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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譚允傑弟兄
當編者下筆的時候，本港的疫情好像稍為緩和，是四個多月以
來再次錄得本地零感染，不知這是否意味香港的確診數字可以
「清零」？我們離原來的生活又近了一步？
今期沙崙的主題是「異象」，你有沒有經歷過什麼異象？你認為
這場疫症是上帝給我們的異象嗎？如果「是」，那上帝想透過疫
症給我們甚麼信息？這場疫症有否讓你變得更親近、更敬畏上
帝，還是讓你漸漸遠離這信仰群體？
編者認為，經歷了這些年的種種事情，我們對於生活方式、生命
的看法、甚至信仰，或多或少已作出了一些改變。上帝當然渴望
我們變得更愛祂、更以祂為我們生命的主，但我們事實上又有否
做到？撫心自問，在這段艱難的時間裡，我們是變好還是變差
了，又準備好繼續走前路沒有？
信徒的生命受到衝擊，由信徒組成的教會當然亦會受到影響，為
著信徒生命的改變及需要，教會亦需作出配合而尋求更新和變
化。今期內容非常值得細味，教牧同工分享了教會未來事工的計
劃，讓我們同心將這些改變放在禱告之中，求主引領。此外，文
字事工部也正在討論如何改革《沙崙》，盼望於不久的將來能與
大家分享更多我們的想法。

養
牧
行
同
................................................................

羅泰然牧師
主題經文：「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約十14)
主耶穌曾經三次對彼得說：「牧養我的羊」
，可見我們的主是多麼關心信徒在教會中
得到合宜的牧養。可是往往教會提供一連
串似乎沒有聯繫的聚會和活動，使信徒感
到教會變得太複雜和太忙碌，卻沒有得到
應有的牧養。難怪有時我們會聽到信徒在
抱怨：「我忙於事奉，卻得不到牧養。」

主
題
文
章

有見及此，尖浸的教牧同工盼望在未來的
日子能有所改變，使「事工型的教會」轉
化成「牧養型的教會」，今後同工們會更
專注於牧養上的功夫。首先，我們有一個
清晰容易理解的牧養藍圖，和一個簡化的
結構，就是透過四個牧養的範疇 (見下圖示)，深化信徒認識神的
道和聖經的真理，實踐主耶穌吩咐大使命和大誡命。這四個牧養的
範疇，包括：培訓、佈道、關顧及外展四方面。其實，以上已經包
含了教會的五大功能其中之四種，除了敬拜以外，就是教導、團
契、傳道及服侍。所謂牧養是以人為本，因著每個人不同屬靈成長
的階段，幫助他們進入以上個別的牧養範疇，培育他們靈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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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組
................................................................

黃梅玲牧師、江海薇傳道
聖經教導

教
牧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 分
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十五5） 享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提後二15）
生活有力。同時，尖浸教牧同工以分齡牧養的模式，聯
繫不同年齡層的信徒。我們透過四個分齡牧區，包括兒
童牧區、青少年牧區、成年牧區及長者牧區，來配合信
徒人生各階段的需要，務求使各人進入四個牧養範疇內。
當然，我們明白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轉化不能一蹴即就。
當我們聚焦於這四個牧養範疇時，將會遇見不少困難或阻
礙，因為簡化或優化某些結構或流程時，同時要放棄各種
焦點以外的大大小小聚會或活動。因此，我們要拋開那些
簡單及聚焦的牧養範疇以外的事工，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然而，我們深信主耶穌喜歡教會做好一件事：「牧養
我的羊。」來吧！讓我們向著標竿奔跑，努力面前的事奉！

理念
教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將聚焦在「培訓和裝備信徒」的主軸上。 我們
正在籌備建立一套系統性的門徒裝備課程，內容涵括現時的主日學
聖經研讀和各部的事工訓練，再附加一系列的領袖訓練，日後亦可
按不同時期的需要，安排特設課程。

文章摘自2021年1月1日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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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是培訓組制定的「門徒成長階梯」，讓弟兄姊妹了解自己可以
在不同屬靈成長階段的學習方向。
值得留意的是新增之進深門訓班，專為已受浸加入教會之弟兄姊妹
提供多元化之課程，詳情可見圖二。
盼望大家能夠在聖靈的帶領下積極接受裝備，提升屬靈生命，一起
教
同心合意建立神家！
牧
分
享

圖一：門徒成長階梯

新培訓系統的基要目的是協助及鼓勵弟兄姊妹按個別實況和需要，
制定學習目標，以便日後能更有效參與事奉。新培訓系統的順利推
展，實在有賴師資方面的適切配合和提升。除了教牧同工和主日學
老師的安排外，亦會借助神學院及具相關機構的經驗和資源，並作
出適時的檢討和調整，從而成為新系統持續優化的基石。執事會已
成立由教牧同工、執事及值理組成的「門徒裝備培訓委員會」，以
有效推展和完善培訓與裝備系統。

圖二：進深門訓班之課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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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fast

................................................................

