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潔生活，彰顯天國
朱永生牧師

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中國網頁【互動百科】中「國
格」一條的解說是：「具有國格，除指形式上所反映
出的一個國家的榮譽、尊嚴、品格、聲望，個人來說
就是熱愛與捍衛這個國家的領土與它的人民所反映出
的言行。人格的產生離不開國格。國家是國民生活
的大環境，“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改造人。”中
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除了塑造了我們民族溫、
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之外，多少也
給後人遺傳了“奴性人格”。」最近香港一群人在廣
東道發起以不文明的方式針對內地自由行旅客到港搶
購消費品的「反蝗行動」，同時暴露了兩地人民行為
表現影響國格形象的問題。這個雙輸的舉動，實在叫
我們的國格在國際社會中失分。中國文化有好有壞，
唯願我們能去蕪存菁，同時建立起個人的人格及國家
的國格。
那麼作為基督信徒，我們的天國國藉又給與我們什麼
樣的滋養，塑造，要求和責任呢？一方面，「天國」
的「國格」是不同凡響，是一個完美的真理道德文化
生活的典範。「天國」並不是一個民主政制的國度，
上帝是一言堂的君王，隨己意行作萬事，祂已訂定
了從創世到末世的整個歷史及救贖的計劃，不容他人
的自由意志所左右。在地上這樣的一個領導者只會是
極權統治的暴君。但神蹟地這樣一位萬權萬能的天國
之君，竟為愛世上罪人之故，差遣祂的獨生愛子為承
擔他們當受的罪責而犧牲在十字架上。這彰顯了這位
天上君王光明的屬性：「無比的聖潔」及「無比的大
愛」，祂的旨意是叫人得福得拯救，而不是要滅絕萬
物：「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
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祂願意
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
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
來。」(彼後3:8下-9; 提前2:4-6) 上帝的權能、聖潔、
慈愛，正是「天國國格」的根基。

上帝對祂的子民以色列要求的人格是：「你們要聖
潔，因為我耶和華是聖潔的。」(利11:45; 19:2) 這是
摩西五經上帝頒佈律法的主旨所在。耶穌對祂門徒
要求的人格是：「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
一樣。」(太5:48)這是登山寶訓主耶穌教訓的天國憲
法的主旨所在。使徒彼得亦清晰地把信徒人格及天國
國格的關係密切聯繫起來：「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
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2:9)基督徒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人們
應可從我們的待人處事中看到天國君王的影子。這不
是律法主義下的硬守規條的僵化性信仰表現，而是源
於內心並表裡一致的屬靈品格的流露。
最近針對教會領袖的負面新聞不少：非禮罪成、挪用
教會公款、逃稅、有牧者聲稱常拾到天上掉下來鑽石
的短片、有信徒把在家中拍攝牧者拆毀觀音像的短
片皆被放於you-tube … 這些事情有的明顯涉及道德
操守，違反聖經教導；有的是有歪常理，荒誕無憑；
有的則是昧於待人處事的智慧，惹動怒氣 … 這些缺
德，粗疏或幼稚的行為讓我們的信仰在天國內外都淪
為笑柄，甚至引起公憤。年青時聽過一句話：「先學
做人，後學做基督徒。」基督徒要「識得做人」，意
思不是要我們與世俗為友，做「世界仔」，諂媚討好
其他人；而是要通達人情世故，尊重別人，在不違背
真理的原則下，以common sense待人處世，叫人
感到舒服。「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羅12:18) 沒錯，我們要作鹽作光，要與世界分別過
來，在真理原則下守正不苛，不為世界潮流所動搖，
我們是「俗世聖徒，聖化俗務」。但我們要作的是「
聖人」，不是「怪人」，若我們以「靈巧像蛇，純良
如鴿」的心態真誠地活出信徒的榜樣，必會贏得別人
的尊敬，而不是為人所詬病。要作個「有品」的基督
徒，讓天國的「國格」被人尊崇，不致辱沒了「天國
子民」的身分及「天國之君」對我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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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燕驊弟兄

