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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上帝恩 朱永生牧師

我分別在2005年10月及2011年9月的《崇暉》中寫過兩篇關於教會代代承傳
的文章 (「代代相傳話咁易?」(1)及(2))。事隔兩年，總編再請我在今期寫一篇
有關承傳的文章，足見這在教會中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當然這次的主題邀稿也
有一些處境考慮：教會剛大致完成了外牆更新及加建升降機的大型工程，並於
7月21日舉行了感恩及啟用儀式。當日崇拜講道的主題便是：「承傳主恩，同
心建立」，以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事件作為我們為主名興工動土的努力
作出提醒：我們完成了硬件工程，值得高興歡呼；但叫以色列人心裡奮激下淚
的，卻是因文士以斯拉與百姓誦讀上帝的律法書，把上主的公義與慈愛讀進他
們靈魂深處而引發的。我在當日的講章總結中寫下這一段說話：「筲崇的承傳 
– 我們要很清晰自己的身分，要竭力保存對主的忠誠，以上帝的教導為穩固的
根基，並且要代代相傳。今天完成的（教會）工程，重點是要肯定上帝呼召我
們以這裡為你的城，你的家。」

我相信在當日感恩儀式中，除了七彩繽紛及金光閃閃的剪綵外，最觸目的便是
由不同年齡層弟兄姊妹組成的「傳承十架接力跑」的環節。由常青到成年到青
成到青少年到兒童，人數由少至多，速度由慢至快，當中既展示了每一年齡層
的獨特性，也同時展示了大家同一的笑容、投入、認真及熱誠！我在一群孩子
手中接過十字架，心內充滿感恩，也為他們禱告，期盼天父的愛及祂的話語能
暖透他們的心靈，終叫他們像尼希米時代的以色列民一樣，為主流淚，為主喜
樂，如同一人，堅持真道，熱心見證，建立教會。

成文之時剛完結了青少年主日崇拜，十分認同李文耀博士當日信息的教導：在
教會，只有上主的真道及熱切無私的生命能叫青少年的心折服。今天教會能給
年青人甚麼？我們以甚麼來和facebook, candy-crash, 小提琴班, 中學文憑試, 
O-camps, dorm-life … 等競爭？我們還相信當主耶穌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
人來歸向祂 (約12:32)，而不是靠花巧的side-dishes (活動、感覺、禮物、音
樂 … )去與世界競爭，吸引他們回來嗎？我們仍相信少年人可以用上帝的話來
潔淨他的行為 (詩119:9)，而不是任由他們自由放緃地去討好他們嗎？還是我
們也和雅各書中所說的一些「基督徒」一般，口中說一套，但心內卻有自己的
hidden agenda 如何行事為人？李博士說得不錯，少年人的觸覺是敏銳的，
他們會察覺到那些是真心愛他們，為他們好，真正依循聖經教導去生活的人。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2:26) 教會的「承」與
「傳」，全是依靠上帝的恩典謙卑而行才能成就。

上帝的恩典不會是「虛」的，而是「實」的；可以腳踏實地，讓人親眼看見、
親耳聽到、親手摸到的 (約壹1:1) 我曾提及在奧地利哈爾施特湖小鎮中的「基
督福音教會」報告板上看見數幀不同年代的少年堅信禮照片，看到這些實實在
在的面孔及他們手持的堅信禮證書時，心裡很為他們感恩。當大部分歐洲教會
沒有關注「代代承傳」而日漸衰落之際，若仍有教會堅持看重這個傳統而保有
「新生，成長，壯大」的契機，教會仍有盼望。現今香港教會比歐洲教會的屬
靈光景好得多，但我們的少年人也像歐洲的少年人一樣，正面對世俗化、個人
化、物質化、功利化等後現代趨勢強烈地衝擊著。若我們的領袖及父母們分辨
不出這個時勢，我們的下一代很可能會步歐洲教會的後塵，在豐盛的恩典中蒸
發掉靈命，最終成為「離家浪子」，耗盡從天父所得的一切福氣後，空空洞洞
地過日子，失迷於曠野。

說著說著，好像流於悲觀 … 其實不然。我是盼望能在危機將臨之前作好準
備，靠主所賜給我們的智慧及恩賜，同心協力地化解危機，好好建立下一代，
為教會的未來打造邁向「壯大」的基礎。就如希伯來書的勸勉：「親愛的弟兄
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為上
帝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
聖徒，如今還是伺候。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
望，一直到底。」(來6:9-11) 好叫我們一代接一代：「承。傳。上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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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教會傳承及升降來機開幕典禮」專輯

(一) 工程小組分享

教會改善工程完成同升降機的啓用全是上帝的恩典                葉永宗 
  
在2011年九月的堂議會通過了預算達九百多萬元的「教會改善工程計劃」，去翻新教堂外牆和加建升降機。執事會隨
即委任工程小組，展開教會改善工程的預備工作和籌募經費的安排。在這兩年間，我們經歷上帝的幫助，無論在工程設
計，工程招標的結果(較預算低一百多萬元)和弟兄姊妹忠心的奉獻上，(在不足兩年間,所得奉獻共超過七百多萬元)，實
在看見上帝的供應和祝福。

