作員，實踐她的使命。Vicky希望以自身的經歷與精神

病患者同行，聆聽他們的心聲，以同理心去了解他們的需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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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與他們分享她康復的經歷，陪伴他們走上復元之

路。Vicky對現在的工作感到很滿意。

「我在現時的工作上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上司很欣賞我

對工作的熱誠，是她當年建議我進修社工課程，發展助

人的專業。」

現時Vicky已完成社工課程，並成為社工服務同路人，

騰出時間在香港神學院修讀神學課程，她希望對神有更

進深的認識，明白神在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士身上的心

意。Vicky回想起自己由當初患病，對將來沒有展望到現

在找到心中的理想，全因神不離不棄的愛。

「神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在危難中搭救我；這病看

似讓我失去很多，但卻令我因此與家人的關係變得更密

切，也讓我結識了許多朋友，性格也因此變得樂觀，願

意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新事物。」

幫助情緒病患者──無聲勝有聲

今時今日，精神病已超越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成為「人

類病患的頭號殺手」。若然身邊有親友或教會肢體在情

緒上受到困擾，我們又可以怎樣幫助他們？Vicky認為同

理心和傾聽患者的心聲比一切治療方法更重要，有時無

聲更勝有聲，不作聲，陪他們一起哭反而更能進入他們

的內心世界。

「其實每一個人也有對抗逆境，調節負面情緒的內在能

力，只要我們願意與人同行，多聆聽，少說教，協助他



2019年社工碩士畢業，一家人的支持最重要！

感謝神給我當社工幫助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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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尋找支援的資源與力量。他們自然會懂得幫助自己康復

過來。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多留意身邊有情緒病的弟兄

姊妹，以神的愛包容他們。簡單幾句關心說話已經足夠，

例如：『我感受到你的委屈……』、『我認同你的感受，

我怎樣可以幫到你』等。」

Vicky提醒我們，安慰別人時要特別留意「講者無心、聽者

有意」，不小心講錯說話，會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我們要盡量避免一些說教式的訓話如『要寬恕他人』，

『不要含怒到日落』、『基督徒一定會經過苦難和試煉』

等，雖然這些道理是無可挑剔，但對情緒受困擾的人來

說，卻是在傷口上灑鹽，他們甚至會覺得這個世界上已經

再沒有人可以理解他們了。」

寄語

訪問快將結束，Vicky有哪些說話想跟患情緒病的同路人

說？

「嗯……我覺得可以告訴他們無論情況如何，最終他們也

是可以復元的。」

只要信心和盼望仍在，辦法總比困難多。

本
期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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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甚麼？

為什麼基督徒要閱讀聖經，經常查考？39卷舊約加上27卷

新約這麼厚的書，要花多少年才能閱讀完？如果不讀這本聖

經，只參與教會的崇拜，又是否可以呢？聖經是歷史書吧，

似乎不合時宜，這本書有這麼重要嗎？

信
仰
生
活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後三16-17）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

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羅十五4）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

們這末世的人。」（林前十1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歡迎參加我們教會的「信仰探索班」。

信仰探索班

時間︰逢禮拜日 9:40AM - 10:40AM

老師：周梁秀瓊姊妹、黃嘉健弟兄

報名及查詢︰歡迎聯絡黃梅玲傳道（2369-2237）

鄧美蓮姊妹

信仰生活:
信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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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11節提到，傳福音的恩賜是指

