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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1. 聖經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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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

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十二25-27)

    2. 理念

主耶穌是心靈牧人的典範，祂認定人的價值，關注人真正的需要，

使人改變過來，得享安息。祂是救恩和豐盛生命的信息。教會的

牧養關顧，正是效法主耶穌的關懷行動，藉著對會內各牧區肢體

身心靈狀況的關注，與之同行和給予支持，促使整個群體去認識

神，依靠神的恩典過信心和喜樂的生活。牧養關顧服侍是一項廣泛

性的工作，是教牧和每位成員的信仰實踐，學習在仰賴神的幫助之

下，顧念別人的需要，讓被關顧的人經歷神的愛，從而喚起和燃點

彼此相愛的心，這是一種以基督的心思為我們心思的生活，是捨己

的生活，是施與受的生活，更是教會合一的表現。此外，關顧的工

作也涉及對新來賓的接待，我們願更多人加入神的家—愛的群體，

在當中成長和敬拜事奉神。

關顧組

教
牧
分
享

一直認為傳福音是神的吩咐，所以很重要。後來才明白是因為

愛。當關心、著緊對方，就會發自內心的想傳達這美好的福音。

但每每想行動時，卻又不知該如何開口。如果你也遇到這情況，

可以嘗試由傳閱好的文章或見證開始。《沙崙》將會推出網上

版，不再是整份電子版，而是開設一個平台，讓會友能直接在網

頁閱讀文章，以及輕鬆分享。期望新的網版《沙崙》能很快與大

家見面。在等待的同時，筆者為大家準備了一篇簡短的回顧，如

果文章勾起你對《沙崙》的一些情懷與回憶，歡迎你來稿分享。

曾有一位姊妹說過，聖經最核心的教導就是愛。愛的表現有很多

種，其一就是關懷別人，一句簡單的問候，一通久違的電話，都

能傳遞溫暖。在不久的將來，關顧組會展開一連串的牧養與關顧

行動，以及提供相應的培訓課程。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記得不要

錯過囉！

周晶姊妹 甘慧雯傳道、陳婉芬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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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關顧部的工作

為達到以上牧養關顧的理念與宗旨，教牧將會統籌教會現有的關

顧工作，服侍各個牧區肢體，凝聚力量。為此，我們鼓勵眾肢體加

強關懷心志和技巧，動員協助籌辦相關的交誼活動和支持小組等。

3.1	 統籌現有的關顧工作

    3.1.1	 恆常性的家訪及電話慰問

	 3.1.2		 病患及哀傷關顧	

	 3.1.3		 獨居長者的關顧

	 3.1.4		 崇拜接送：每月一次安排復康巴士接送行動不便之長者

	 3.1.5		 慈惠工作

	 3.1.6		 特別的關顧：例如：口罩、愛心禮券、紓困資助金

	 3.1.7		 舉辦交誼活動

	 3.1.8		 其他牧關：配合分齡牧養的安排，給予肢體在人生階段	

	 	 轉變時	關注

3.2		 建議新的關顧行動

 3.2.1 	 建立病患支持小組：建立關顧平台，鞏固信心

	 3.2.2		 尋羊行動：尋找失聯會友

      4. 動員事奉者

透過培訓組的安排，增添訓練及專題講座等的學習

4.1  探訪員訓練

4.2		 復康巴士義工訓練

4.3		 照顧長期病患者知識和技巧

4.4		 基礎關懷技巧

4.5		 生命教育

4.6		 死亡面面觀

接待
    

    1.  聖經教導 

「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

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可九37）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

了天使。」（來十三2）

    2. 理念 

聖經中從舊約到新約，都充滿接待的例子，這不單是一個傳

統，也是信仰的實踐，今天父神以祂的愛接納我們，讓我們成

為祂的兒女，加入主耶穌基督所設立的教會，在聖靈的引導下

於教會成長。因此，我們也要在教會參與接待他人的服侍，

實踐這美好的傳統，使「尖浸家」成為一個滿有愛的群體。

    3. 動員 

由於新來賓涉及不同的年齡，所以需要招募不同年齡的弟兄姊妹

參與「接待」的服侍，以便日後新來賓可配合分齡牧養並參與

聚會，例如：團契或小組、主日學、少年崇拜、小門徒天地。

    4. 訓練 

經培訓組安排合適的課程給「接待」的服侍者參加。

    5. 崇拜前後的接待 

5.1    預備「接待」服侍

5.2    與新來賓簡單的交流，彼此認識

5.3    填寫新來賓留名咭，簡介教會的聚會

    6. 接待的行動 

歡迎新來賓聚會，例如：午堂主日崇拜後舉行茶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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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下，群策群力，編輯出版了《沙崙點滴特刊》，內容包括了

