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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通」vs.「聖達通」
當初與同工們一起商討今年教會年度分題時，
我們希望可以尋找一個既簡單、落地、又「辭可達
意」的圖像，既能與日常生活掛鉤，又能指向信
徒生命的穩定，平衡及成長 … 最後我想起了「增
值」這個概念。盧龍光牧師上次來本堂證道時提到
「增值」這一辭，他的觀察很正確，現時談到進修
增值，已不是十多年前鼓動人心積極進取的推動
力，而是不能不參與掙扎求存的職場負擔，叫人提
不起勁來追求增值。但其實我腦海中所想的並不是
這一類增值，而是我們天天都在使用，在香港這
個城巿人手一卡，無人不曉，甚至是影響日本、內
地，台灣及其他亞洲城巿消費模式的「八達通」
(Octopus)，我們教會版本的分題圖像則是「聖達
通」(Saintplus)。
想起以「八達通」與信徒生命作類比性的連
繫，當然是從它的增值功能與運作摸式作出聯想。
「八達通」不同於信用卡，是以預付形式作消費媒
介，如要有效使用，需恆常進行增值。我的個人「
八達通」是與信用卡賬戶聯繫了的，當它的價值用
盡，它在過數時會自動增值。雖然每天有上限，但
感覺上是已連接了一個資源豐富的源頭，在你不知
不覺間將所需要的購物
資金源源不絕地供應給
你。
「聖達通」所接駁
的屬靈資源更是無可比
擬，它的源頭是活水
的江河：「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信我的人
就如經上所說：『從他
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耶穌這話是指著
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
的。」(約4:14;7:38-39)
聖靈內住在我們的生命
中，是一個無窮無盡的
智慧與力量之源。祂對
我們的供應有時是有跡
可尋，但更多時候是自
然地發生，像微風吹大
地：「風隨著意思吹，

朱永生牧師

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3:8) 真正的屬靈
人，對自己生命的成長及對人生命的祝福無須刻意
突顯出來，一切就是來得這麼自然及理所當然。只
要是源頭不乾涸，江河還是會向海奔流，叫其流域
所經之處生機盈溢，甚至多姿多彩的文化及文明因
此而生。牧者及教師要努力的，正是要教導每一個
信徒不可與我們的源頭斷絕了聯繫，變成枯枝殘
葉，最終被剪掉了而不自知：「我是葡萄樹，你們
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
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人若
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
來，扔在火裏燒了。」(約15:5-6)
但另一方面，「八達通」自動增值的每天上限
也有其意思，它讓我們明白自己使用時每天消費有
上限，叫我們知所節制。「聖達通」的持有者也不
用擔心生活失衡的問題，因忍耐及節制正是聖靈所
結的果子。除非祂有特別的旨意要藉著我們成就，
上主通常都不會叫我們的屬靈光景大上大落，而是
要我們穩定地成長。本堂每年計劃中都載有《簡約
教會信徒生命指標表列》，說明我們期待信徒如何
按步就班地從「新生期」，「成長期」逐步被建立
至「壯大期」，這是屬靈生命增值成長的一個自然
過程，盼大家都能就著指標的實際建議，在敬拜、
相交、學習、事奉及見證各方面都投入自己，被上
主建立。
最後一個聯想，「八達通」自動增值時是在它
耗盡本身所有儲值的時候，在下一次使用時，它會
自動按所定的數額增值。「聖達通」持有者當學效
主耶穌「倒空自己」，以奴僕的樣式，柔和謙卑地
服侍其他人。若我們只囤積不付出，所得的只會銹
壞，得不償失。「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
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
量器量給你們。」(路6:38) 剛與另一間堂會的傳道
同工傾談，他們將舉辦一個到非洲體驗貧窮群體的
暑期探訪團，對象是大專生。那些非信徒家庭孩子
的父母十分支持及欣賞教會舉辦這活動，開展他們
兒女的眼界，反是信徒家庭的父母則顧慮及訴求多
多，叫同工感慨良多。我們的鑑誡是：別讓消費主
義不知不覺間混進教會當中，只懂計算得到多少，
而忘了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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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專訪