那些對傳揚福音特別有負擔和才能，並能深入人群中帶領人信

主的人。我們可透過不同的方法去了解自己有沒有傳福音的恩

賜，例如把握傳福音的機會，從而檢視自己是否享受當中的過

程，又或是問一問身邊的弟兄姊妹，尋找他人的印證。如果你

時常渴望與人分享信仰，或能將信仰帶入不同的話題中，這表

示你很可能擁有傳福音的恩賜。

神賜予每位信徒不同的恩賜和才能，若你發現自己有傳福音的

恩賜，就應當珍惜並加以善用，多參與佈道事工，學習不同的

佈道方法，讓自己隨時隨地也能與人分享福音，領人歸主。

傳福音既是恩賜，也是信徒的責任。無論我們有沒有這種恩

賜，也當盡力向身邊未認識基督信仰的人傳福音。即使你沒有

上述提及的特質，也未能時常自然地與人分享信仰，但作為信

徒也應該有基本的準備，就是當機會來到的時候，嘗試向人分

享你的見證，述說上帝在你身上奇妙的作為。

「先知」是指那些有說預言恩賜的信徒，它既是一種恩賜，

也是一種職份。一般人或會認為預言是對未來的預測，然

而，其希臘文其實帶有「談及前面」或「為別人說話」的意

思。預言的恩賜不單包括將來，也談及現在。我們能透過聖

經認識許多先知，他們都是神的代言人，代表神宣告祂的心

意、命令、警誡、預言、訓誨，提出異象和方向。

那麼，現今社會還有先知嗎？有些學者表示懷疑，有些則相

信先知仍然存在。新約聖經曾多次提醒信徒不要誤信假先

知，因此，我們要懂得分辨。真先知的信息能造就信徒，使

他們走正路，成為主忠心的僕人；而假先知則要迷惑眾人，

敗壞別人亦敗壞自己，他們離棄了正路，走入歧途。

傳福音
先知

譚允傑弟兄

信仰生活:
恩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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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愛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John 3:16）直譯就

是：「神極愛（so loved）世人，以致祂竟然／甚至（that 

He）……」（約三：16）這是文法上cause and effect（因

果關係）的表達。

the love of God  神的愛

God’s great love  神偉大的愛

love the Lord thy God  愛主你的神

love one another  彼此相愛

love your neighbour  愛你的鄰舍

no greater love  沒有更大的愛

love the world  (貪)愛世界

love not the world  不要(貪)愛世界

英文就只用一個“love”，中文加上了個「貪」字，整個

句子的意義便十分清楚，並與一般的「愛」分開了。

“We love,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I John 4:19 (GNB)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19。

Charity (love) 愛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charity (love)”I Cor.13:13 (KJV)

「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十三13

現代版本都是用“love”字。“Charity”一字通常是解作 

「慈善」。例如：Charity organization慈善機構。

Love, Charity愛，Mercy憐憫，Grace恩惠、恩慈，Fear敬畏

鄭惠仁弟兄

信仰生活:
讀經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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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ved 所愛的／親愛的

新約有多處稱耶穌為“His beloved Son”（祂至愛的兒子）。

英、美國人喜歡這樣稱呼至親的人，如稱兒女為“my beloved 

son / daughter”；牧師在講道時亦會稱會眾為“beloved”，意即

謂「親愛的的弟兄姊妹」。

Mercy 憐憫

“Lord, have mercy on...” 

「求主憐憫……」

“and will show mercy on whom I will show mercy” 

Exodus 33:19

「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出卅三19

Grace 恩典，恩惠

恩典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Romans 3:24

「蒙神的恩典，……就白白地稱義……」羅三24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Ephesians 2:8

「得救是本乎恩……」 弗二8

“say grace”亦可用“give thanks...”，是「謝恩」的意思，是指

在用餐前的謝飯禱告。但give thanks亦可用於其他向神感恩的地

方，如感謝祂的愛護，“give thanks to God for His loving care...”