專題、轉載、翻譯、見證、靈修小品、各部通訊及漫畫等，為日後

教會的刊物開辟新的領域。

1979年，會刊的內容日趨豐富，除了輯錄客座講員的講章、教

會動態、書籍介紹、社會評論及漫畫等，其餘內容與「沙崙

點滴」重疊，故此決定取消「沙崙點滴」，並將會刊改名為

《沙崙》。除了釋經證道，傳揚信息之餘，《沙崙》亦是會友暸

解教會動向，分享靈修的平台。各屆部員都為此而努力，不時

作出調整，開設新的欄目，用以擴寛讀者群，或吸引投稿，或

增加與讀者的互動，當中包括「青年特區」、「兒童天地」、

「沙崙信箱」、「填字遊戲」、「會友情懷」、「心被恩感相

片集」等，在此未能盡錄。除了在內容方面精益求精，外觀設

計亦沒有被忽略。《沙崙》最初只有四頁紙，以報紙的形式出

版，因不太受會眾歡迎，而改為十六開、三十二開等書簿訂裝。

現今大家所看到的色彩豐富、插圖精美的版本，也是近十年左

右的事情。不單由黑白改為彩色，排版亦從外判改由會友義務

擔任，好讓更多弟兄姐妹參與其中，拉近大家與刊物的距離。

專
題
文
章

沙崙是神賜給以色列人之應許地中的第二大平原。它是一塊形狀

窄長的沿海平原，位處地中海東岸，北至迦密山，南界與非利士

平原為鄰，全長約75公里，土地肥沃，在春雨的澆灌後，能孕育出

美麗的沙崙玫瑰。作為應許之地，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地方，而以

其作為會刊的名字，背後是否還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沙崙》

的創刊號已不復見，只可以從時任牧者的著作入手，推敲一番。

可從上世紀60年代說起。當時的主任牧師徐松石牧師（1899-

1999），是一位教育家和歴史學家，一生醉心於文字工作，

著作非常豐富，包括其講章的選輯，如《沙崙花鳥》、

《尖雨沙崙》、《沙崙默想》等，皆以「沙崙」命名。徐牧

師曾在其著作的序言中提到，我們的靈命就像乾旱的沙崙曠

野，只要有充沛的雨水，便能變成華美之地，而神的話語就

是沙崙的春雨秋雨，滋養著我們的心靈，使生命變得豐盛。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乎。黎巴嫩的榮耀，

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它。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我們神的華美。」 

（賽三十五1-2）

要傳神的話語，文字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感恩有一班青年會友於1964年贈送了一台油印機給教會，翌年

文字事工部應運而生，幫忙編印宣傳單張、壁報等文宣，以配合當

年的擴展聖工運動。1973年，更在週刊開設專欄「沙崙點滴」，內

容以簡短精練的文字、短詩為主。同年，一班年青的部員在牧者的

寄語沙崙
周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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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當年，本部的成立，是一班有志於文字事奉的青年會友，而

《 沙 崙 》 的 出 版 ， 除 了 常 任 的 部 員 外 ， 幕 後 還 有 一 班

幫 忙 編 採 、 攝 影 、 訪 問 、 設 計 等 工 作 的 弟 兄 姐 妹 。 希

望 今 天 能 有 更 多 年 青 的 一 輩 參 與 《 沙 崙 》 的 製 作 。

隨著網路世界的發展，閱讀習慣也隨之而改變。數年前教會已將

《沙崙》的電子版上載到網頁，但在搜索或分享文章時，略為有

些不便，加上實體版一年只有四期，往往在分享各部活動花絮

的速度上未如理想。一年多的疫症，更多弟兄姐妹使用教會網

頁，我們希望可以好好把握這時機，建立網上版《沙崙》，提供

一個更輕鬆快捷的平台，讓會友能更輕鬆愉快地閱讀和分享。

不同時期的《沙崙》

1979年的《沙崙》，以報紙形式，雙色印刷

《會刊》第五期 1977年9月

專
題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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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組 
何劉雪芳姊妹