關懷部
冼婉儀牧師

實在很感恩，今年關懷部加添了三位新力
軍：王愛蘭執事（副部長）、周國瑛姊妹（文書）
及呂玉如姊妹（活恩團契籌委）。
今年關懷部共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盼望繼續藉恆常事工建立彼此關
顧文化，如透過《崇暉》傳達「彼此關顧」的訊
息。由《崇暉》第79期，我們會有一連三期的分
享，主題分別為：
1. 關懷部的年度計劃及名牌設計比賽之目的及
意義；
2. 分享名牌設計比賽之得獎花絮及分享生命小
故事、關懷雋語；及
3. 分享生命小故事及關懷雋語延續篇。
除此之外，我們亦會推行「關懷禮物包」事工，為
低收入之家庭每月提供食物包，更盼望能引領他們
認識耶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名牌設計比賽」，
盼望能透過個人化的設計，對自身名牌增加親切
感，從而鼓勵及提醒參加崇拜的弟兄姊妹可以佩戴
名牌。
第二個目標是關顧癌症病患者及長期病患者，
適切地支援其家人的需要，並且透過活恩團契，鼓

勵信徒也可以參與關顧及支援的行列，另外，也盼
望藉著定期舉辦健康講座，接觸教會中仍未參與活恩
團契的病患者及其家人，盼望每一位參與者也可以活
在當下，盡享主恩。我們將在七月份聯繫東區醫院，
接觸一些有需要的癌症病患者，同時亦鼓勵部委和病
患者相熟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及關顧工作。
第三個目標是關顧教會新朋友及未入組的弟兄
姊妹。現時，關懷部跟進新來賓的流程，是於到訪
的第一週發短訊歡迎，第二週致電問候，在新朋友
出席兩至三次崇拜後，會將名單給所屬年齡層跟進
及邀請加入適齡小組。過去一年關懷部所設的關懷
閣在運作上並不理想，經過檢討後在今年六月份開
始取消關懷閣。但我們為了加強關顧教會的新朋
友，午堂崇拜增設關懷大使組長一職，由每週之組
長負責安排當天關懷大使作跟進工作。每主日會由
關懷大使在禮堂地下接待新朋友，並在聚會完畢時
送贈教會紀念品及認識新朋友。
關懷部這三個目標並不能單靠部長、部委可以
完成，也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積極參與及代禱！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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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熱點

2013-14門徒課程
畢業學員芳名
（名字由右至左排列）

紫色門徒課程：
朱永生牧師(導師)、王耀初、鍾惠玲、
何潔廉、劉慧玲、陳慧雯、葉志成、
鍾珮青、朱雪貞

綠色門徒課程：
冼婉儀牧師(導師)、陸玉芝、黎潔鳳、
何美斌、蘇瑞芳、麥惠儀、陳慧兒、
黃明珠、許戈、陳天佑、馬貴平

紅色門徒課程：
羅釨旗傳道(導師)、李振雄(助教)、
李銳騏、胡永健、李永恩、黃偉倫、
李奕華、何銘茵、梁麗珍、楊春燕、
溫玉梅、吳子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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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介紹

姊妹祈禱組

姊妹祈禱組籌委代筆

簡介
姊妹祈禱組成立於2001年冬天。是源於有數
位姊妹們的孩子踏入青少期，這些姊妹可在日間騰
出更多時間去服侍上帝。於是她們就為這服侍的方
向和形式開始禱告，尋求 神的心意。 上帝就為姊
妹祈禱組預備了一位屬靈導師─黎太。
透過她的分享，對如何帶領一個祈禱組，及
怎樣透過祈禱操練使姊妹們的生命得著更新；對教
會、對肢體、對自己也帶來莫大的祝福……聽到這
些分享，這數位姊妹也很雀躍和興奮，也更為此事
禱告和等候 上帝的帶領。
在2002年3月4日，上帝就差派黎太來到筲箕
灣崇真堂開始帶領姊妹祈禱組。感謝 神！黎太每
週一早上也不辭勞苦在我們當中，用聖經的話語餵
養和教導我們。特別在禱告操練上，彼此服侍和守
望，在禱告中經歷 神的真實和大愛。

