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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陸珈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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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認真地把你手中這本實體《沙崙》留起給你的下一代。大

概十年後新生代看著這本單純用紙張和文字傳達訊息的教會

刊物，就像我們今天拿著黑膠唱碟和用菲林相機拍攝的照片

一樣陌生。這本實體《沙崙》出版以後，《沙崙》將會暫時

由教會網頁取代，即或再有實體也未必會定期出版了。

由筆者用文字去回顧過去四十多年文字事工部（現為文字事

工組）的出品，感慨總有一點吧！你們知道嗎？文字事工部

除了《沙崙》好看之外，出產的會議紀錄簿也一樣很好看。

我們的教會很傳統，每次部員開會都會在黑色的硬皮簿內簽

名，也會把會議紀錄寫在上面。這十幾年會議紀錄用電腦處

理好就貼上簿內，令硬皮簿厚度翻倍。每次部會筆者都愛分

神翻開一頁一頁的會議紀錄，看到長輩上手寫的筆記和簽名

都會覺得硬皮簿像在「笑看風雲」，見證文字事工部員的付

出和《沙崙》的變化。

每次執筆寫《編者的話》其實是困難的，這幾年面對著投稿

文章不足的大氣候下，再偉大的魔術師也會有沒毡沒扇的困

窘。如果你是《沙崙》的忠實讀者，不難發現除了各部近

況、圖書介紹和新葡見證以外，投稿者往往只是部員本身。

同時亦因為讀者的參與度不高，近十年文字事工部再沒有舉

辦讀者交流營了。

編
者
的
話

《沙崙》自1979年創刊，起初的設計是沒有釘裝，像報

紙一樣的黑白排版。部員們這十年間亦不斷努力求變，

想要增加會友的參與度。由外聘承辦商設計封面和排

版，轉成由尖浸肢體自家設計，希望籍以增加會友的參

與度、更能連結肢體。同時由雙色印刷轉化成彩色，當

中亦改用了優質紙張，為了更能吸引到讀者的眼球，部

員們不停想出亮點，有兩年的時間曾經嘗試把《沙崙》

的文章放在社交媒體上，為的就只是增加文章的曝光

率，希望更能夠造就讀者。

這兩年疫情反覆，教會同時經歷了沒有實體聚會的困

境，弟兄姊妹們已習慣在家中崇拜，對實體《沙崙》的

需求就更少了。教會制度的重組和更新，令我們不得不

跟著這世代的洪流作出優化。兩年後看見年青的肢體在

蛻變後的《沙崙》事奉，他們會「笑問客從何處來」

嗎？筆者大概還會怕被標籤為「老餅」而羞於啟齒，告

訴人家自己是末代部員吧！

最後容讓筆者代表文字事工部感謝各位讀者和投稿者多

年的支持、教牧同工的教導與協助；也特別感激過往在

文字事工部負責校對、統籌、排版、設計和採訪的兄

姊，令《沙崙》與尖浸一起成長四十年。



主題文章
佈道部 
王永揚牧師、林香娜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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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教導

1.1	 可十六15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

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1.2	 西一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

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

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  理念

使萬民作主門徒是主耶穌復活後所頒下的使命，

每個信徒別無選擇，承擔使命。

3.  定位：統籌、推動教會佈道事工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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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佈道部的四個組別

5.1	 個人佈道組	--	加強肢體傳福音的心志，並訓練、	裝	

	 備肢體作個人佈道

5.2	 合作佈道組	--	與機構合辦傳福音活動

5.3	 網絡佈道組	--	拍攝、錄製詩歌見證錄影片段，舉辦	

	 網上福音聚會等

5.4	 戶外佈道組	--	舉辦生命之夜福音聚會、街頭佈道等

6.  動員會眾

6.1		 每年舉行傳道主日，向會眾傳遞佈道栽培的必需性

6.2	 每年舉辦安德烈行動，鼓勵會眾領人歸主

主
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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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尖浸曾舉辦及現有佈道工作