暫別了，親愛劉孫國本姊妹！

上禮拜六(5月15日)剛參加完孫姊妹的安

息禮拜，心裡一直都感到不捨和難過，整個

禮堂坐滿了親友及教會弟兄姊妹，由羅牧師訓勉，講述了姊妹

一生信主及對天父常存感恩的心，又早已跟牧師預備好安息禮

的情況，隨時安然返天家。在當天看到她女兒Wendy述說母親的

生平事績，看到姊妹是一位很能幹又謙虛的長者，一生作育英

材，桃李滿門，深得學生愛戴的老師，也聽到孫兒Jason講述他

與婆婆這兩年暑假回港相處的情況，每次和她外出吃喜愛的食

物時，她總會開心微笑地望住自己。婆婆又常常鼓勵他用心讀

書，要多參加教會聚會，希望他們信主，一代一代傳下去，見

證神的恩典，她真是一位好長輩！今次喜樂組姊妹在安息禮中

也獻唱了一首《天父必看顧你》作為對姊妹的心意，相信姊妹

在天家也看到當天的情況，也很滿意女兒為她所安排的一切！

記得我加入喜樂組，不經不覺，跟孫姊妹已經認識了二十多

年，起初大家也不是太熟絡；有時她會到美國探望女兒，記得

有一次，她得了孫兒Jason之後，就帶回了一盒上面印有他名

字的朱古力給我們吃，當時她面上充滿著喜樂。後來年紀大

了，就較多留在香港，她是喜樂組最佳的書記人選，跟好姊

妹卓太是最佳拍檔，我跟她相熟後，知道她是一位老師，就笑

稱她為校長，但她不願接受，我就改稱她為主任，她寫得一手

好字，臉上常常掛著微笑，頭髮總是熨得整整齊齊，衣服穿

著又配搭得體；她常常在脖子上套著一條圍巾，原來不是用

來襯托衣服，而是因為氣管毛病，經冷氣一吹，就會咳嗽。

起初我只會跟孫姊妹在主日崇拜後一起吃午飯，彼此交往，到

後來週三聚會後，我們幾位姊妹都會留下來閒聊一下，一起吃

完晚餐後才回家，孫姊妹雖然吃不多，但也很享受大家一起

談天地，每次我都會陪伴她坐西鐵回家，車廂裡的人很多都會

讓座給她老人家，雖然就一個站，但彼此都會開心閒談，每次見

她都說時間過得很快，禮拜三見面後，四五六在家休息，到禮

拜天又見面，禮拜一二日她又在家休息或做其他事情。可惜去

年的疫情改變了她的生活習慣，教會聚會長時間暫停，加上外出

一定要戴口罩，她因氣管不好，不能長期戴上，因此很少外出，

常常悶在家裡，我們一班姊妹知道之後，也常常有跟她用電話

聯絡，有一次她告訴我，她女兒在美國那邊住的地方發生嚴重

山火，需要隨時要撤離，令她憂心忡忡，我將她的情況在羣組

轉發，希望大家為她代禱，又私下聯絡了甘傳道，她後來得到甘

傳道的安慰和禱告，加上美國那邊的山火受控，才安心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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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嘴富豪酒店自助餐
18.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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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弟兄都不捨得姊妹的離

開，他總會記得在每個主

日預備靠墊，給姊妹坐在

大堂後面的長者區，讓她

舒服安坐，他常常提醒我

多打電話給孫姊妹，關心

她的飲食，今次我因為擔

心她早上未起床，午餐後

要睡覺，所以不想打擾

她，沒有常常跟姊妹聯

絡，真的有點自責，但深

信我們在天家會再次相聚！

但疫情延續下去，姊妹終於在3月28日因身體不適被送入廣華

醫院，幸得卓太在群組發放消息，知道羅牧師已去探望姊妹，

並為她祈禱，更透過視像方式讓她與女兒見面，姊妹們都同

心祈求天父醫治孫姊妹，讓她早日康復出院，因她常常希望能

快些返教會，跟我們一起「吃餐勁的」，幸好女兒及孫兒在4

月7日從美國返港，本來抵港後需要隔離，幸得天父憐憫和恩

待，可以即時到醫院探望母親及婆婆，我們也為姊妹感到安

慰，這都是天父的美意。孫姊妹於4月16日安返天家，女兒及

孫兒能送姊妹最後一程，相信姊妹已在天家享受最美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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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鷹行動
李張詠恩姊妹