恩惠

“Grace be with all them that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Ephesians 6:24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弗六:24

“Agape”（粵語讀音為A阿-ga加-pe皮），是希臘文的 

「愛」，是神愛世人的「愛」，比世人的愛更深。

Fear of the Lord 敬畏主

“Fear”

這字本身是「害怕」的意思。中文聖經譯作「敬畏」，將人

類對權威及超自然的神靈「畏懼」的心情表露無遺，「敬而

畏之！」。神是公義的，特別是在舊約，多次對以色列的敵

人施行懲罰，更因祂對罪的痛恨，使罪人對神亦深深的畏

懼。但神是愛，所以或許「敬愛」可能更合適。

作者期望透過一系列以「讀經學英文」為題的文章向讀者闡

釋與聖經相關的主題，當中藉由中英對照、單字解說、例句

補充等方式，讓讀者更能從中明白神充滿智慧的言語，亦可

以幫助讀者閱讀英文聖經及書籍。此系列的文章由42卷第二

期起連續刊出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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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由幾位熱心基督徒同事組織的公司團契到現在已有四十多

年，風雨不改的職場團契，由啟德機場年代到現在的赤鱲角機

場，維持每星期一次的午間團契聚會。因應限聚令，在3月時

決定暫停聚會。已預備的復活節佈道會亦須延遲，實在令人感

到有些沮喪！心裡不斷地問：「神啊，應該這樣作決定嗎？」

奇妙地，衪給了我一個提醒：「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

謀的就必成立。」（箴十六3）

在職場裡沒有團契聚會的三個月裡，組員和同事都很盼望團契

可以盡快恢復聚會，不斷祈求神帶領團契，應否繼續等待？還

是每個星期舉行一次小組的午間祈禱會呢？正當大家都同意舉

行午間祈禱會的時候，公司要求員工在家工作，再一次打斷了

大家的意念！當我們失去了習以為常的生活，求主指教我們怎

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能認清甚麼須要

持守及珍惜，甚麼須要更新或捨棄，能把握每天與主同活，蒙

受上主的喜樂與平安，並成為鄰人的祝福。

在沒有聚會的三個月裡，我繼續求問神，職場這一大片福音禾

場尚未全面開拓，需要我們去努力耕耘，團契該如何為主作工

呢？

沈金美姊妹

信仰生活:
疫境中的職場團契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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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

的心為心。（腓二4-5）

我想到那些經常參加團契的慕道朋友、那些初信的、和那些很

久沒有回到教會聚會的同事；我於是透過電郵和手寫祈禱文心

意卡去鼓勵和慰問他/她們，才發覺原來有很多職場關顧的工

作，在過去是沒有嘗試過的；這本是我們應有的使命，在人最

需要關心的日子裡頭，好應該將神的愛與人分享。深信同事們

在疫情中苦候，所面對的屬靈挑戰是非常的大，有時會感到困

難無助，沒有盼望，背負各樣重擔。在這刻唯有彼此提醒，以

禱告一起同心守望，尋求神的帶領，緊緊抓住神的應許，更多

信靠衪，專心等候，使我們有足夠力量，不致動搖。

在過去三個多月裡等待，祈禱，求問神，團契可以怎樣再繼續

下去？很奇妙地，各組員都心意合一，嘗試用Zoom在網上繼續

舉行敬拜，查經，分享。作出了這決定之後，大家就欣然地一

起仰望神。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

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8）

求主保守我們，在面對決策時有忍耐的心去等候，專一

尋求衪的心意，並靠主謹守真理，見證主的信實和慈

愛。求主加力，在疫情下，各人懂得學習和運用不同的

工具去實踐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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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 for the bus, wait for meals, wait for school and wait for 

everything. Waiting could be a bad thing that makes people frus-

trated and even lose their temper.

Waiting often goes with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and get 

it done within a certain time. Every time bad traffic stops me 

and my family from moving on the road, I would imagine that if 

I could take a truck out and smash all the cars up that would be 

amazing. Of course, I know this would never come true.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one of my stories about being 

impatient for some reasons.

A few weeks ago on a beautiful and shiny day, my best friend Jax 

invited me to his house and I was excited about it.

After breakfast that morning, my family took me to the car and 

drove to my friend’s house in Yuen Long. After a while, we were 

stuck in a traffic jam and the line of vehicles was extremely long. 