蔡文中弟兄

鍾惠玲姊妹

何錦誠弟兄

何應光弟兄

許戈姊妹

林希維弟兄

劉顯誠弟兄

劉偉就弟兄

李恆信弟兄

呂重恩弟兄

李永健弟兄

專題 ： 新屆執事

崇暉分享

李恆信弟兄

當初答應參與執事會選舉源於執事會的提名及邀請，心想只是被提名，並沒有想過當選。但
我確信神讓我當選執事，是要我開始學習承擔教會管理的職事。
過去我都是以聖樂事奉為主，如司琴和青年詩班。兩年前開始擔任早堂崇拜主席和青少年小
組導師。神讓我跳出聖樂事奉的框框，好像從幕後的角色轉移到多一點領導的角色，當中要
面對自己以前很怕的事 — 公開說話。感謝神，透過這些帶領性事奉讓我增加對自己的信心。
擔任執事意味著更大的責任，緊張少不免，而我亦需要適應「執事」這新身份。感恩家中
有個很有經驗的執事（李永健執事），當我有不明白的時候可以請教他。最後，求主賜我信
心、智慧和能力去應付新的事奉，盡力在這崗位學習事奉祂。

在恩典和學習中事奉

呂重恩弟兄

選舉過後，感謝很多弟兄姐妹長執的鼓勵和教導。閒談當中，也提到在執事崗位上事奉很
多不同的意義：承擔、責任、見證、光榮、信仰歷程、教會承傳... 然而當我真正坐下來靜想
時，發現這兩個星期體會最深的，原來是恩典和學習。能夠事奉，其實是天父很大的恩典，
也代表著更多學習的開始。
從小在教會長大，一直有很多事奉的機會。直到近年在青少年部和少青啟發的事奉中，才逐
漸體會到事奉背後的恩典。在事奉中，經歷到上帝的安排和能力，明白自己的限制和不配，
也看到自己身上的罪，開始更深體會耶穌背上十字架拯救罪人那份愛的重量，看到那份愛和
自己的關係。明白自己不配之後，便體會到被上帝揀選的恩典。事奉雖然是信徒理所當然的
責任，也是對上帝愛的回應。對我震憾最深的是能夠事奉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
“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作這事， 或作那事。(雅4:15)” 上星期
靈修讀到這句話，再次提醒我事奉的主動權一直在上帝手中。我想:事奉的重點其實不在於你
做了什麼 (其實也不能做什麼)，而是讓我感謝上帝讓我可以成為祂工作的一部份，在當中被
上帝更新改變，與上帝有更深刻的經歷。
經歷上帝和信仰的過程中，同時亦越發看到自己的不足。
執事的事奉，對我來說是更多學習的需要：

1 學習放下自己的想法，耐心等候上帝的帶領：在成長的過程、工作環境中，我都很習慣去

靠自己解決各種的問題。很習慣什麼都自己計劃，不喜歡uncertainties。但最近一次退修
營中，上帝提醒我要學習放下自己，主動求問上帝的心意，耐心等候上帝的帶領。同時亦
學習接受自己的角色是去順服、堅守上帝的心意，而不從自己有限的角度去衡量眼前的環
境、成果和其他人的看法。

2 學習抓緊上帝的愛，堅持信仰和聖經的真理：提醒自己有時太聚焦在事奉的”事情”上，
會忽略了和上帝的關係。學習將事奉建基於對上帝的愛的回應和愛神愛人的命令，不要做
馬大。另一方面，在事奉的崗位上學習聖經的真理，用愛心堅持信仰的真理。