五月的一個主日清晨，當牧師在崇拜分享及歡迎新來賓時，有兩位

坐在三樓第一行的女士舉起手來。當時我見到其中一位很面善，但

又不確定是否認識的。

崇拜後，在樓下大堂遇見她們正在跟傳道人傾談，我便上前跟她們

打招呼。傾談之下，我們就相認了......原來那位面善的女士就

是我在「飛鷹行動」中曾遇見的一位對象「珍姐」。相認的一刻，

大家都十分開心雀躍，這情景令我想起那些以往在短宣中久別重

逢的每一位對象。

說到珍姐，也盡見神的恩典，從上年12月飛鷹

行動在九龍公園跟她初次見面，在短短的傾談

中，得悉她的家人患病，她正肩負著生活的重

擔，但她仍心存盼望，我和隊友心裡都念記著

她的名字和情況，為她禱告。到今年4月，我們又

再到九龍公園出隊，沒想到在面積那麼大的公園內，在離開前又

可以再次遇見珍姐，大家相認過後，不需太多開場白，便談到彼

此的近況來，在這樣輕鬆的傾談下，不知不覺就建立起一個鄰舍關

係。當時她口邊還常常提到一位叫嫦姐的朋友，希望她也認識主，

我和隊友也鼓勵珍姐多禱告，有時間跟她一起來教會親近神，想

不到，一個月後的今天能在教會見到她和嫦姐，心裡莫名的興奮     

 和感恩，她們說今次是受另一位飛鷹隊友的邀請，    

 這位弟兄是在飛鷹隊成立前，在另一次關顧行動之 

 中探訪過嫦姐。到這個時候才知道，原來大家都 

 不知道，珍姐和嫦姐曾經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 

             遇上過尖浸家的我們。

信
仰
分
享

這個經歷讓我領會到神的心意和安排是奇妙的。或許我們的探

訪對象曾在不同時候聽過信仰內容，但他們何時受感動，我

們卻沒有能力預計得到。但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每時每刻

帶著尋羊的心，盼望迷失的羊能回到上帝那裡。而我們能參

與其中，一起尋羊，成為神手中的流通管子，實在是恩典。

當我們大汗淋漓行來行去，以為未必有人願意停下來接受福音單張

的時候；當我們只跟對象閑話家常，以為他們未必明白，又未知幾

時再遇見的時候；神卻說：「一切盡在我手中」。

正如哥林多後書五章18-19節所說:「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

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

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

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感謝主，感謝每一位在飛鷹行動中一起同行的弟兄姊妹及一

班默默為對象和事工禱告的肢體，同行天路的喜悅就是彼

此在生活中，以愛和關懷作見證。願意神將每顆珍貴的種子

放在尖浸，使他們能在靈裡健康快樂地成長。求主保守。

備註：「飛鷹行動」是外展組其中一個社區關懷的活動；每月一次探訪

教會附近的街坊小舖，建立持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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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更新
沈金美姊妹

我是在2001年聯合佈道大會中決志信主

的，後來在尖浸崇拜聚會，在2004年受

浸加入尖浸家！ 

以往每個主日都是完了崇拜就「即閃」，因為不想被太多弟兄姊

妹認識，不想參與教會任何事奉，覺得我不做，還有很多弟兄姊妹

呢！職場事奉是我的首要，教會事奉我沒有時間理會。但原來尖浸

家是需要每一位也願意擺上的。衹要你願意，祂必成就！你相信

嗎？

加入尖浸家的十七年當中，當中有很多的逃避，看不見，聽不到。 

2020年我開始參加磯法每星期的團契聚會，一年多之後就加入了這

個團契，才知道磯法團已經成立了四十週年！非常榮幸成為磯法的

一份子！在團契裡短短兩年，就真正認識到一班與信仰同行的弟兄

姊妹，神的帶領實在太奇妙！在一班有活力、有熱誠的弟兄姊姊的

帶領下，我再一次投入到教會的事奉上。當人真正投入事奉時，神

就必定會使用；雖然有時候信仰上可能會遇上高低起跌，但不論環

境如何，這班活力十足，滿有熱誠的磯法團友總會彼此關懷勉勵，

活出基督的樣式，一同蒙恩，專心事奉。

雖然我們有懶惰軟弱的時候，但若我們願意擺上自己，神必定會悅

納，試試看吧！順服神，踏出事奉的第一步，祂為我們所預備的，

必定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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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計劃，過去兩年，神藉著疫情來磨煉我

們，但這疫情並沒有把我們打倒，反而更使教會堅強起來，感謝

主！

在磯法團兩年多，學習了很多與弟兄姊妹在事奉上的相處，彼此接

納。你是否也願意對主說：「求你使用，栽培我?」求主幫助，叫我

們心意更新而變化。

潘霍華說：「凡不能獨處的，就當小心團契生活；凡不能在團契中

生活的，就當小心獨處。」團契是美善的，獨處也是美善的，但兩

者必須是互相防衛，互相供應；而其中的美善，人只會在兩者並行

的情況下，才能領受得到，否則，本是美善的東西，便成為我們的

陷阱。

神呼召我們跟隨祂，是要「我」作出回應，沒有任何人能代替我

們。我們也是常常單獨到祂面前，不斷更新「我」對祂的委身，也

讓祂告訴我：「你是我所愛的」。祂也呼召我們進入聖徒的群體，

我們在其中相交團契，「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是何

等榮耀的呼召，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得以在合一中互建。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腓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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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學英文
鄭惠仁弟兄