I asked my dad to honk the horn and urged other cars to go faster. 

At that time I was really annoyed and said why we had to wait, 

so I prayed to God for making it as smooth as possible. After 

a few minutes, I felt my anger was released, so I sat back and 

waited quietly for the car to move. About thirty minutes later, 

the cars started to move and we finally got there. When I met my 

friend, I told him what had happened and thanked God for helping 

us to get through the traffic jam. I was glad that my prayers were 

answered. 

Luke Li

信仰生活:
Wait



“Waiting could make you more gentle, 
pati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you are going 

through and find a path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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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happening to be waiting for a long period, I learned that 

being impatient doesn’t make anything better but it just makes 

things worse. So be calm in all circumstances and it would bring 

everything just fine. You could also calm down by praying to God 

or just relax like you are sleeping.

Waiting makes us sometimes feel uneasy but somehow we 

turn it around and we can find something good. One example is 

when we are arguing about something with our brother/ sister or 

friends, we do not yell at him/ her but be more forbearing and 

just calm down. We can actually forgive him/ her at a certain 

time and avoid quarrels finally. 

Waiting could also be a good and funny thing! An example would 

be, my family has a rule that I can play video games twice a 

month and I often keep waiting patiently for the two game days 

to come. I am excited for it as this moment sounds more fun and 

treasured than anything I play everyday.

So fellows, remember that waiting could make you more gentle, 

pati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you are going through and find 

a path forward. As God tells us that“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b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Ephesians 

4:2). 

I believe that God knows everything about us and would guide 

us on the right path until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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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因為我的家居進行裝修，須要搬到酒店暫

住，每天都要回去巡視工作進度，向裝修師傅

們了解技術上的困難，和他們一起商討解決的

方法。我每天總會在早上乘坐西鐵到屯門總

站，然後轉乘小巴，那時候正是烈日當空，在

小巴站等車絕不好受。感謝神！每次當我到達

小巴站的時候，祂總會把站上的路線牌單獨賜

給我作遮蔭，不多不少，剛好把我和陽光分隔

開，像祂安排一棵蓖麻遮蓋約拿一樣（拿四6）

，每次當我見到這些路線牌的時候，心裡就禁

不住要說一聲「感謝主！」 

鄺志強弟兄

潔白幽香的曇花，綻放在盛夏的黑夜中。在

疫情嚴峻，足不出户的日子裏，感恩有花兒

相伴，相信明日會更好。正如經上說：「各

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

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

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一17)

黃雷翠玲姊妹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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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限聚令」放寬，參加了今年6月底

成人部外展事工「行山活動」，由北潭涌

行至萬宜水庫東壩。集體禱告後出發，初

段下着密密的雨，十分感恩! 隨後天空放

晴。雨後，白白的雲，掛在蔚藍色的天

空，遠處翠綠的山，十分悅目。

龍振飛執事

今年6月中，疫情稍為好轉，外孫

女第一天上堂，她玩遊戲勁開心。

感恩！陪伴成長！

黃綺文姊妹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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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道風山上的「聖殿」。今年8月，我上到道風

山默觀和默想，尋求神的旨意。

感謝主的默示！我們生命中的每個階段，都有主

的帶領，常存感恩的心！

陳慶春姊妹

被同事發現我食杯麵，進

貢不斷的美食。

黃麗儀姊妹

我在貓home煮食，這道菜

叫「香蒜燒鯖魚配豆豉青

豆」。傳說中獨食是不會

肥的，我信是。感恩！

吳玉珍姊妹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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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影響下，儘管我的生活上多