3 學習與不同的肢體同心事奉，作好見證，結好果子：感謝上帝讓我有很多一同成長，在信
仰路上同行的肢體。求神讓我學習去更深了解身邊弟兄姐妹的需要，認清自己的位份和角
色，看別人比自己強，與不同的肢體同心的事奉。
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為上帝讓我事奉的恩典感謝上帝，亦為我在信仰和事奉上有更多學習而
代禱。更希望在往後的日子有機會與各位一同在教會事奉，經歷上帝的愛和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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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姑娘分享
丈夫自去年10月已經到了上海事奉，我和女兒也決定2月11日遷到上海居住。要和筲崇的弟兄姊妹及小朋友
說再見，實在不捨得。每次弟兄姊妹問及此事，都有相同的問題，為何？何時？多久？甚麼教會？…現在讓我
藉崇暉，向大家分享一下…
丈夫服事的教會是「上海廣東話團契」1，英文簡稱(SICF)。3年前，SICF舉辦的退修會邀請我負責他們的兒
童活動。就是這樣，我協助了3年。前年，丈夫也和我一起參與服事，認識了這間教會，得悉他們需要聘請
一位青少年傳道。當時，丈夫感到SICF的年青人很單純、受教，只可惜一直沒有人牧養，他開始為這此事祈
禱，直至決定到上海事奉。
作為太太，要帶著女兒離開香港到上海的服事真是十萬個不願意，我會問：香港的房子怎樣？女兒怎樣？
我們是否真的適合當地教會？上帝是不是想我們去？後來，我們夫婦二人找了我倆的屬靈導師鄭躍培牧師傾
談，因鄭牧師比我們更認識SICF，當時亦是他邀請我們去上海服事的。傾談過後，他認為我們是合適的，跟
着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思前想後，祈禱等候，最後作了這個決定。
在猶豫的時候，我會問：屋怎辦？女兒怎麼辦？將來的生活會是怎樣的？
上帝很快就對我說話了。初來筲崇，我是住在屯門的，為了節省交通的時間，我和丈夫一同申請居屋，當時
教會很多弟兄姊妹為我代禱，就是這樣，我竟然能抽到一個高層，我們又有能力負擔的單位。另一方面，想
起我的家庭、婚姻及孩子，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經歷了多次神的拯救和挽回。要知道自己是從甚麼地方出
來，就能回應神，知道一切我所有的都是出於神，今天上帝問你願意給嗎？
我就回應說:｢願意｣。
要和你們說再見，實在不捨。當我向主席、牧師及長老分享我的去向時，不禁有難以啟齒的感受。我向來不
善於表達，習慣了「先做後感」。心裏百感交集，我開始問天父，這是甚麼感受？聖靈對我說：「弟兄姊妹
愛我的程度，尤如父母親不想讓你受苦。」身邊每一個人都說：「真的不捨得你走！」但不捨得可以只是口
頭禪，弟兄姊妹不捨之餘，還很想支持我的需要。要知道，只有父母親才會有這樣的愛，但在筲崇卻有很多
人這樣愛我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向你們說感謝！我能感受這些愛，是因為當我內心正不知怎麼辦或恐懼
時，弟兄姊妹好像義不容辭地幫忙、有姊妹為了歡送我買了一個「只會送給自己女兒的蛋糕」、有姊妹夢見
我因為懷孕回港、孩子們在歡送會的呼歡聲叫我知道他們捨不得、一群幼兒的歌聲令我無法忍著眼淚、長執
同工們的關懷……令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回應，只可衷心感謝你們。
去到上海，我要面對新的生活。現在孩子仍未找到學校，我亦未知道自己事奉的去向。上海的國際學校費用
非常昂貴，但很想找到一所適合女兒的的學校，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我們。從前我是服事別人，但現在人生
路不熟，事事都要問人靠人；從前我是傳道人，現在卻是家庭主婦；從前是別人弄飯，現在要自己弄飯。上
海的生活習慣都不像香港，想買點東西要上網才可以廉價點，要買菜就要踏單車。上海空氣很差，12月到上
海時，經歷了甚麼是霧霾，當時空氣污染指數達PM10 2，女兒到了上海比在香港咳得嚴重，結果要在上海看
醫生，感恩能痊癒。這些都要學習面對的功課，但相信那靠主的必能得力。感恩在上海已經找到住處，是住
在浦西長寧區 3，是一位很關心教牧同工的會友租給我們的。有一位朋友巧合地在這時離開上海回香港，他把
所有全新的家電及餐具都送給我們了，實感神足夠的供應。
很多人問我們會在上海留多久？我只能說:一切看神的帶
領，我們沒有定期限，但願神使用我們的生命幫助當地的信
徒。4月8日會和女兒回港參加導師的婚禮，4月28日再回上
海，到時我們又可以再次見面。
我們一家也不會忘記在這裡的情和義，也會定時在互聯網讓
大家了解我們在上海的生活，每天晚上我們也會在上海記念
在筲崇的事工，願天父親自揀選適合的同工服事兒童。
1
2
3