4.1	 教會佈道會(傳道部)

4.2	 佈道栽培訓練：「美滿人生」、「福音橋」、「五色佈	

	 道」、「無字書」、「三福」等(傳道部)

4.3	 聖誕節午間福音聚餐

4.4	 福音旅行(成人部)

4.5	 週間午餐職場聚餐(傳道部)

4.6	 少年福音營(青少年部)

4.7	 福音主日

4.8	 尖東戶外佈道(傳道部)

4.9	 青少年佈道會(青少年部)

4.10	 醫院佈道(傳道部)

4.11	 監獄佈道(傳道部)	



信仰分享

何劉雪芳姊妹

永遠懷念敬愛的范趙寶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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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喜樂組失去兩位至受敬重及

摯愛的姊妹，實在是我們在屬靈

上極大的損失，她倆在言行及屬

靈教導上令我們獲益良多，實在

令人懷念！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10時，我們到

薄扶林華人基督教聯會參加范趙

寶玲姊妹的安息禮拜，那地方十

分清靜，是姊妹早為自己安排好

的地方，五十多位姊妹、親友及

教會弟兄姊妹齊集在禮堂，中間

置放著一幅姊妹生前展現燦爛笑

容的照片，安息禮中有她的外孫

女嘉怡司琴，女兒穎欣講述母親

一生為人慈祥愛主，又有林牧師

作慰勉講道。

寶玲姊妹在喜樂組已超過40多年，是位資深的長輩，記得我

在1998年第一次加入喜樂組，她喜歡向別人戲稱自己是“

飯（范）煲”，好叫新參加聚會的姊妹們更容易記起她就是

范太；記得無論冬天或夏天，她總會在頭上帶著一頂冷帽，

身上穿著很多衣服，是因她的身體比較虛弱；當時她是喜樂

組的書記，每星期週會都老遠從沙田乘坐巴士到尖沙咀，還

跟丈夫一起參加真理團，是一對熱心愛主的夫婦。她還是一

本活的聖經字典，人若想知道一金句是出於哪卷書的章節，

姊妹即時可以回應；我們每半年有寶劍練習，姊妹所屬的那

隊就必定勝出。

她更熱心向人傳福音，據悉已帶領十一位弟兄姊妹信主，撒

下的種子也不少，相信她的頭上必定戴著天父所賜的光環；

她和丈夫每晚都會為教會及弟足姊妹祈禱，她有一本祈禱記

事簿，用來記錄所有代禱者的名字及事項，當一位代禱對象

一切平安，她就會在上面貼上一個星星貼紙，真是一位愛主

信
仰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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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的姊妹；記得在2002年，姊妹和丈夫在我們週會後

舉行一個結婚50週年的感恩會，真榮幸我有份參加，同

證主在他們身上的恩典。

當年她知道我的身體情況不佳，又患上憂鬱症，她時常

打電話開導我，我的名字好幾年都寫在她的代禱記事簿

上，直至我康復為止，就加上一粒星星貼紙，我和何

弟兄稱呼她夫妻倆為范爸爸及范媽媽，那時我也住在沙

田，所以常到她家探望；我們視她為長輩，更是良師益

友，在她身上獲得很多屬靈上的益處和見證。

親愛的姊妹，雖然你離開我們返到天

父的懷裹，相信你必定與范爸爸相伴

在一起，直到永遠！這是好得無比，

我們永遠懷念你對喜樂組的貢獻，願

天父祝福你四位女兒、女婿及孫兒

們，你在他們心中永遠是好媽媽、好

婆婆！



王力

明媚人生II

信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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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你是個怎麼樣的人?你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嗎?上一次在介紹

自己的時候是找工作、找學位，甚至是……相親吧!	哈哈!