生命 Life

Life - 1. 生命、有生命的、生物

生物學上所有的有機體生物 (organic life) 具有細胞 (cells) 能生

長(grow) 和生殖 (reproduce) 的都是有生命的生物，如動植物等。

但人類更具有靈魂 (But the human being also possesses the soul)。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

有靈的活人。」創二7 (Also the Lord God formed man of the dust of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Ge 2:7。

Life - 2. 生命、生活、人生

人生如夢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新生命 (New life)：

「基督改變了我的生命 (Christ changed my life)。自我接受了耶穌
為我的救主之後，我的生命改變了 (My life has been changed since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ur)。」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有生
命)。」約十一25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Who 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 Jn 11:25。

to live (動詞)、living、alive (進行式，動詞) 活著，生存

我們需要食物、空氣和水才能生存 (We need food, air and water to keep 
us alive)。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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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在生，但我不肯定他是否活著！」(He is living but I am not 
sure if he is alive!) (雖生猶死 - 形容可能是失去生命的意志力或身

體衰弱等)。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約六35 (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that cometh to me shall never hunger) Jn 6:35。

「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0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Php 1:20。

to live for 為……而活著 (人生目標/或為某種目而生存)：

生命無意義；人生無目的 (There is nothing to live for)。

Living for : 為……而活；

詩歌 “Living for Jesus”《青聖》直譯歌名為：「為主而活」意義貼

切；《頌主新歌》則譯作：「奉獻身心為主」意譯，亦將詩歌中心

表達清楚。

祂活著 (He lives) 聖詩：「祂活著」

永生 (Eternal life / Everlasting life) 

活出像基督的生命/樣式 (to lead a Christ-like life)

基督徒(模式)的生活/生命 (Christian living, Christian life)

God fearing life 敬畏神的生活

Most of the members in this congregation lead a God fearing life

Abundant life 豐盛的人生/生命

make a living 謀生

living in difficult times 在艱苦的日子中過活(如：環境惡劣/戰爭/災難

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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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The Truth

Truth 和 True 兩個字有時會令人混淆

Truth 真實、真理、真相、事實 (名詞)

It is the truth 那是真實的，真實就是這樣 (並沒有騙你！)；

The truth is...事實上……；真相就是……；

To tell the truth 講真的……；誠實的說……；坦白講啦 

(也可以說：“Frankly speaking……”)

Hiding the truth 隱瞞事實/真相。

True 真實的、事實的、忠實的 (形容詞)

[他所告訴你的並不是真的。(What he told you was not true.)]
Truly 真實的、真誠的、忠實的，「Yours truly, 你忠實的，信的結

尾」

Truthfull 真誠、誠懇 (名詞)；

truthfully, truthfulness 忠實的、誠懇的 (副詞)

Truth 真理：The Word「The Word was mad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Jn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

恩典有真理。」約一14。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十四6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Jn 14:6。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真理使你得自由(真理將會把你釋放)。

set……free (動詞) 把……釋放(自由)。

Truth 誠實：「因為祂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萬代。」

詩一一七2 (For his merciful kindness is great toward us ; and the truth of the 
lord endureth for ever.) Ps 117:2。

endure (for ever): 忍受、經歷過試煉或災難，不朽之意，永遠長存。

Truth 忠信：「我揀選了忠信之道。」詩一一九30 (I have chosen the 
way of truth.) Ps 119:30 。

他說誠實話。他所說的是真實的。(He speaks the truth.) 
moment of truth: 重要關頭，考驗的時刻，真相大白的時候。

True 真實的 (形容詞)：「你話的總綱是真實。」詩一一九60

(Thy words is true from the beginning.) Ps 119:60 。

「我們相信的是獨一的真神。」(We believe in the one true God.)