4

http://www.shasicf.com/
PM10（即直徑小於10微米）的顆粒，這種顆粒不能被身體的防禦機
制阻擋，可以直達肺部，所以十分危險；PM2.5的顆粒比PM10的更危
險，因為它的顆粒小於2.5微米，可以穿透肺泡到達血液。
http://www.propgoluxury.com/TC/PropertyNews/Shanghai/494shanghai-kaixinhaoyuan-yuyu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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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部家長分享

黃美蘭姊妹

那天兒童部的導師、家長和小朋友一起為林燕姑娘舉行了歡送會，歡送會上充滿歡笑聲。孩
子們排成兩行，揚起親手做的紅旗，夾道歡迎林燕同志進場，場面十分惹笑。
後來，當幼兒級的小朋友天真爛漫地為林姑娘唱出一首動聽的歌曲時，她忍不住哭起來了，
場面十分感動。
林姑娘是一個有魄力又了解兒童心理的傳道人，她統籌着日益龐大的兒童部，來參加主日學
的孩子愈來愈多，她能夠讓部委各按其職，並且與導師們定期開會，建立起良好的默契。另
一方面，她為孩子設立了守時、靈修、勤到等獎勵制度，孩子得到了正面的鼓勵。
林姑娘造就孩子的屬靈生命。她讓孩子可以有事奉的機會，例如司事、數點奉獻、敬拜和唱
等。兒童部十分重視孩子的恩賜發掘。我聽過林姑娘問我女兒:｢妳認為自己有甚麼專長、恩賜
可以事奉神?｣我女兒回答說:｢彈琴。｣於是林姑娘便提議她參加琴鍵班。每次女兒在家中彈奏
從琴鍵班學習的詩歌時，我心裡既感動也感恩。
近年，林姑娘都會推薦孩子參加讚美之泉的兒童詩班，讓孩子有更多更深的屬靈經歷。
凡此種種都見證了孩子在林姑娘的牧養下，靈命都茁壯成長。
所以我是十分感激她。在此代表兒童部的孩子、家長及導師衷心說句:｢謝謝妳!｣祝願妳在上海
的生活安康，願上帝繼續引領及祝福你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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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專輯 ： 長青部

長青主日學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每逢主日早上，都有一群可愛的長者回到教會參加主日學嗎?
而兩位擔任長青主日學的導師分別是李永健弟兄及李振雄弟兄，還有謝愛群、黃志明、崔潔
惠、丘綺妮等的弟兄姊妹協助。
長青主日學分成兩班，各有16-20人，其中永健弟兄自1999便開始帶領長青主日學了；振雄
弟兄負責的那一班則由2006年至今，也踏入第八個年頭。除了上課，長者會一起｢飲茶｣及舉
辦不同的活動，例如團拜，大家會一起歡渡春節。

６

部門專輯 ： 長青部

導師分享

李振雄弟兄

學生們認真的態度令人感動，他們不單會準時出席、認真學習和留心聆聽，有些同學還會
在家中重温，也有推卻星期日早上所有的家庭活動來上主日學，更有好些同學每日為老師禱
告，這些都令我深受激勵。
在教學過程中，有時因自己忙碌而備課不足, 也試過不知怎樣處理課文或引用甚麼例子來解釋
而出手無策，幸好神每次均會補添我的不足。在教導的過程中，自己的得益是最大，因在備
課過程中，要經常深思經文內容、如何在生活中應用，都鞏固了自己對聖經認識的根基。

李永健弟兄

屈指一算，在常青主日學已服侍了15個年頭，也即是橫跨兩個世紀，實在不是一段短時間。
而有這種持久力當然是從上頭來的：「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常青主日學沒有放暑假這一回事，因為長者都渴望學習，不想暫停，所以全年就只有接近農
曆年初一的一個主日休息，讓他們準備過年或拜年的事宜。
長者上主日學十分準時，基本上有早沒有遲。除非他們因病缺席，否則也會預先請假。
教導常青主日學其中一個困難是部分長者未有上學唸書，不識字，加上長者記憶力開始衰
退，很容易忘記所學過的，這需要弟兄姊妹代禱，讓神的説話能留在他們心裏。
我班中有一對老夫婦，除了身體不適或天氣問題，每次都必定出席，
從他們決志，到得知他們在家中謝飯禱告，我實在為他們感恩，也看到自己的付出並不徒
然。
最後，在這裡鼓勵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加入這事奉行列，叫更多長者在晚年時可以有更多機會
學習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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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拓展 ：家長園地