我是一位高功能自閉症患者，從小到大在不同的同儕中都不

受歡迎。自閉症患者分別在表達、理解、社交和專注力上都

有不同程度的障礙。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了解極低，理解和

包容亦因此置零。我進入社會工作後沒有一份工作可以待多

過兩年。因為自閉症患者中智力正常的不多，加上我的表達

能力正常，所以35歲才被發現有自閉症的特質。人生的中段

才開始思考「我是誰?」這議題。

說不出的障礙

我是一位大學生，但我是在發現自己的自閉症障礙後才開

始學習怎樣跟別人聊天的。我碰釘了，輔導員說對初相識

的人，是不應該問人家的私隱。我記住了不可問別人的月

薪和住處，可是我下次卻問人家的年齡和他所擁有物業的

市值，結果讓人討厭一百萬次之後，我就死記硬背了幾個

問題，初相識的人我都只問這幾個問題。

我沒有意識到聊天交流要有眼神接觸，不能理解別人會因

此而留下壞印象。好！立刻就改！結果男生覺得我太主

動，男生覺得我要把她們的學生搶走。原來跟別人溝通要

有眼神接觸，卻又不能定晴看別人的眼睛，相互交替地看

著對方的額、手、眼、咀或頭髮。這些小學生都會的事是

我認識自己獨特之後輔導員手把手教我的。

如果你的新同事問完你年齡再問你物業樓價你會怎樣回

應？當你知道新同事跟你的上司眉來眼去你又會怎處理？

盛載完他們各式各種的負面回應，我變得越來越踏實做事

且沉默，甚至患上抑鬱症。這樣的我又被評為「黑面」，

我又不得不回到輔導室進入那個踫釘與被調校的無限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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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是我？

每天早上我必需把自己的皮剝開，露出微絲血管，讓神經

坦露於空氣中，令病菌肆意的攻擊我。為了把你們認為合

適的我演好，我在包包裏預備了不同的裹布讓自己在教

會、在工作間和在朋友當中、好好的把包起來，令自己更

適合於「正常」的人群中生存。	

偶爾坦白告訴身邊的朋友自己的障礙，他們總會口裏說接

納，五分鐘之後就以「為你好」的腔調告訴我該改善自

己。那時我又得拿一塊新裹布，寫下別人對自己的意見，

準備好下次放進自己那個已被塞滿的包包中。我進步了，

只是在人群中看似更正常，然後繼續被要求追逐你們「正

常」的標準。我碰釘了，就是我對自己的人生不夠努力，

活該被排擠。

在「正常」的人群中生存太累人，不再喜歡面對人群，也

很少回到教會。你拿出你的「上方寶劍」出來指控我停止

聚會，沒有看重信仰之前，請理解我沒有特別喜歡獨處，

只是經過一星期工作之後，我希望自己可以棄掉我的裹

布，隨性的做自己。

上次投稿我用了筆名，為要保護文章內的前度。舊事已

過，也無必要影響別人。作此文的目的是一個希望自己面

對自己的一個開始，這次依然把自己隱藏在筆名之下，是

因為我希望讀者能了解自閉症之餘，令教會的群體更有

包容。你不確定我是誰?	 可能就是崇拜時坐在你旁邊的肢

體。	



鄭惠仁弟兄

讀經學英文

信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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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聖父	 The Father
聖子	 The Son
聖靈	 The Holy Spirit

Trinity	-	（三位一體）在基督教／天主教神學文學／講道等都
有使用到這詞語，但聖經裡並沒有這一詞。

Trinity： tr i-是「三」的意思，如 tr i-angle是三＋角＝三
角；trio、tri加字是三重奏的意思。

Trinity是tri＋(u)nity
3＋（合一，統一)	＝	三合一	＝	三一

聖經中提到神（父）、聖子（耶穌）和聖靈是神的位格，是

三而一又一而三！合一而各有其性格和功能。所以神學家便

稱之為「三位一體」 Trinity。（unity 省去了一個u字母）

信
仰
分
享God the Son	聖子

道成肉身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e Word was God.