了許多限制，卻因此讓我忙碌的身心

得到一絲輕鬆。上課的時間減少了，

讓我有更多時間與神交通，加深彼此

的關係，又讓我有機會到戶外遠足，

去感受神所創造萬物的美麗。

胡慧心姊妹

17年前香港出現沙士疫情，我當時

在醫管局屬下香港東區某醫院任職

病房經理；17年後的我已經退休

多年，因應疫情嚴峻，醫院人手不

足，我應邀重返新界東某醫院專科

門診部的分流站，擔任兼職護士工

作；繼而亦再被應邀參與新冠肺炎

普及社區檢測中心擔任醫護組長。

感謝神！保守我有健康的身體，又

賜給我服事社群的機會。

鍾曼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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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

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詩五十23

由妳躺在媽媽的肚子裡到妳出生，都在經歷著這

世紀疫症，感謝天父使妳在第三波爆發前誕生。

雖然婆婆時刻都擔心自己會染病再傳染給妳，內

心不住的禱告和交託，並且安然等候，感謝天父

保守看顧，全是恩典！

陳麗玲姊妹

疫情下的「飯聚」

疫症雖無情 

恩典下飯聚 

姊妹樂相交   

黃梅玲傳道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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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部  舒筋活絡操
成人部的外展工作已進行多年，無論是透過與外間機構合作的師友

計劃及基層服務、週末的功課輔助班、每月的郊外遠足，以及週六

的體操班等，都讓成人團契團友，和會友衆兄姊利用工餘時間去服

事社群。多年來，我們默默耕耘，冀望社會人士，無論年幼或年

長，都能藉著我們的服事去認識教會，進而認識基督信仰。

成人部每月兩次（通常是每月第一個及第三個週六上午）舉行健康

操，導師有熊良儉醫生、周群英傳道和一些部員。當中，楊楊靜嫻

姊妹負責教授舒筋活絡操，她利用自己過往運動鍛鍊的經驗，配合

筋骨和經絡知識，教授簡單易做的拉筋動作（部分行動不便者也適

合），愉快輕鬆地度過九十分鐘；運動後我們有分享時間（分享小

食則因疫情暫停），大家談談笑笑之餘，我們亦會邀請來賓參加團

契。

在疫症嚴峻期間，成人部舉辦的健康操暫停，但教會已錄影多集供

大家網上觀看練習，待限聚令放寬，健康操及舒筋活絡班將會繼續

以實體方式進行。

                                                

今年7月4日，教會成人部恢復舒筋活絡操這項活動，地點是教會

的411室，由上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出席人數有17人，

由楊楊靜嫻姊妹教授，這次教的舒筋活絡操頗為全面，有全身拉筋 

（伴隨深呼吸），眼球操，頭和手腳的穴位按摩、活絡動作，每當

學員做的動作不正確，導師會及時糾正。學員可以活學活用，在家

中自行練習。是次活動，當中有兩位學員是來賓，一位是家傭姐

姐，另一位是12歲少年（本會師友計劃服侍對象之一）。希望兩位

來賓能漸漸地融入我們教會的生活，有機會認識福音，信主。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請問你有沒有未信主的親友，有需要

學習簡單易做的運動呢？成人部歡迎你陪同他們來參加（也

歡迎會友單獨來參加），使他們能多認識我們的教會，進而

認識我們的信仰。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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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部
主日學部鑑於疫情之影響，不能舉行實體課堂，只能利用各種方法

安排在網上上課，讓弟兄姊妹們能夠在網上自行學習，務求達到學

習不間斷，課程進度亦能維持。

因應各級、各班的對象不同，各位老師各出其謀，安排出適切各級

別之安排，詳列於下表。

1 提供課堂錄影（老師自行錄影），由教會安
排放在教會伺服器，並提供連結及密碼予該
班同學收看

1)「啟示錄」 
2) 初中主日學

2 教師安排以 ZOOM 或 WEBEX 作網上授課 「摩西五經」

3 教師提供錄音及／或筆記給同學 1) 舊約概論 II
2) 新約概論
3)「歷代志下」
4)「以斯帖記」 
5) 晚堂主日學

4 暫停，待復課後繼續餘下課程 其餘班別

每位老師都需要付出額外的時間，才能做到上述的教學方式。他們

的勞苦必不會白費。敬請各兄姊們繼續在你的私禱下，記念每一位

老師。我們需要您禱告支持。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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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洲福音堂
因疫情的緣故，不能進行實體聚會，感恩的是自四月開始，坪