家長園地
曾經在社交網站Facebook看過「家長園地」的活動照片，對此很感興趣，有機會便訪問了冼
牧師，讓弟兄姊妹更了解｢家長園地｣。
被訪者 : 冼婉儀牧師(冼)
訪問員: 黃美蘭(黃)
黃： 「家長園地」成立的目的是甚麼?
冼： 過去教會不同的部門都會舉辦家長活動，成立「家長
園地」的目的是統合各部的家長事工。
黃： 可以簡單介紹，「家長園地」嗎?
冼： 家長園地」逢星期四早上九點半至十一半舉行，家長
按子女的年級分成五組。分別由我、朱師母、胡姑
娘、黃校長及潔廉姊妹帶領五個小組。每次活動平均
有20人出席。我們會唱詩、跳讚美操、查經…….進行
不同主題的活動。我們每月都舉行興趣班，希望讓家
長更容易投入「家長園地」。
黃： 除了組長，還有其他弟兄姊妹協助嗎?
冼： 其實許潔兒姊妹是統籌「家長園地」的負責人，因為
她平日要上班，才未能出席活動。另外，還有很多弟
兄姊妹協助帶領不同主題的活動。
黃： 「家長園地」的家長是否來自崇真小學?
冼： 是的，也有來自幼兒學校的家長。學校會派發通告邀
請家長參與活動，也會在家教會宣傳這活動。
黃： 弟兄姊妹如何為「家長園地」守望代禱呢?
冼： 我們希望先透過「家長園地」凝聚一群家長，有機會
便邀請他們參加啟發課程，讓他們慕道歸主。
黃： 「家長園地」真的很有意思，相信弟兄姊妹都願意為
此禱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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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堂事工
教會主題「各按其職.合一成長」迴響
： 筲箕灣崇真堂基督少年軍中級組

G Square小組
(李浩彰 分享) 吳奇恩 撰文.訪問
筲箕灣崇真堂基督少年軍中級組
吳： 請問你對教會本年度主題 「各按其職 合一成長」有何看法或體會?
李： 講到「合一成長」，我就會想起以弗所書4章4節：「我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當
筲箕灣崇真堂於2008年試辦基督少年軍中級組，並於2009年正式成立成為第268分隊。成立
我們去事奉，為擴展神的國去盡力時，大家有合一的靈是十分重要的。我認為要靈命健
目的主要為承接筲箕灣崇真學校－第201分隊的隊員，當然也歡迎教會其他弟兄姊妹參與成為
康成長，就應該把內裡的自己準備好，往後才會有更有效的事奉 ; 並且能有屬靈的眼光，
分隊的一分子。去看清楚自己的事奉方向，在教會與弟兄姊妹彼此作肢體，同心服事。我認為這樣的事
奉會較有力，有平安；也可以看見神的作為！這對我的事奉態度有很深的影響，因為這
分隊集隊時間為星期六中午12:55至下午3:00，內容有步操及專章技能訓練。每次集隊後，隊
叫我明白到人所作的都很微小，我們要學習存敬畏的心去順服神，靜觀他的作為，就能
員亦會參與少年崇拜，作為基督教教育的一部份。現時隊牧是許秀琼姊妹，隊長是馬柏謙弟
看見他的榮耀、大能！希望自己能為神作美好的見證，叫他的名被彰顯！
兄，副隊長是陳峻瑩姊妹。
吳： 請問你認為自己在今年你的屬靈生命有否「成長」？又可否請你說說你希望在事奉的崗
位上，如何實踐這個主題?
李： 我覺得自己的靈命是有成長的，也希望會繼續成長，持守住順服神的心，並要努力裝
備。而關於如何實踐這個主題方面，我覺得很難就某特定的事奉去說，反而應該是怎樣
調整自己的心態去配合，學習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去為事工盡力才是最重要，雖然
大家有不同的事奉崗位，卻都是同心合意為神作工。最後，祝福大家能靠着上帝所賜的
力量，朝着「各按其職，合一成長」目標努力，建立教會，信仰的生命繼續茁壯成長。