Son of God	神子
His only begotten Son		 祂的獨生子

Son of man  	 	 人子

The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

Sacrificial Lamb	 	 獻祭的羔羊

舊約預言耶穌降世為人
Old Testament predictions on Jesus’s birth:

「必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要賜給我們」	賽九6

“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unto us a son is given.” Isa 9:6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並給他取名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

在’」	賽七14

“Behold a virgin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and shall call 
his name Emanual, “God with us” ” Isa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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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有稱呼神子：

「Wonderful	奇妙
   Councilor	策士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	
   The Everlasting Father	永在的父	
   The Prince of Peace	和平之君」
			賽九6	Isa 9:6

耶穌在世時被當時的人稱呼為：

主，我主	Lord, my Lord

拉比	Rabbi，夫子，意思是老師，先生。

 

聖經預言耶穌之死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在未出生之前幾百年就有預言他的出

世，hundreds of years ago, His birth was predicted	更奇的是，還
有預言他會受到極其痛苦的死。But more strange, He was foretold 
of His most painful death.

「祂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	賽五十三7

“like a lamb that is led to the slaughter” Isa 53:7

God the Holy Spirit 聖靈

耶穌升天之前對門徒說祂必賜下聖靈來作保惠師	Comforter。

信
仰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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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恩姊妹得救見證

我從少到大跟隨媽媽參加坪洲福音堂的教會活動，從小就認識

了主，學會了無論遇上困苦或感恩的事都應當常常禱告，漸漸

基督信仰就融入我的生命當中。近年社會的人都不到快樂，會

在網上發表各種對生活的抱怨和苦惱。而我卻完全未曾有過這

樣的煩惱，我曾經一度懷疑過自己是不是比較奇特，為何自己

與他人沒有同感？但仔細想想就知道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我

藉著主而得到喜樂。

記得中學時的一次經歷，我爸爸因病要動手術，媽媽要在他身

旁陪伴他。因為手術當天我要上課，所以我和哥哥照常上學。

但事出突然，校方通知我，收到醫院的電話，說我媽媽忽然神

智不清，胡言亂語，不曉得自己為何身在醫院。收到這消息，

我馬上向校方申請早退，前往醫院了解情況。到達醫院後，見

到媽媽真如院方所述的情況一樣，可能由於她過分擔心父親

的手術，所以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我非常擔心，於是就禱告起

來，求主幫助我和神智不清的媽媽。就在徬徨時，我莫名其妙

地打開了自己手機的通訊錄，第一眼看到的是教會牧師的電

話，我於是立刻聯絡牧師，告訴他我媽媽的情況。他聞訊之

後立刻趕來醫院；媽媽見到牧師之後，便馬上回過神來，流

著淚告訴他自己心中的各種擔憂，接著牧師替媽媽禱告，她

便安靜下來休息了。牧師後來跟我說，他原本是準備坐船到

坪洲，因為誤點，錯過了一班船，剛好收到我的求助電話，

若果他不是錯過了那班船，他就不可能這麼快就來到醫院。

後來，爸爸的手術成功完成，媽媽的神智也恢復了，又記起

事情的經過，感謝神！正如聖經上所記：「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
意念。」主一直看顧著我和我的一家，賜我們平安，賜我們
喜樂，我是多麼慶幸我的生命裡有主的陪伴和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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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䕒姊妹得救見證