妹更會兼任組長一職。此外，還有陸玉芝及陳潔雯
這兩位組長。
我們於每週一早上九時半開始這個約兩小時的
聚會，內容除了敬拜讚美外，還有不同的主題，如
書籍分享、親近 神系列、嘉賓分享和分享週等。
此外，我們有代禱的環節，除了各組組員相交代禱
外，我們會恆常地為教會事工、肢體、教牧同工、
宣教士及姊妹/家庭代禱。
在展望上，姊妹祈禱組期望能使參加的姊妹們
在禱告生活上有更多的操練，建立屬靈的品格，學
像耶穌化禱告為行動，為教會、肢體、自己和家人
帶來祝福。
在此，也誠邀各位有興趣操練禱告生活的姊
妹，時間許可的話，也衷心歡迎你們的參與！

不知不覺中，黎太牧養了我們三年的時間，她
認為我們可以自立，就讓籌委們接手繼續帶領祈禱
組。感謝愛我們的主，在這十二年的日子裡，衪讓
眾姊妹們更團結合一，關心 神家裡的事情。 神更
將人數加給我們，讓大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彼此
服侍、代求。願一切頌讚榮耀歸給愛我們的 神。
姊妹祈禱組的籌委為朱雪貞師母、魏志堅、梁
護家、丘麗莉、黃偉芬、麥惠儀及文志芬，部份姊

由Mabel陳敏儀帶領，在石澳舉行退修會

母親節獻詩

在副堂聚會後中秋巨型月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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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冰
我從2010年10月開始加入姊妹祈禱組，至今
已有三年多。我們聚集在一起，並非單純抒發生
活上的感受，或禱告祈求幫助。我們還會藉著一
些屬靈書籍進行討論，學習應用及分享生活上遇
到的困難。

姊妹祈禱組十周年獻詩，黎太與我們最近的合照

無論信主時間有多長，信仰的歷程都需要
被 神不斷更新。而在祈禱組中了解到內裡的我
有很多限制，如埋怨、不願承擔、怕困難、缺乏
忍耐、驕傲、推卸責任、自憐、羞辱、嫉妒、頑
固……都使我跌入「曠野性格」之中，就像以色列
民在曠野裡花了四十年的時間，才完成原來只有
十一天的路程一樣，盛載不到 神滿滿的恩典。
明白到自己性格上的不完全， 神就讓我在姊
妹祈禱組中看見各人的優點：有渴慕 神的、有謙
卑的、有溫柔的、有認真的、有願意服侍、處事
有條理的……她們都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在副堂聚會情況，張文彪長老分享標竿人生

劉心丹
能與20多位姊妹在母親節獻詩實在令人感到興
奮莫名，大家一直期待着這天的來臨呢！

和大家分享我最近一次禱告的經歷，就是丈
夫(文中)在上海公幹時，得知他工作上遇到困難，
翌晨六時半要出發作最後工序。就在當天早上六
時，我自然地醒來，只知道要為他工作祈禱，藉
著禱告，我感受到他工作的難處，因著這感受我
更懂得為他祈求。
感謝主！衪是垂聽禱告的主，一切的禱告都
成為我家庭的祝福！

姊妹Mabel負責當天的講道，早在一個多月
前她有感動，選了《親眼看見你》這首詩歌，歌詞
不但配合信息內容，也能表達祈禱小組眾姊妹的心
聲。鐵定後，星期天午堂崇拜之後大家便留下來，
紅紅火火地練起了詩歌。很快過了三星期，這時
Mabel又有了感動，準備在詩歌中間加插一段
禱
文，由我代表祈禱小組全體姊妹讀出。我當時沒半
點猶豫，一口答應了。
被委予重任，我豈敢輕率！接到“order”當
晚，我趁夜闌人靜時讓神自由引領，迅速把禱文寫
了下來。接下來的日子，我反復熟唸禱文，確保沒
「吃螺絲」方才罷休。