「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太廿二16 

(Master, we know that thou art true, and teachest the way of God in truth) Mt 22:16。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一9 (That was the true 
light, that lighteth every man that cometh into the world.) J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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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部
黃翠娣姊妹

更新 

自去年疫情開始至今已經持續一年多，究竟疫情對我們的生活有什

麼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呢？

若果一成不變，又如何能夠接觸福音對象？

傳道部的多個福音／佈道活動都因著疫情關係要相繼取消，

部員都覺得十分納悶和可惜。然而佈道的工作實在不能再耽

延，所以全體部員經討論後，一致認為使用網上平台傳福音

是一個可行的試點，雖然對很多教會而言，網上佈道工作

已經很成熟，但對於尖浸而言，卻是一個新的開始，只要

認定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九

22），那怕起步比別人遲，我們都應該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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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計劃先製作3輯福音短片，分別於5月、6月及7月份放上教會

網站播放。適逢5月及6月份是母親節和父親節，所以首兩輯短片將

以母親、父親為主題。內容有詩歌、見證及呼召。當播出後，我們

會搜集意見並作出檢討及改善。

要與時並進，更新陪談方式。 

最近2月份的福音主日因著疫情關係未能以現場形式進行，最終

改為網上聚會。以往陪談工作都是透過面談方式進行，今次為了

把握機會向慕道的朋友講述福音內容，傳道部特別增設了電話及網

上形式進行陪談，當日有陪談員成功透過電話與一位女仕陪談。我

們更在福音主日前舉行了網上陪談員工作坊，目的是讓陪談員了解

整個流程，及如何在網上進行陪談工作。在日後的福音聚會中，除

了進行現場陪談外，亦會繼續採用電話及網上陪談方式進行陪談。

什麼是更新？我理解應該是含有改變的意思：不再原地踏步，不再

固步自封，為的是要有進步。更新是讓我們可以成長，更愛神、愛

人。傳道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鼓勵和推動大家努力傳福音，沒有

你的參予，一切更新只會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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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部
甘慧雯傳道

活動 花絮

婦女部職員退修會  

感謝神！婦女部職員退修會於4月28日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舉

行，該次活動有25位姊妹參加，主題：「與神同行」，內容

包括：遊戲、詩歌、信息分享和靈修。大家對「明陣」踱

步默想活動印象深刻，在過程中體會與神同行的「滋味」。

各
部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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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吳偉強弟兄

培訓組與成年牧區B組
黃梅玲牧師、江海薇傳道

培訓組與成年牧區B組於4月至5月期間總共完成了4次「同行牧養」

聯團聚會。這個課程的形式是團友們與牧者們互動學習為主，盼藉

此能對團友們更多了解，讓我們日後預備的課程能更貼合團友們的

需要和期望。

新
葡
見
證

我是吳偉強，我在一個信奉民間宗教的家庭中成長，我媽媽會拜

祖先、拜觀音和燒街衣等。從小我都會聽從媽媽的指示去拜這些神

明，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只當是一種例行公事。

我雖然小學及中學都是在基督教學校就讀，其間亦會不定期地參加

少年團契，可是當時我只當是一個聚會，並沒有信主的決心。

到大專畢業後出到社會工作，老闆是一個信奉道教的人，公司平時

會有拜神活動，農曆年初三更會到車公廟上香，年年如是。他要求

我們也一起出席，當時我只當作是工作的一部份。

我太太	(周宛瑩)	從小已是尖沙咀浸信會的會友，但她也曾經

一段時間沒有參加聚會，直至2016年，她的婆婆病危並且去

世；這事以後，我太太又再次定時參加教會崇拜。

初時太太也有經常邀請我跟她一起上教會，但我

時常推卻。到後來我的姊姊不幸患上癌症，家人

都非常擔心。我見太太為我姊姊祈禱，

我當時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也開始

為我的姊姊祈禱。當我看見奇跡一次

又一次的出現在我姊姊身上，我開始

認識到神的慈愛和大能，這件事亦是

我開始相信神的主要原因，我亦在

2018年開始與太太一起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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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莫綺玲姊妹