這篇文章的起首我已經重寫了四、五次，因為我總覺得這樣不

對，那樣也不對，所以刪了又刪。

正當我焦慮不安地看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突然有一把聲音

跟我說：冷靜點！

我才醒覺到，自己大概心底裏把這篇見證當成一份『功課』

吧！所以我馬上停下來祈禱，求神賜我冷靜的頭腦，讓我更好

地跟大家分享神對我的愛和恩典。果然，我寫出第一句了。

我跟神的相遇不像其他人，有很大的衝擊，或是一個很完整的

故事；相反，我是個信二代，從有記憶以來，神已經存活在我

的生命裏；況且，小時候的我就讀基督教小學，基督信仰在小

學時已開始建立；我曾經立志信主，但由於一件事情的發生，

改變了我的信仰歷程。

我早就忘了是哪一年發生的事，但我很確定，是一次復活節

聚會；投影屏幕上是講者的ppt，用來講解耶穌的離世與復

活；突然，禮堂的燈光熄滅，屏幕上播放了一段真人版的耶

穌被釘十架的影片。或許是飾演耶穌的演員太過入戲，或許

是對小學生的我來說過於震撼，尖叫聲與血淋淋的畫面，在

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從此之後，我害怕黑暗，害怕血，害怕

殺人犯，也害怕一位不應當害怕的，就是我的主耶穌基督。

而這段本應令所有人感動的救恩影片，卻成為我童年 大的

陰影。

由於在同一時期，我父母淡出教會圈子，我亦因時間不合而

離開了尖浸；雖然在中學期間，我曾多次想過重返教會，但

因恐懼與時間分配上難以平衡而放棄了這個念頭。不過我依

然會就一些重要事情祈禱，希望有聰明的腦袋來應付考驗。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很快就到了考DSE的時間。當時就如

大家在文章開頭所見的一樣，我為了考試而焦慮，為前途感

到煩躁不安；無可否認，我是一個很容易焦慮的人。

後來，因着神的恩典，我成功考上了大學。雖然只是都會大

學（即公開大學的前身），在旁人眼中，是一所不正統的大

學，但大概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次DSE考試成績已經是我

能力的極限，就憑我的資質，能進大學已經很不錯了。

在那段時間裡面，因疫情關係，大學取消了很多公開活動，

例如迎新日和招生日等，令我難以接觸到校園裡頭的社團。

正當我猶豫迷茫之際，公開大學基督徒詩班在社交平台上把

我加入成為好友；我感到有點意外，因為我早在小學已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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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合唱團至中學畢業，對合唱活動的熱誠很大，卻沒想到詩班

會主動邀請我參加。

我 終決定參加了，即使當時對耶穌的恐懼沒有絲毫減退，但

我知道，這是一個機會讓我突破這個心理關口。

第一次聚會有很多新朋友參加，由於疫情關係會面只可在網上

zoom進行，但依然在我裏面感受到一絲絲的温暖。『大家好，

我是Ico，讀語言研究及國際商業。』我是這樣介紹自己的。

『大家好，我是xxx，與Ico同科。』另一位女生開口。

大家能明白我的心情嗎？是激動，是感動，亦是震撼。我第一

位認識自己本科的朋友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開學前第一個詩

班聚會裏；而且，她還是個基督徒。

隨著時間的流逝，終於到了回校取學生證的日子。不知道為甚

麼，我竟參加了由學生會舉辦的遊走校園活動。各人隨機分

組，十人一組，每五分鐘出發。茫茫人海中，我想能找到讀自

己本科的朋友的機會不大。但神真的很奇妙，在我的隊伍裏，

我竟然認識了另一位同科的同學，同樣是在開學前。

但大家知道 神奇的是甚麼嗎？認識了兩位朋友？不！是在開

學後上的第一課我才知道，原來我修的那一科只有七個人，而

加上我就只有三位是香港人。

這代表了甚麼？代表了在開學前，我已經遇上了那萬分之一

的機率。那刻我才知道，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神是如此的

愛我，為我安排了一切。因此在朋友與詩班的推動下，我決

定要突破自己，和婆婆一起重返教會。

雖然在疫情下，未能以實體參與崇拜，但從去年的八月，我

開始和婆婆一起，參加網上崇拜。自自然然就報讀了成長

班，自自然然就決了志。當我重返教會後，我就開始懂得凡

事禱告，感覺不安時禱告、焦慮時禱告、緊張時禱告，而非

以往那般，選擇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問題。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用
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西三16)