姊妹祈禱組十周年午餐，黎太也有出席

終於盼到了母親節獻詩那天，綵排時一開口朗
讀就緊張得音色盡失。出場前旁邊姊妹不時送來鼓
勵，這時腦海裏泛起女兒曾給我的提醒: 禱告的唯一
對像是神!
感謝神的同在，當中雖有不足之處，總算讓我
順利完成任務，而姊妹們同心地獻唱，那悠揚的讚
美歌聲，相信不單觸動場上每一位聽眾的心，我們
的父神也必會悦納！

周鳳梅姊妹分享見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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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剪影

東莞鳳崗福音堂探訪

逾越節宴席
按照傳統小孩在筵席中發問

小朋友喜

愛Fun N

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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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剪影

柬埔寨金邊短宣

心等

一起開

始

席的開

節筵
待逾越

小朋友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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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短宣分享

2014年4月17-23日，本堂隊伍7人到柬埔寨金邊短宣，與我們支持的宣教士張永祥及胡玉蓮合
作。3、4月期間宣教士因家人病重，及後處理喪事，在港沒法預備短宣的工作。耶和華以勒，學生領袖
有主帶領籌備，經濟的供應和參加者，神都預備好。見到衪的工作，不是我們有經驗、才幹可作的，讚美
神的大能、信實和愛，讓弟兄姊妹學習信心和愛的功課。
信心之旅

羅釨旗

這是我第一次與短宣隊到柬埔寨一起服事，也是短
宣隊第一次協助宣教士為當地大學生舉辨福音營。這次
福音營，我需要預備連續三篇的福音訊息，這也是我第
一次的嘗試與挑戰。聖經應許說上帝的恩典是足夠我們
用的，就靠着信，順利完成這三次的宣講。感謝主！台
下的反應也很好，上帝使用我帶給他們有不少的信仰迴
響與分享。這是一次信心的歷程。
我們除了在當地傳福音，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經歷
神。大家的語言雖然有不同，但靠着主就能成事，有一
位隊員說自己英語不佳，但她與當地學生的溝通與關係
非常好。有年輕的隊員需要分享見證，表示沒有信心，
但當她上台分享時，表現很好，台下的學生也有許多正
面的回應。之後，我們有機會探望當地的宣教士及入村
探訪學生的家庭。不論是宣教士的分享及當地人的見
證，都激勵我們對上帝有更多的信靠。
短宣是一個信心的歷程，盼望下次有你一起去經歷
神，經歷生命與信仰的更新。
短宣一家親

柬埔寨短宣反思

羅光明

這次的短宣，感謝神讓我看到柬埔寨大學生領
袖在事奉中有所成長，比去年所看見的漸趨成熟，
讓香港隊員感覺輕省。在福音營中，神的愛眷顧每
一個學生，雖然有些是以往不肯接受耶穌，但神卻
沒有放棄，繼續以慈繩愛索牽引他。當中有一個大
學生，因反叛而搬出宿舍，神卻安排另一個基督徒
學生與他同住，在這段日子裡，他不斷看見同伴的
好行為和見證，深受感動，所以當自己在遇到困難
時，他嘗試向神祈禱，當中經歷神的恩典，得著神
的保守，最終他在營中決志信主。
在探訪一個澳洲宣教士的扶貧事工後，讓我們
看到柬埔寨的實況，是一個貧富懸殊、極不公義的
社會，在繁華的金邊市中心，兩旁排列著金碧輝煌
的大宅，名貴的房車熙來攘往，好不繁榮，但在他
服事的貧民窟中，就在他工場的門前，擺下一個由
童黨主持的賭檔，圍滿了街童在聚賭，再往前走便
是一條充斥了毒品和暴力問題的街道，住滿了被壓
搾、苦無出路的人，令我感受到傳福音的急切性。

陳慧兒

短宣的旅程是享受成為屬靈一家的經驗。
神教我學習放下個人想法(短宣只是探訪活動，
對宣教並無太大的幫助)…只存著支持宣教士的熱
誠，便是對宣教最大的支持。
這次旅程加深與團員的認識:神讓我學習惠琼的
溫柔﹑顯耀的顧慮週全﹑Andrew的犧牲﹑光明的愛
家﹑Eva的天真樂觀….讓我們一隊繼續主內一家親，
恆常彼此代禱，靈命長進。
短宣中的禱告點滴