從前的我，相信多行善事必定會有好報。但聽多了牧師的講道後，

明白到我們不能以自己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去嘗試取得神的悅納。

世人都犯了罪，唯有我們能真正聽神的話語及相信神，透過主耶穌

基督作我們靠向神的橋樑，好讓我們不被定罪，能夠出死入生，得

著永生，成為神的子民。

恆常的參加尖浸主日崇拜，令我認識更多作為基督徒的應有行為及

責任。到了2019年3月17日的福音主日，蔡美華牧師所傳的福音，

令我有種突如其來的感動，在那一刻，我意識到是時候再行前一

步，為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作準備，所以我便在2019年3月17日

決志。

信主後的這些日子，當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遇到困難，我覺得自己比

以往少了那份焦慮，因我相信自己只要信靠主，我便會得到主的保

守及看顧，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亦希望將這福音帶給更多未信主的

人。

感謝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使我能有以下的經歷。

我生長於一個普通家庭，家中並沒有設置甚麼神位，因為父母都是

基督徒，自少養成逢星期日上教會的習慣，一點不覺得沉悶，反倒

覺得很滿足。

到了中學時期，可能是主的安排；一位老師既是我的班主任，又是

一位基督徒。有一天，我因功課原故，到教員室找她，問完功課

後，她問我有沒有宗教信仰，我告訴她我一家是基督徒。她就問我

一個問題︰「知不知道自己有罪」，當時不知如何回應。後來，這

位班主任問我食飯時候有沒有時間，她想我深入了解主耶穌基督；

於是以後的每個星期一、三及五，我和班中另外兩位同學，都會跟

這位班主任一起查經。我最記得第一次查經的第一句金句，

 向來你們沒有奉

      我的名求什麼，

       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十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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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
這位老師解釋了這句金句的真正意思，凡事有信心，主必聆聽我

們的禱告，這話到現在常常在我心裡。每當有什麼事情發生，我

都會在心裡默默禱告。畢業後進入社會做事，雖然有時會遇上不如

意的事情，往往都會籍著祈禱告訴主，自己心裡便會覺得很滿足。

直至這兩三年間，我家中發生巨變，至親的人相繼離世，從前在家

中與他們有說有笑，現在突然變得寂靜；這段日子十分之難過，心

中又想起了這段經文；於是，我禱告，告訴主我很傷心寂寞。過了

幾天，奇妙的事發生了，有一些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陸續來找我，

我把家中發生的事告訴她們，她們一有時間便來陪我出外逛逛、有

些朋友知道我不開心，常常打電話來慰問我，有些就怕我在家

寂寞，專門邀請我星期六到她公司幫忙。這時候，我很感謝主，

知道祂慢慢地在改變我的生活模式。我知道祂是全能的神，知道最

大的生命動力，就是籍著信靠主耶穌，勝過罪惡，與罪脫離關係。

我當時的感受是，我不能讓主耶穌傷心；因此在一個晚上，我

作了一個真心的祈禱：「親愛的天父，我承認自己有罪，我承

認自己不能救自己，我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我個人救主，我相信

主耶穌的寶血能洗淨我的罪，主耶穌的死是為我而死，這次

是我真心真意的，願主聽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

心所願。」當我作了這個祈禱後，就像是放下一個重擔，我

解決了我一生最大的問題。感謝神在這段期間的指引和帶領。

 

感謝神，我覺得我能夠真正認識相信到這位救主耶穌，全憑神的安

排，故此更能顯出神是主動尋找我，祂給了我這個機會，給了我這

個工作環境，給予我能處身在一班真真正正的基督徒裡面，藉著

他們把主耶穌的榮耀彰顯給我看到，使我真正知道耶穌是誰，神與

我又有甚麼關係，和最重要知道我有著甚麼責任或我的生存意義。

若有人問為甚麼解

牠，你們就說：

『主要用牠。』

（路十九31）

懷 念 我 所 敬 愛

的 連 達 傑 牧 師                                             

鄺志強弟兄 

雨後海灣一角，明淨恬靜；神恩感動心靈，領受如

處可安歇的水邊，頓舒世間的煩憂，感謝神！                                             

Joe Wong

教
會
點
滴
X 
心
被
恩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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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推介

書名：道猶在耳—聽道與講道的神學        

編號：TB-96 

主編：趙崇明                                    

出版：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今天有時我們會覺得「無道可

聽」、或講道內容「與我無

干」，這是牧者責無旁貸的，

要努力「學」講道；但講道與

聽道，其實同時是牧者和信徒

的服侍與呈獻。「聽道」也要

「學」！不是要「學」成為專

業評道者；而是因為聽道既不

是與生俱來的能力，更需用心

聆聽、努力辨識，上帝在這嘈

雜的世界中，藉著微小有限的

僕人，向我們發出微小的聲

音。講道者也是聽道者，聽道

者也要與講道者同工！

盼望我們一同學聽學講。

2021年7月

許泳輝傳道推介:

* 圖書館已恢復服務，時間為主日午堂崇拜後至下午一時。若想在其它時間借     

  閱，請聯絡辦公室。

圖
書
推
介

本書作者提出：如果啟示錄的信

息既不是陳述歷史，也不是預

測，它究竟說的是甚麼？繼而帶

出啟示錄是宣告生命裡的「是」

和「非」，目的是要認識耶穌基

督更深，就是明白到神對衪的子

民的保護和眷顧，從而提醒自己

要緊緊跟隨主，即使在苦難中，

也不失當中的盼望。

啟示錄本是不容易明白的書卷，

相信藉著這本書可以讓大家慢慢

思想、慢慢品讀，從而有所領

受。

書名：啟是揭非－啟示錄品讀       

編號：BG40-41 

作者：孫寶玲牧師 

出版：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2021年7月

顏李羨儀姊妹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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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沙崙》日記

『伊斯蘭教』，一個常常聽到的

宗教名稱，但卻很少非穆斯林能

知道其信仰的核心思想。本書作

者，出生於美國一個典型的穆斯

林家庭，從少接受傳統的穆斯林

教育，5歲就能用阿拉伯語背誦7 

章的『古蘭經』，到了15歲能用

英語及阿拉伯語背誦15章。作者

信仰的轉捩點，出現在大學時

期，認識到一位基督徒的朋友，

大家互相辯論自己的信仰，驅使

作者用大量時間，去比較『聖經』

和『古蘭經』。作者最初由護衛

自己的信仰，改變到開始懷疑，

最後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他的救主。

本書敘述了作者的信主歷程，從而使非穆斯林更了解穆斯林世界，

能從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義：三一論、基督論以及救恩論，看到伊

斯蘭教信仰的不同。

沙
崙
日
記

6月26日　微雨

文字事工部一行9人一起到其中一位部員家進行義工退修會。其

實這次退修會早於一年多前安排，但受疫情影響，只能一再延

期，感恩最終亦能順利舉行。

能夠一起享受一個寧靜、愉快的下午，禱告唱詩、牧者分享、共

享愛筵，確是美事。除了大飽口腹外，我們在靈裡也得到餵養。

我們相信，事奉的初心是本於人與上帝的關係，我們都渴望獻上

微小的能力去回應上帝的愛，但當在「實戰」的時候，事奉人

員之間的關係就非常重要。通過退修，確實有助我們加深了解對

方，盼望日後有更多在靈裡相交的機會。 

書名：在清真寺尋找，十字架下尋見        

編號：GA-81

作者：納比．庫雷希 

出版：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

龍振飛執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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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例

今年文字事工部的工作與以往不同，除了要出版《沙崙》外，部

員亦忙於籌備沙崙網上版的工作。這對我們確是一大挑戰，感恩

於過程中上帝安排了懂得製作網頁的弟兄給我們，令整個開發更

加順利。由於我們目標能於本年內完成網頁並開始運作，因此我

們會暫時放下第三期《沙崙》的工作，而集中籌備網頁的版面及

內容。

請弟兄姊妹繼續按感動投稿，分享見證及信仰點滴。亦懇請大家

能為事工祈禱，盼望網頁能盡快完成並開始上載這段時間收到的

文章，以至這些分享能更快更廣地與他人分享。求主使用我們，

亦繼續使用《沙崙》這平台，讓更多人能得聞福音的好處。 

希望很快能再與大家見面！謝謝。 

文字事工部 2021年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會友投稿。

•來稿須寫上真實姓名（發表文章可用筆名）、通訊地址及電話。

•稿件內容以積極正面、鼓勵信徒靈命長進為原則。

•來稿字體要端正，請勿一紙兩面書寫；或中文電腦打字稿。

•來稿必須原創、不得抄襲或改編。

•來稿若「一稿多投」，敬請加以註明。

•引用經文時，請用《現代標點和合本聖經》；如需引用其它譯     

    本，必須註明譯本名稱。

•來稿請以1,500字為上限。

•本刊不設稿酬。

•來稿無論適用或不適用者，將於出版後儘早退回。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立論，不一定代表出版者或本刊觀點。

•本刊對一切來稿有取捨、修飾及刪改權，如不欲被刪改請註明。

•投稿者若不願文章被轉載，請於來稿時註明。

•本會受薪同工文章的版權屬尖沙嘴浸信會所擁有；其它文章的   

   版權屬作者本人所擁有。

如對《沙崙》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將意見書放入投稿箱內。

投稿方式： 

•放入地下投稿箱或電郵給江海薇傳道 (pennykong@tstbc.org.hk) 
•來稿請以1500字為上限 

•如需代筆，煩請與江海薇傳道聯絡
39



九龍尖沙嘴金馬倫道31號 31 Camero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692237 Website: www.tstbc.org.hk Email: tstbc@tstbc.org.hkFAX: (852) 23690465

非賣品 Not for S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