鄭惠仁弟兄

「For now we live, if ye stand fast in the Lord.
站穩，堅持，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
不後退
KJV 1 Th 3:8 帖前三8
Stand firm與stand fast 一樣，有堅定的意思。

站立 Stand

信
仰
「that ye stand fast in one spirit, with one mind striving 分
together 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同有一個心志，站立 享
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KJV Php 1:27 腓一27

Stand 這個字單獨使用的時候，是站立豎立著，立著之意。但當
它連著其他字作為一個詞 term 來用時，又有很多其他的意思。
Stand 站立

「Ye stand this day all of you before the Lord
your God, … 你們（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
華 - 你們的神面前。」KJV Dt 29:10 申廿九10
(在這裡的站立有等待吩咐和受教的意思)
「Blessed is the man that walketh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 nor standeth in the way of sinners …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KJV Ps 1:1 詩一1
(在這段經文裡有同路人的意思。)
Stand still

stand fast in one spirit 這一句似乎是激勵信徒要堅

定在靈裡同心為福音，中心思想並不在站立得穩。
《當代聖經》譯得較為準確：『同心合意為福音奮鬥』
Stand up
for Jesus or
some body

詩歌：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興起，興起為耶
穌，其主要意思是要為主爭戰，也可解作「為他人出
頭，抱不平，支持別人」。

為耶穌…，
或為某人…

「And Moses said unto the people, Fear ye not,

站著(不要動) stand still, and see the salvation of the Lord …,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
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KJV Ex 14:13 出十四13
Stand
forever

永遠立定，
永遠長存

「The grass withereth, the flower fadeth: but
the word of our Lord shall stand forever. 草必枯
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KJV Isa 40:8 賽四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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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 stand 「Here is where we would make a stand and will not
持守立場，固 back down . 我們就在此堅持下去，不會退讓。」

Walk among

同在

守(不後退)，
堅持
一些以Stand組合成為名詞的例子：
Stand before…(trial; a judge)

Walketh

行走，週遊

在...面前（如：法律），面對（如：審判）
Stand on…(upon) 站在…之上，堅持，持守…

(某種信念，立場)
Stand tall 勇敢，堅定，傲氣(正氣)，不屈的精神
Take a stand 採取立場

行走 Walking
Walk 一般解作行走，亦可解作跟隨 (walk with, walk after) 行為，

過著某種生活習慣方式。
Walk 作為

「The Lord appeared to Abram, and said unto him,
I am the Almighty God; walk before me, and be thou
perfect.
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And I will walk among you, and will be your God,
and ye shall be my people, 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
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們的子民。」
KJV Lev 26:12 利廿六12
信
仰
「Thick clouds are a coving to him, that he seeth
not; and he walketh in the circuit of heaven. 密雲將 分
享
祂遮蓋，使他不能看見；祂週遊穹蒼。」
KJV Job 22:14 伯廿二14

Walk through 「Yea, though I walked through the shadow of the
行過，經歷， valley of death, I shall fear no evil. 我雖然行過死蔭

遭遇

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KJV Ps 23:4 詩廿三4

Walk uprightly 「He that walketh uprightly walketh surely: but he
「行得正，企 that perverteth his ways shall be known. 行正直路

得正」，行為 的，步步安穩，走彎曲路的，必致敗露。」
KJV Pr 10:9 箴十9
正直
Walk together 「Can two walk together, except they be agreed?

同行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KJV Am 3:3 摩三3
(agreed 在此解作同意，同心)

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KJV Ge 17:1 創十七1
Walk with God 「And Enoch walked with God: and he was not; for
與神同行： God took him.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

與神有密切關 在世了。」KJV Ge 5:24 創五24
係，跟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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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部
Walk

「Whether is it easier to say to the sick of the

行走

palsy,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or to say, Arise,
and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或說，你的罪赦了，

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KJV Mk 2:9 可二9
「Therefore we are buried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death: that like as Christ was raised up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even so we also should walk
新生命的表
in newness of life. 所以，我們藉著浸禮歸入死，和
現，舉動
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KJV Ro 6:4 羅六4
一些以Walk組合成為名詞的例子：
all walks of life 各行各業
Walk on 向前行 (努力，盡力以赴)
Walk on through wind and storm 冒著風雨向前行
Walk in step 同步，同心，志同道合

................................................................