鍾惠琼

在短宣之前，姊妹懷疑心臟有問題，亦擔心留
下細女兒在港，故顯曜與我，便相約姊妹在教會祈
禱室一起禱告。感謝主垂聽我們卑微呼求，在整個
旅程之中，保守各人身體健康，而在港的家人都蒙
主看顧。
福音營的三次講道，也為到羅傳道默默禱告，
讓他分享的信息，能感動人心。營會最後一天，其
中一位學生在分組時決志。他講述信主的經歷:一
位虔誠的同鄉，時常為他信主祈禱，最近新年返家
鄉，因怕大雨會弄濕他的電腦，於是他便祈禱，神
果然垂聽，所以他決志信主。感謝天父讓他藉禱告
經歷祂的實在和恩典。
最後感謝每一位代禱者的禱告和關懷，願主賜
恩給你們。
禱告誠然是短宣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如經上
所記：「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
時 候 ， 我就垂聽。」(賽65：24)

第一次短宣

孔燕霞

自己想透過信仰和他們彼此溝通，言語有隔閡，
但是神給我「不要怕，只要試」，於是加上身體語言補
足。福音營裡，和三十多位大學生一起聽道、唱詩、歷
奇、玩耍…大家建立了感情，他們也接受我們的關愛。
我萬分佩服張永祥宣教士夫婦事奉主的心，他們一
方面處理宿舍學生們的心靈需要，又用心訓練學生成為
領袖；另一方面又要照顧三個子女，一家人在主裡彼此
扶持不易。
七天的旅程，天父保守我們的交通、天氣、飲食…
我和女兒都捨不得他們，對自己往後的短宣事奉，打了
一枝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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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部

部門足跡

陳麗明姑娘
青少年部的核心使命是配合教會核心使命，向青少年人傳揚福音，並協助他們接受裝備，得以建立
穩固的信仰生命，盼望他們能在教會內外，也活出基督的樣式。而本年的目標是希望幫助青少年人有均
衡的教會生活，達至一崇拜、一小組、一重點事奉及一學習的目標。並鼓勵他們投入本部及教會整體。
對象：中學生至25歲青少年
我們主要的聚會包括：少年崇拜、小組及基督少年軍268分隊。
1. 少年崇拜：
逢星期六下午三時舉行。內容包括關心教會、敬拜、信息及代禱。
2. 小組時間：
小組基本上按年齡區分，主要在三個時段舉行，小組時間分別為：
星期六下午4:30-6:00(中學及大專生，共有6組)
星期六晚上8:00-10:00(大專至職青，共兩組)
星期日早上9:45-11:00及10:00-11:00(中學至大專，共兩組)
3. 基督少年軍268分隊：
集隊時間為逢星期六中午12:50至下午三時
(詳情請參閱2014年4月號崇暉)

近期熱推：
「CLOSE TO YOU」 靈修運動已在５月份開始，
這是為期一年的計劃，運用FACEBOOK專頁發放靈修
資料，希望培養青少年主動靈修的習慣，以此和天父保
持緊密的關係。也鼓勵青少年以此資料靈修後，留言予
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建立在日常生活當中，以信仰和聖
經作交流，並互相協助並檢視信仰，以走在真理的道
上。這計劃也設有月獎和年獎，用少少的獎勵作為鼓
勵。詳情參閱本部的facebook專頁。
(專頁名稱：SKWTTC YOUTH)
此外，於暑假期間，我們也為青少年人計劃了連
串活動及訓練，包括：培靈營、音樂會、青少年領袖訓
練計劃及訓練營。希望各青少年人踴躍參與！

G square副組長：鄭家駒
我來自青少年部的G square(G2)小組，
我們的組員主要是大專學生和剛剛踏入職
場的年青人，我們的組名G square，意思是
Gathering Group，希望能夠招聚更多的人
來到我們小組，一起去認識上帝，追求信仰上
的成長，亦能彼此相交勉勵，實踐主所教導的
愛。現在我們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會開組，一
起查經，討論上帝的話語，亦會分享近況，
彼此代禱。在未來的日子，希望小組能夠有
更多新成員加入，一起追求靈命進步，為著
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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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足跡