福可以透過網上會議軟件進行「網上視像早禱會」及「週三網

上祈禱會」，連繫眾弟兄姊妹，同心祈禱，領受主道，聚會得

以順利進行，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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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部
原本安排在年頭舉行的風琴工作坊，因著限聚令及健康著

想而延期，直至7月5日的主日下午，就是疫情稍為緩和的

那段日子，教會可以進行實體聚會，就抓緊時機，舉行了

這次工作坊。這工作坊的目的是探討《世紀頌讚》詩集上

樂譜的多種彈奏方法。這天我們共有7位本會的司琴出席。

開始之先，由劉文輝傳道分享一小段靈修信息，讓每一位

作司琴事奉的，在彈奏技巧和個人的靈性上，能好好地演

繹出每一首詩歌的屬靈內涵。隨後，由愛群浸信會的司琴

周文珊姊妹，與大家分享她對《世紀頌讚》詩集內一些詩

歌的彈奏心得。當天亦有本會的司琴現場示範彈奏，並提

出指導，讓每位司琴得著更豐富的彈奏知識。願每一個樂

音都讓神的名得著榮耀。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疫情前一年的八月某日，各人帶著歡喜快樂來同
賀團契38週年，祈盼我們繼續迎接40週年來臨。

Outing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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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法團

這麼近 • 那麼遠

『走先喇，下個禮拜見。』

這是以往團契聚會結束後，平凡不過的一句話，在這大半年間

已經不再聽到。每星期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見面的約定要暫停，

人生原是無常，沒有必然的事。

儲糧食、儲廁紙、儲口罩，人心惶惶的日子雖算是告一段落，

但疫情下人們的日常仍大受影響，教會生活也不能倖免。由二

月開始至今八個月，磯法團總共只得七次面對面的聚會（包括

四次在教會聚會，兩次聚餐和一次自家製作健康糭贈送團友的

家人），其餘時間均為網上聚會／活動。雖然互聯網能消

弭地域上的界限，但對著屏幕說話難免有點隔膜和失真 

（這感覺或許在年青一代的弟兄姊妹中間不適用）。如

果每個星期都要「和你zoom」，除非是擁有萬千followers 

的KOL，否則相信大家都會聚會疲勞，最終無以為繼。

慶幸一眾團契職員絞盡腦汁，各出奇謀，令團契可以維持

每週一次聚會，又不至令弟兄姊妹吃不消。除了固定的每

月網上查經及小組聚會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特別活動 

（如聚餐和製作健康糭等）。另外我們還設立了Channel C

頻道（C為磯法英文的首個字母），內容包括邀請教會傳

道人錄製視頻，或由職員推介一些網上影片給團友收看。

八月是磯法團成立39週年的日子，為了慶祝團契生日，我

們首次舉辦了團契金曲網上投票，由團友揀出五首最心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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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網上 + 實體fusion 版聚會

香港海外團友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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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歌，並將之串連為一短片，進行了一次非典型（指沒有

大吃大喝）的團慶活動。

其實聚會只是一個媒介，要保持弟兄姊妹彼此關係的溫度和

深度，需要大家真心付出和用心營造，放諸教會亦然。感恩

教牧和辦事處同工們每週兩次為我們錄製《疫境同行•牧者

心語》，短短的信息，可謂語重心長，讓我們在暫時無法相

見的日子，仍然可以得著屬靈的餵養和安慰。

執筆之時，手機突然傳來一位前團契導師的WhatsApp訊息。

簡單的問候，卻暖在心頭。一個囗罩的距離，全在乎我們自

己。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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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