蔡石少娟姊妹
提到「異象」，大多數人會以為是一些奇怪的經歷、景象或帶預示
性的影像。就像聖經中的一些例子；往往都是出現在神與人溝通，
或向人發出指示的時候，以圖像方式表達祂的旨意。現代信徒沒有
多見這些「異象」，又是否代表「異象」不會再出現在他們中間？

信
仰
分
享

我從沒見過神奇的畫面；既沒有燃燒著的荊棘在我面前出現，也沒
有神的使者向我對話，但卻仍然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個經歷神的故
事。
當我剛結婚不久，我就離開了青少年詩班，另覓事奉崗位；那時教
會剛好要成立「獻唱小組」，於是我就開始在這個崗位事奉到如
今。當初只是想找一個新的事奉崗位，但日子久了，我就開始重新
思考崇拜是什麼的一回事。由主席宣告崇拜開始，領詩，獻唱，奉
獻，講道，分享牧禱等，程序往往都是單向的，而講道更成為了崇
拜的重點。其中詩歌部分卻成為了次要，欠缺了舊約聖經裡，大衛
拿着樂器，跳舞唱詩歌敬拜讚美神的場面，我覺得這應該才是崇拜
的重點。
二十多年前，我有機會觀看台灣「讚美之泉」敬拜隊在香港舉辦的
音樂會，整個音樂會只集中以詩歌敬拜，當時我第一次確定敬拜只
有一個目標，就是神。「讚美之泉」所創作的詩歌大有能力，影響
了很多香港教會的敬拜文化，亦因為他們的詩歌是以國語為主，在
中國的教會也很流行。但由於政治原因，「讚美之泉」未能到內地
舉辦音樂會。

15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獻唱小組到訪一個內地教會，並參與崇拜及
負責領詩，詩歌自然是以普通話為主。當時有一個構想從腦中閃
出，假若香港教會的宣教小隊可以進入國內的教會參與敬拜傳福
音，那「獻唱小組」為什麼不可以代「讚美之泉」肩負起帶領詩歌
敬拜和傳講福音的工作？

經過多年為此目標祈禱，獻唱小組終於有機會到江西一個偏遠的教
會進行分享和交流。那時候我們很精心地規劃行程，帶備所需的樂
器及物資，以為會萬無一失，但最終發現很多事情都不似預期。但
其實神的預備是多過我們所想所求的，當中所缺的，祂都充足地供
應，使我們最終的收穫遠超過所付出的代價。在這次經歷中，我更 各
部
相信神一定會供給所需的一切，也讓我們從中學習信心的功課。
分
這幾年社會的情況及疫情，迫使我們要重新適應新的生活秩序，崇 享
拜也要改為透過網上舉行。或許敬拜的方式轉變了，但唯有神的恩
典、信實及大能沒有改變。也許就在這時，我們更要留意神的
「異象」，讓我們有新的構想，為的是完成祂交託的工作。在聖經
裡，神往往在人遇到困難的情況時賜下「異象」，就是祂的一張設
計藍圖，吩咐祭司或祂的僕人在地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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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我引用一位已故作詞家黃霑先生的兩句流行曲歌詞：「知否世
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正如羅馬書十二章2節所說：「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就是因為世事多變，我相信是神要我們心意
更新而變化，察驗祂要在地上所行的旨意。而我相信「異象」是會
繼續出現，只要我們開放我們的眼界，察看神在萬變的世事中，祂
不變的意旨！

“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

在黑暗中懷著天父所賜
的小生命，就像生命裡
的一道彩虹！
既感恩又期待。

“

往後，也許傳福音的形式要改變，除了裝備對聖經及信仰進深的認
識，我相信詩歌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元素，作為開啟與未信對象溝
通的門。音樂沒有語言的阻隔，各人獨特而且珍貴的聲音，也是神
給我們的恩賜，歌詞與經文互相呼應，讓人更容易牢記流傳。

蔡嘉穎姊妹

教
會
點
滴
X
心
被
恩
感

這天，我到了城
門水塘，天下了一場
雨，路過一個涼亭時，喜見一
群牛牛，擁擠在亭內避雨，感
到奇趣，舉機拍下。其實，在
大自然裡，神創造的智慧和心
機，隨處可見；只要我們睜大
眼睛，開放心扉，必有所得；
創造主離我們其實並不遠。
陳偉明執事
19

“ 教會點滴 X 心被恩感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感謝神時常與我們一家同在。

“

2019年年尾，我家添了一名新成員，弟弟健康出世，家中變得
很熱鬧和忙碌。
回看2020年，疫情令我們的工作充滿變數，在家照顧兩兄弟也
格外不易，加上社會的氣氛，總覺得困難重重。
但感謝神的保守，我們一家人平安健康地跨過了，兩兄弟第一
年的共處也充滿微妙的愛與互動，工作縱有波折卻總有解決問
題的辦法，每當感到氣餒沮喪時仍有同伴互相安慰扶持，我深
信這些都是神的保守與帶領。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馮余詠琪姊妹