成年部：客西馬尼園小組

黃美蘭 May
屈指一算，客西馬尼園小組成立至今已接近二十年。
最初由江少萍姊妹、施小評姊妹擔任組長。後來，江少萍姊
妹離組開展以馬內利小組;而施小評姊妹隨丈夫許詩強弟兄加入了另
外的教會。現在客西馬尼園的組長是林婀妮姊妹和曾煒弟兄。組員
包括：周鳳梅、雷鳳儀、黃美蘭、朱韻瑤、黃振業、曾志威和湯麗
珍。這段漫長的歲月，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朋友先後加入本組，後
來因不同的原因又離開小組。我們也由青成部升到成年部。
組員之間祈禱守望，互相幫助；分享快樂，分擔痛苦。最難
忘是那一年我們到北京和內蒙古旅行。還有無數次圍在一起流淚祈
禱的經歷。時光匆匆，片段歷歷在目。
我們也共同經歷創痛。除了有組員至親離逝，其中兩個組員
（吳慧姬姊妹和陳志成弟兄）先後因癌症離逝，對我們帶來沈重的
打撃。另外兩位組員也與癌症搏鬥了一段年日，現在蒙主祝福，康
復過來了。
這兩年，我們與以馬內利小組合組。以馬內利小組的組員包
括方偉樑、黃鳳茹、許新新、周妙玲、余慧明、梁志道、何懿怡、
譚國強和黎淑怡。我們每月的第四個主日聚會。本年度我們查經及
分享主要選用教會去年主日學課程「價值觀重整之旅」，及近期崇
拜講題「增值聖徒」的資料。很感恩在崇暉能夠分享我們的小組經
歷，也感謝天父賜予我們組員之間真摯的情誼，在主內作同路人。
雷鳳儀Catherine
在我心中，客西馬利園是耶穌和上帝交心溝通的

地方。

我返回教會第六年了，回想當時初回來，相認了
一個一直只是她單方面對我問候的姊妹，後來她邀請我
參與這個小組。返了幾次，感覺這小組的姊妹彼此感情
很好，而且，當中有兩位姊妹是我年少時團契的團友，
很快地我就投入了這小組。加入不久，有姊妹因癌離
世，繼而同組又有姊妹、弟兄患癌，心裡很難過。後來
得到冼牧師的安慰，為我解開我心裡的結。我們各有各
忙，不是常見面，現在每月一次開組，能坐下分享和查
經。組內姊妹平時就用WhatsApp溝通，我會善用這平
台告訴她們，分享和代禱。感恩! 在小組內還找到一個
愛和我一起去做手作藝術的同路人姊妹。
周鳳梅Shirley
我最初返筲崇是獨個兒上崇拜，除了阿
Lung（非組員）外，不認識任何人。有一次崇拜
時，坐在旁邊的Noel主動邀請完全陌生的我加入
小組，而一向被動又怕陌生的我竟然答應了，現
在想起仍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想這就是神的引
領吧。感謝神！讓我有一班這麽好的弟兄姐妹相
伴十多個寒暑，喜同樂，苦共悲，互相支持，互
相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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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花更獻心

專訪

黃美蘭姊妹
我坐在大堂，目光朝着十字架，不期然望到壇前那盆嬌美
的鮮花，心裏很感動，是誰將花插得如此美麗?
我要把她們找出來，做個訪問，讓更多弟兄姊妹了解插花
的事奉是十分有意義的。
就在當天，在東大街遇上了文志芬姊妹，隨即約了她做訪
問。訪問當天她正準備復活節崇拜的花。原來她每次都會乘車到
旺角買花，再拿回教會。再花約兩小時插好花束。她也曾經開班
教弟兄姊妹插花，希望有更多人加入這事奉。
可惜，這麼多年，就只有幾位姊妹肩擔起這事奉，就連貼
在大堂門外的獻花奉獻表也漸漸被人忽略。是什麼推動她繼續堅
持?
希望看完她的分享，有恩賜又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可加入這
事奉行列，並且支持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大家也可以填寫大堂
門外壁報板上的獻花奉獻表。
她是插花者，也是獻花者。獻花也獻心，將最好的獻與主。