專章一般分為甲組章和乙組章，甲組章主要是一些靜態的專章，例
如急救章、自然章、興趣章；而乙組章則是一些動態的專章，例如
遠足章、露營章、體能章。另外有一些運動布章，例如足球布章、
單車布章、羽毛球布章等，讓隊員可以認識不同種類的運動。

分隊每年都有立願禮，而今年的5月17日將會是第6屆的立願禮，
歡迎各弟兄姊妹參與其中，一起見證我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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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介紹 ：青成部

LWF小組介紹
小組背景和近年發展
Loaded With Faith 小組由2個小組合併而成，成員約有30多人，主要是在職的青年和年輕家
長。開組時間在每月第一及三個主日上午11:00-12:45，內容有詩歌、靈修分享、查經、分享
及彼此代禱。我們以大團小組形式為骨幹，一步一步向著小組擴展為目標。歡迎更多弟兄姊
妹加入我們的小組。
小組異象
我們小組的異象可分為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橫向方面是讓小組成為組員間互相關顧支持得
力量的地方，讓組員間建立互信互愛的關係。縱向方面，讓小組成為新生組員成長壯大的地
方。小組要積極地把福音在家庭、職場和社區傳開去，希望組員可以一學習一事奉，與主建
立親密成熟的關係。
組長分享：劉駿靈姊妹
不知不覺間,我已經成為LWF小組組長3年了!開紿的時候,因著聖靈的感動,LWF小組朝著傳福音
和接待新朋友的方向出發｡萬事起頭難,我當初都不知道應如何帶領小組｡感恩神讓我有一份堅
持;堅持無論只有三個人去街頭佈道,還是只有四人開組,我也讓活動如期舉行｡我又見 神讓萬事
互相效力;組員中有恩賜邀請新朋友的,有懂安慰的,有默默耕耘的,有忠實參予的...雖然不是毎一
位新朋友也留下,但今天我們的人數在不知不覺間已加增一倍多了,還有當初的新朋友竟已成為
今天組內的好幫手｡神的工作真是奇妙! 保羅曾這樣說:｢我們毎一個人都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
做:我栽種,亞波羅灌溉,可是使它生長的卻是上帝｡｣(林前3:5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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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主題「各按其職.合一成長」迴響
投稿 、分享 、廣告

G Square小組
(李浩彰 分享) 吳奇恩 撰文.訪問
投稿----信徒增值
孔燕霞姊妹 (Eva)
吳： 請問你對教會本年度主題 「各按其職 合一成長」有何看法或體會?
李： 講到「合一成長」，我就會想起以弗所書4章4節：「我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當
信徒增值？當詩敏姊妹至電我時，想我在崇暉分享自己的感受，內心是有種抗拒的，及後明
我們去事奉，為擴展神的國去盡力時，大家有合一的靈是十分重要的。我認為要靈命健
白當中意義，只要用平常心去寫，心想能夠見證神的恩典，我就消除恐懼了！自問以往在讀
康成長，就應該把內裡的自己準備好，往後才會有更有效的事奉 ; 並且能有屬靈的眼光，
經理解，有很多不足之處，有需要才去祈禱，求神幫助。但感恩天父為我度身訂做了特定的
去看清楚自己的事奉方向，在教會與弟兄姊妹彼此作肢體，同心服事。我認為這樣的事
際遇，令我明白理應在每件事情發生前或後，自己祈禱，認罪悔改，更讓自己冷靜思考，得
奉會較有力，有平安；也可以看見神的作為！這對我的事奉態度有很深的影響，因為這
平安和智慧力量。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們一家人過去的不幸遭遇，這十一年間，神確是關
叫我明白到人所作的都很微小，我們要學習存敬畏的心去順服神，靜觀他的作為，就能
了很多窗，但同時亦開了很多窗予我，曾經用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形容自己的軟弱、無奈
看見他的榮耀、大能！希望自己能為神作美好的見證，叫他的名被彰顯！
及無助的心情。但好感恩每次聽道，我都細心地聆聽神的教導，更有一班愛錫我一家的天使
們，對我的勉勵及支援，使我重新得力去面對。
吳： 請問你認為自己在今年你的屬靈生命有否「成長」？又可否請你說說你希望在事奉的崗
位上，如何實踐這個主題?
我自己個人的領受就是憑“信心”而行，每天的早晨，都由祈禱、代禱、讀經、靈修去開
始，一股無形的動力，自然而起，更令我在每事處理上，有說不出的平安。凡事祈禱，按神
李： 我覺得自己的靈命是有成長的，也希望會繼續成長，持守住順服神的心，並要努力裝
旨意去處事。真感恩天父賜我有父母遺傳愛人如己的心，母親未曾受過教育，但她的經歷及
備。而關於如何實踐這個主題方面，我覺得很難就某特定的事奉去說，反而應該是怎樣
對我的教誨，使我終生受益。又因自己急性及率直的性格，容易與別人溝通上產生誤會，但
調整自己的心態去配合，學習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去為事工盡力才是最重要，雖然
自問自己凡事真心、直言去表達關心之情，敬希大家對我多體諒。神亦應許我們萬事要互相
大家有不同的事奉崗位，卻都是同心合意為神作工。最後，祝福大家能靠着上帝所賜的
效力，大家互相支持和鼓勵，因著祂的旨意去行事，一步又一步，確是恩典路，感謝我們的
力量，朝着「各按其職，合一成長」目標努力，建立教會，信仰的生命繼續茁壯成長。
天父上帝，Amen…..