王素妮姊妹推介：

圖書名稱： 我本不曉得禱告 - 學習祈禱之旅

編   　號： DF-115

作   　者： 蔡元雲 

出　   版： 突破出版社

作者透過自己由信主至今50年來在每個階段祈禱的學習和領受，

簡潔而清晰地敍述我們不陌生的經歷，例如是恐懼、信任和依靠聖

靈，也有掙扎於自力及倚靠他力、放下自我中心、等候、安靜與主

相交，以及羣體的祈禱經歷，作者在當中表達感到百般滋味在心

頭。來吧！就讓我們走進作者的世界，以平行時空學習，延伸至我

們的信仰時空，以禱告結連我們與主同行過去、現在與將來。

「天父，你最知道我在繁忙的香港中生活，我真的不曉得禱告。求

祢憐憫我，給我力量歸回安息在祢的愛中，在繁忙中得享內心平靜

安穩。主耶穌，感謝祢，從沒有離棄我！」

圖
書
推
介

2019年7月

鄭淑蓮姊妹推介：

圖書名稱： 給孩子一片心靈葉子 

編   　號： CG-52

作   　者： 霍張佩斯

出　   版： 恩流輔導中心、印象文字

兒童情緒和心靈發展，受父母和照顧者的影響最大，父母

的特質和家庭承傳模式，往往對兒童成長影響深遠。作者

是一位專業的兒童輔導治療師，主張兒童心理健康，透過

遊戲去探索兒童的內心世界，以信仰結合輔導方法去醫治

心靈創傷，讓孩子親身經歷與神同在，便可擺脫焦慮得到

平安。本書有真實個案分享，使讀者更能了解箇中道理。

* 歡迎預約參觀認識圖書

館服務，有興趣的組別請

向教牧或部長查詢。

圖書館目錄

圖書部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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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

蔡銘鶯傳道推介：

圖書名稱： 歸心祈禱的操練 - 

                與上帝親密同行40天

編   　號： DF-95

作   　者： 大衛‧邁思勤

               （J. David Muyskens）

出　   版： 基道出版社

當閱讀這靈修書籍時，您便進入一個充滿新發現和挑戰的旅

程，沿途有主以祂的愛陪伴您前行。這書讓我們學習以上帝為

中心的祈禱方法：「歸心祈禱」（Centering Prayer）。這種默

觀的祈禱方式，有助我們暫且脫離世俗的噪音，投進主愛的懷

抱中，並操練以一種比言語更深層的禱告，超越我們的想像。

本書有兩個目的：第一，它探索一種把我們帶到與上帝更深相

交的祈禱方式；第二，它鼓勵一種由內而外的生活方式，這股

動力來自於上帝臨在我們生命的中心。歸心禱告著重以「靈

閱」（Lectio Divina）為基礎，透過聖經的話語來聆聽上帝；

並配合簡短的禱語，幫助放下雜念，專注於上帝的臨在之中。

這書適合個人靈修或小組一起閱讀。在這充滿挑戰的世代中，

唯有我們每天操練，專注在神的話語，才能靜中得力，在困難

之中迎難而上。

截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22 日（主日）

投稿方式：
•放入地下投稿箱或電郵給黃梅玲傳道（mlwong@tstbc.org.hk）
•來稿請以1,500字為上限
•如需代筆，煩請與黃梅玲傳道聯絡

疫症看似令很多事情都停滯不前，我卻覺得是神賜下機遇，讓

我們重新思考，整裝出發。沙崙下期的主題正是「出發 GO」，

不論是傳福音也好，事奉也好，你是否也已作好準備，隨時聽

候神的差遣？還是心裡仍有所憂慮，不敢邁步？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

當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詩篇一四三8

求神帶領我們當行的道路。歡迎弟兄姊妹投稿，分享你的經歷

和領受。

徵
稿
啟
事

圖書部好書推介
2020年《沙崙》第四期徵稿

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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