文志芬姊妹
我相信插花事奉是一項「美」的事奉。感謝
主！讓我可以去事奉祂，更讓我享受在其中。感謝
恩主！廿多年來讓我對這事奉的喜愛有增無減。回
想當初參與這事奉，讓我想起我的啟蒙老師一葉
柏棕弟兄，十分感謝他當初的細心教導和鼓勵。
謝謝祟暉讓我有機會在此分享。
我喜愛這事奉因它富有挑戰性，每當我插花，
心裏都期盼能將最好的獻給主。每次當我將一堆堆
的花材，靠主努力地完成後，將它放在祭壇上獻給
上帝，那是我最大的滿足和喜樂。你們是否也很想
體會箇中的感受呢？誠意邀請各位有這
心志的弟兄姊妹和我們—起參與這
個「美」的事奉，並享受這事奉
帶來的滿足喜樂！

特別推介
插花班於8月2、9、16、23日星期六晚7:00-8:00在教
會舉行，導師：文志芬姊妹，收取每堂材料費$150，
有意參加之弟兄姊妹請填綜合報名表交辦公室。
查詢請聯絡文志芬姊妹或梁小碧姊妹。

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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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藍遠輝 梁潔欣

感謝天父的恩典，我們在五月十七日結
婚了！
我們是在醫學院裡的同學，轉眼已認識
九年了。那時，我們主要是在班內的基督徒
小組交流，一直是朋友和弟兄姊妹的關係。
到了畢業後出來社會工作，我們二人所選擇
的專科不同，卻在同一間醫院裡工作，透過査
經小組，我們彼此加深認識，然後拍拖，在大
約一年前決定和對方許下一生一世的承諾，這一
切都依靠天父的帶領。在準備婚禮期間也曾遇到
困難，天父卻為我們預備了很多小天使幫助我們，
也令我們學習到付出和忍耐。
結婚當天，我們能在親友和弟兄姊妹的見證下成為
夫婦，實在滿心的感恩。結婚前的兩星期每天都在下雨，但婚禮
當日天父卻賜給我們陽光！當日的程序順利進行，實在要感謝婚
禮主禮人及各位工作人員的幫助。
願意天父繼續帶領我們建立的新家庭，如當日的詩歌，成為
a Household of Faith，讓我們彼此服侍，並 服 侍 他 人 ， 成 為
別人的祝福。

連峰 葉浩欣
新婚分享之一：
不少親友對我們婚禮用的歌曲有興趣，進
場和步出禮堂用的樂曲都帶有新鮮感；其實婚禮中的每一首
歌都是我們經過討論一起悉心挑選的，無論氣氛或歌詞也務
求恰到好處，希望你們也感受到我們當天的喜悅。在此讓我
們再分享當天步出禮堂所用上的歌詞(黃子華作詞)：
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
潛入最深追逐確與眾不同
沿途快樂自由陪伴我
美夢成真因你讓我到處去碰
友善說話是最佳天氣
春風化露澤霖於心窩
友善態度是暗中的火
似艷陽亮著我
熱切追求求有意思
一生匆匆渡過
浪泊天涯隨你意思
星空野地皆可

深海

新婚分享之二：
我們最愛窩在梳化看的電視節目包括美國的
《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大陸的《愛情保衛戰》，和
無線的《愛回家》。由拍拖到現在，我們都常常會在看這些
節目時，自然地開始談起男女關係、家庭影響、衝突中的對
錯等問題，亦會嘗試反省自身需要改善的地方。這習慣讓我們
更體恤和珍惜對方，有時候當衝突發生時，我們亦會避免用上
一起批評過的電視橋段來處理。看電視，是樂趣，也是學習。
新婚分享之三：
最近不少親友同事都問到新婚生活如
何，在那一瞬間我們都不知應從何說起，通常都會笑着回答幾
好幾好。生活的適應，生命的轉變，實在很難用三言兩語表達
開展婚姻的快樂和挑戰 — 要處理的家務多，但分擔是種浪漫；彼
此傳染討厭的感冒，但能夠互相照顧，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