這句金句是各大專院校詩班的班訓，亦時刻提醒我重返教會

的原因和使命。

得
救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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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
沙崙

摘錄自《沙崙》（1981年1月），第四頁

「耶和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

這是詩篇廿六篇第八節所記載大衞的一句詩。我們細味詩句，

詩人愛神愛教會的熱情，溢於言表。「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此，基督徒們都不否認要愛教
會，但是眞正關心教會的卻有多少？

廖志勤牧師在証道時說過一句話：「我們做會友的，不應問教

會為我做了什麼，只應問我為教會做了什麼。」這正提出會友

對教會所應抱的正確態度。惟其如此，方能表明我們愛神、愛

神的殿。這樣的會友，才是眞正關心教會，才能積極地參予教

會事奉，教會才能漸漸增長起來。

成年會友，你可關心教會？

李佳弼

根據中國民法規定，認為一個人身體精神發育充足，有完全行

為而年齡已達廿歲者，便為成年；但香港法律認為十八歲便是

成年。

在我們教會的紀錄中，會友年齡達十八歲或以上，是佔絕大多

數的。成年在生命歷程中是處於 活躍的階段。在肉體來說，

身量與智慧都相當成熟；在靈性方面，再不是吃奶的兒童了。

這正是事奉教會 佳狀態的時候，亦是教會對成年會友特別倚

重，寄望很深的原因。成年的基督徒，你可曾關心你的教會？

我說關心教會，不是指那些不負責任的批評與間接的毀謗，而

是像關心你自己有歸屬感的家庭一樣。且看聖經對教會的結構

和合作的道理。根據以弗所書第四章十六節的指示，說明基督

是教會的頭，會友是肢體。肢體必須在主裡面長大，與主緊密

地聯絡，於是肢體百節各按着自己的本份，發出恰當的功用

來。如此，以基督為元首的教會就會漸漸地增長，在愛中建立

自己。

如果會友不關心教會，即等於肢體與身軀脫節了，這樣還成一

個完全人嗎？教會又怎能增長？在合作事奉上，信徒應抱什麼

態度？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十六節說：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
爲聰明。」

我記得十多年前，在深水埗區內有一間浸信會，曾發生過一件

令人非常感動的事：那是一間佔有兩層樓宇的教會，因日久失

修，極需清潔、粉飾、裝修，但限於經濟，一時無法辦理。當

時的主任牧師，觀察情況，如斯環境，實非神顯榮耀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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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親自動手，做得多少得多少，以冀改善於萬一。但出乎意

料之外，牧師的行動，竟獲得全體會友支持，大家都爭着獻出

力暈。這班會友包括有商行經理、政府官員、學校老師、各級

學生、小販及一羣未受過或僅受過少許教育的婦女等等，在牧

師指導下，清潔的清潔、粉飾的粉飾、裝修的裝修，花了兩星

期，把不到兩千平方呎的教會，裝修得煥然一新。他們在感恩

崇拜中，衷心地朗頌：「耶和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
顯榮耀的居所。」

我們感謝神，在經濟方面，我們足夠應付各項開支，用不着會

友們獻上體力勞動，但是我們友會的弟兄姊妺這樣同心，不分

彼此，合力完成了裝修聖殿的任務，其熱愛教會的精神，實在

值得我們讚賞和學習的。

昔
日
沙
崙

我們的教會是採取民主制度，會務的推動是取決於教會月會。

可惜的是，我們的會友逾三千人，經常出席月會的人數實在

不多。我曾嘗試邀請，但多遭到婉卻。一般都是說有了約會，

或以為有了義工負責，用不着他們。總之，他們認為會友能

每主日返教會參加崇拜，已盡了基督徒的本份，他們只知道享

受，卻忽略了義務。如此，教會又怎能漸漸增長？

成年的會友們，你們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愛教會就必須

關心教會，關心教會就別忘記每月出席教會的月會。在神帶領

下，參加各項聖工的討論，你所付出的時間和智慧是教會所需

要的，也是神所喜悅的。

讓會中的成年人都站起來，靠着神的大能，彼此同心，去堅固我

們會裡 脆弱的一環。我們要與詩人大衞口唱心和地說：「耶和
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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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10）