廣告
誠意邀請您加入「崇暉編輯小組」。
崇暉-- -代表我 們教會 的刊物 ，能夠 讓弟兄 姊妹
了解各 部各組 的事工 和活動 近況、 拉近彼 此的距
離，透過弟兄姊妹的生命經歷見證神的恩典。
如果您 對撰文 、採訪 及排版 工作有 負擔， 歡迎您
聯絡羅釨旗傳道或黃美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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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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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介

實習神學生
大家好, 我是紫婷, 是神召神學院的學生。感謝主在上年9月帶領我來到筲崇兒童部實習, 轉眼
間在兒童部已經有半年的時間, 由我最初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這陌生的地方, 直到現在已
經差不多能認出一張張熟悉的面孔, 這段日子確實讓我體會很深。
在兒童部服侍其實真的滿有挑戰, 不但要有很多準備的工夫, 還要心思細密, 甚至要面對很多突
發的事情, 不過當每次看到小孩子臉上的笑容, 投入在其中, 我便知道這是值得的。感恩我亦能
夠成為琴鍵班的導師, 因為每次事奉訓練班的時候, 他們都認真地學習和練習, 為要將他們最好
的奉獻給主使用。所以不但為他們獻上感恩, 並且每次也提醒我, 要將我最好的獻給主。
如聖經所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盼望福音
的種子從小就種在每位小孩子的心裡, 而且能夠茁壯成長, 好使他們一生也不偏離主的道。

閱讀推介

黃美蘭姊妹

生活，該適可而止
Stopping: How to Be Still When You Have to Keep Going
作者： 大衛．岡得斯/著
譯者：王秀婷
出版社：新路
出版日期：1999/12/13
購買地點 : 宗教教育中心
「千百萬人渴求永恆的生命，卻不知道該如何度過一段大雨傾盆，孤獨的午後時光。」by
Susan Ertz
「停下來能讓你醒悟到現在的時刻。它同時還能串起你記憶的線路，幫助你想起自己是
誰，來自哪裡，要往何處去，和真心希望到達的地方，包括原始目標、想法、夢想、遺忘
的純真、率性。停下來找回人生珍貴的寶石。」
The best things about Stopping are: It is totally simple, you probably already do it in
some way (now make it intentional). It is easy (you just do nothing in whatever way
you can at the moment). And it’s enjoyable (this is time of rest, renewal, with no
agenda).
Stopping’s purpose is to bring you into contact with your true self, that part of you
which really knows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want.
停下來是一種簡單、直接的技巧，就是在一小段可能的時間內「什麼事也不做」 ，在信仰
的層面上，我們更要學習停下來，安靜自己，親近上帝。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詩篇46:10 ）
歡迎投稿(生命見証、部門小組活動宣傳、好書推介……)
skwttc.tsungf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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