每年的農曆年初二，我們六兄弟姐妹並他們
的兒孫們，一行十多二十人聚在一起向媽媽
拜年，並彼此問安，這是一個何等開心的日子。

教
會
點
滴
X
心
被
恩
感

今年的年初二則大大不同了，媽媽被困在老人院，因
疫情未能帶她出來過年，也不准家人探訪。我們只能
到老人院樓下，遠遠地隔著窗，望著她模糊的容貌。
我們大聲向她說話，她也聽不到。她不停地向我們揮
手，彷彿也在說話，但我們卻聽不見。彼此祝賀的說
話在空氣中互傳，雖然大家都聽不到對方的聲音，但
都非常興奮。
回到家，我拿她的相片來看，眼就濕了，但我非常感
謝神，因為到現在還可以離遠看到媽媽。盼望主憐
憫，讓她願意信主，那時候，我們的心在主裡便再沒
有阻隔，彼此就更親近了！
				

蔡淑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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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我們的生活大受影響，若要帶小朋友外出，壓力就
更大，明白他們對事物的好奇和外出的需要，但又怕他們
因亂摸物件而接觸到病菌，不斷消毒雙手又擔心對身體健康不利，
無形中加添了不少困擾。但另一方面，疫情讓我們一家有更多相處
的時間，有更多機會陪伴小朋友成長，實在感恩。縱然生活上有各
種的重擔，有時被壓得透不過氣，但每當看見小朋友天真的笑臉，
仿佛提醒我生活總是有盼望，應該笑着去面對。
潘子霞姊妹

感謝天父，保守我家
在疫情之下生活雖然
不便，但沒有面對經
濟困難。仍然可以做
自己喜歡的事情，同
時也有機會見證兒子
的成長。
林國基弟兄

介
推
書
圖
................................................................
2021年1月
甘慧雯傳道推介:
書名：作個真門徒
編號：EF-39
作者：斯托得
出版：校園書房

圖
書
推
介

世人都在尋求並渴望得平安、
得自由、得安息，但是，基督
徒的生活不只是輕輕鬆鬆地享
受安息。當我們來到主耶穌面
前，奇妙的交換發生了。祂先
除去我們的軛，然後換上祂的
軛。祂解除我們的擔子，然後
將祂的擔子放在我們身上。背
負基督的軛，就是進入祂的學
校，成為祂的門徒，並順服祂
的教導權威。
斯托得以理性又不失感性的筆
觸，分享自己為何成為基督徒
的經歷，並抽絲剝繭地解明：
耶穌在過去和今日，不斷向世
人發出的兩項主張和邀請。主
向斯托得提出邀請，同樣也在
邀請你，並耐心地等候你的答
覆，你的回應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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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
江海薇傳道推介:

2021年3月
余子康弟兄推介:

書名：謙善行:有關生活、工作、做人的靈思雋語
編號：TA-59
作者：韋爾斯
出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書名：回歸聖言之召喚
編號：DC-357
作者：楊錫鏘牧師
出版：福音證主協會

本書是一本篇幅不多，分別由八
個主題構成的小書。韋爾斯首先
引領我們觀看生命的「本有」
(上帝) ，體味「存有」(眾生萬
物) 的方式，藉以探索生命之
源，以及生命之間滿有恩典與慈
愛的關係。

圖
書
推
介

這是作者回應召命譜寫的聖經教
導核心信息，聖言是回歸的呼
喚，叫人歸回天父，活出從天父
領受的召命。就是約翰福音十四
章6節所指，那條引領人到真理
和豐盛生命的道路。
透過有關委身丶復興及基督身體
建立共十五篇釋經講道信息，引
領讀者走在歸向聖言的道路上。

作者從神哲反思及宗教的智慧傳
統，讓我們慢讀此書、靜思、一
步一步感悟和學習：要謙卑、要
感恩、要自知、要溫柔、要讚
美、要忠誠、要合一、要祝福。
書中並沒有叫人注意操練
「方法」，而是幫助我們在基督
的光照中「看見」自己的生命，
帶領我們踏上全然活出生命的一
趟旅程！

* 為配合教會防疫工作，圖書館仍然暫停服務至另行通知。
如需借閱，請與辦公室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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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

稿例

沙崙第二期邀稿
生活當中，我們常常會遇到困難，尤其過往的一年，生活、工作
和學業都一定遇到不少難題和挫折，與此同時，也使我們經歴上帝
的同在。我們就是這樣，靠著上帝，在逆境中成長，變得堅強，能
以喜樂面對苦難，使生命更新。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
下期的主題是「更新」，歡迎各位弟兄姊妹來稿分享。沙崙在未來
亦會作出新的嘗試，以全新的網上版與弟兄姊妹分享訊息，希望能
盡快透過網上的形式與大家見面。
截稿日期：2021年5月23日 (主日)
投稿方式：
•放入地下投稿箱或電郵給江海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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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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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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