聖經是由神所默示成書，是神的話語，更是認識神的途徑，屬靈書

籍當然不能代替聖經，但閱讀屬靈書籍，例如釋經或概論性書籍等

對聖經經文作出說明和解讀，使人容易進入經文的意境，從而更明

白神的心意；信仰生活及生命見證類圖書，亦可以成為屬靈生命中

的加油站。

圖書部（現為圖書組）搜羅了不同範疇的屬靈書籍，鼓勵弟兄姊妹

通過閱讀屬靈書籍，期盼讀者透過書中的信息更加認識神，以致屬

靈生命更加長進。

圖書組 余子康弟兄
教
會
點
滴

自2020年開始，教會因疫情的關係暫停實體聚會，圖書館的服務

亦因而暫停，蒙神恩典，隨著2021年教會陸續恢復各項聚會，圖

書館亦已於4月份再次投入服務。

今年4月剛好是教會圖書館成立60週年，感謝神在這一值得記念

的日子，使圖書館可以再次開放使用。藉著神一直的帶領、先

賢的努力、各部員及義工甘心樂意的事奉，圖書館方得今天的規

模。目前圖書館總藏量超過12000冊，包括成人圖書丶兒童圖書

以及多媒體等。

圖書部透過各種宣傳鼓勵大家多閱讀屬靈書籍，新一期的小門徒

屬靈圖書閱讀計劃剛於2021年11月份展開，見到一眾小門徒熱烈

的回應，實在令人振奮，期盼小門徒可以自小培養閱讀屬靈書籍

的習慣，從而在神的話語中成長，得以早日接受救恩。

圖書部經歷60年寒暑，面對教會的新牧養模式，一眾部員及義工

亦積極配合，繼續在新一年投入圖書組的工作，願主繼續保守眾

兄姊在圖書事工上的事奉，並賜下智慧，透過書本及媒體中的信

息使讀者更明白神的心意，以致屬靈生命更加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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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
分享

姓名﹕黃月桂

職位﹕執行幹事

入職日期﹕2018年5月

感謝神，讓我在尖浸事奉，不經不覺已過了

四個年頭，我主要負責處理教會日常行政管

理及內外事務等。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
的，不是給人作的。」(歌羅西書3:23)

姓名﹕趙玉嫻	Cindy

職位﹕幹事

入職日期﹕2013年

我目前負責協助兒童部及會計部工作。我深

信只要樂意踏出事奉的第一步，神為我們所

預備的，必定超過我們所想所求！願榮耀頌

讚歸與愛我們的神！

姓名﹕施自強Joanthan

職位﹕助理幹事

入職日期﹕2018年5月

	 大家好!主內平安!	 我主要協助坪洲

福音堂及尖浸母會的事務，包括處理

探訪簿、週刊等資料。請多多指教。

姓名﹕陳肇廷	Caspar

職位﹕幹事

入職日期﹕2019年11月

大家好！相信更多會友習慣叫我「阿

廷」，我在教會中主要負責處理媒

體工作，平時在教會聚會時看到的影

片、音響及崇拜網上直播就是我負責

製作的。

姓名﹕陳淑冰	Debbie

職位﹕幹事

入職日期﹕2010年

我過去曾在教會各部協助工作，在

主日學部的服事時間就比較長。現

時主要負責處理教會及辦事處的行

政工作。大家如需任何協助，可隨

時到7樓辦事處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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