最令人感動的是工程小組及籌款小組的成員，在這兩年以來的悉心協力，風雨無間參與監察、聯絡、商討和解決工程所
遇到問題的繁重工作。我謹代表教會多謝他們的辛勞，其中包括張文彪長老、楊棉高副主席、李國華執事、葛品良執
事、黄偉倫執事、鍾惠玲執事、葉志成執事、李執中弟兄、胡永健弟兄、胡永熾弟兄、趙貫青弟兄、 李貴剛弟兄、周桂
芳弟兄和李凱祈弟兄。

在7月21日啟用禮當日，感恩上帝賜下合宜天氣，在葛品良執事，馬貴平執事，羅釨旗傳道聯同和撒那小組和加利利小
組各弟姊妹悉心的籌備安排下，引領一眾會友參與一個代表着同心傳承的儀式，並在當日見証上帝所賜下的恩典。

願將一切榮耀和讚美歸給創造同供應萬物的三一上帝。

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                胡永熾

去年夏天，剛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崗位退下來。告別了壓迫的工作，正思考如何面對人生下半場的時候，教會邀請我擔
任教堂加建升降機工程的「義務工程督導」，我欣然接受了，皆因那一陣子正在反思過去的人生經歷及信仰，準備受
洗，並盼望展開退休生活的新一頁。我感到這事奉崗位正好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過度，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

教堂更新工程於去年六月開始，施工期間噪音及地盤環境對學校及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感謝教會及學校的包容。每星期
主日崇拜，牧師會為工程的安全及進度禱告；教會的工程團隊合作無間，為施工提供了各方面的專業意見及支持。在神
的帶領及保守下，種種困難最後都得到解決，感謝主。  

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升降機終於啟用了，方便了長者到禮堂參與崇拜；教堂外觀也煥然一新，盼望這些更新會為教會帶
來新的景象，為神的道帶來新的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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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美事                周桂芳   (訪問及撰稿：岑秀蘭) 
  
在興建升降機的工程小組內，我主要是擔任前期的工作，協助主席(葉永宗弟兄)跟進有關升降機入圖則的事宜，並督促
及確保顧問公司準時入則，以免影響工程的進度。那段時間差不多每星期開會一次，內容大都是升降機的工程項目，細
節較多及瑣碎，有時因趕急的關係，甚至要與顧問公司代表舉行「午餐會議」，這頻密會議的情況大約維持了兩個多月
的時間。進入了施工的階段，跟進有關工程主要由其他組員如胡永熾等弟兄跟進，後期也加入了楊棉高弟兄。

面對這事奉的崗位有挑戰嗎？坦白來說，有關工程本身不太複雜，所以也不需面對甚麼大的挑戰，以前在顧問公司亦做
過類似的工作。我想唯一的挑戰，就是希望工程可以如期完成。

談到在過程中最難忘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個生日的意外驚喜！話說生日當天的會議，我是想「偷懶」缺席的，最終決定
還是乖乖的開會去。想不到，原來大家預備了生日蛋糕為我慶祝生日，感動之餘亦覺那次恆常平淡的會議有點不一樣，
畫上了色彩！加添了滋味！

現在崇拜時，看到長者們輕輕鬆鬆乘搭升降機進入禮堂的景象，內心感到自己的事奉對弟兄姊妹真的有幫助，自己為上
帝作工得蒙悅納，十分感恩；與弟兄姊妹在不同崗位同心合意的配搭事奉，實在是一件美事，十分享受！這些也成為我
繼續努力事奉的動力！

上帝不離不棄的愛                楊棉高   (訪問及撰稿：岑秀蘭) 

在外牆維修和興建升降機的投標書落實後，工程隨即展開，而我就是這個時候加入了管理這個工程項目的團隊，與李國
華、胡永健及胡永熾弟兄負責前線的工作，經常與承辦商舉行會議、巡視地盤、監督進度及審查工程設計等工作，大家
各從其位，希望將工程做得最好，好服侍上帝，好服侍弟兄姊妹。

非常感恩，教會的工程管理團隊中所有成員都經驗豐富，而承辦商在業界的外牆維修工程中亦享有盛名，所以在外牆磚
瓦更換過程中能順利和理想中完成；雖然興建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不太複雜，但棘手的問題也難避免，例如升降機工程因
鑽探地基的噪音和雨天的阻礙，加上遇到政府部門在設計審批上的遲緩等，幸好所有問題都能在團隊商議後一一迎刃而
解，更感恩的是整個工程是「零意外」，「地盤安全」是我們經常為這個工程祈禱的重要方向。

施工的過程中，雖然為弟兄姊妹在地方使用上帶來不方便，但是大家卻沒有任何怨言，令人十分欣慰。不過留給我最深
體會的，還是「721升降機啟用典禮」的日子！典禮的主要項目包括「教會的傳承禮」和「升降機啟用剪彩儀式」，因
為兩者都是要在戶外進行，所以大家都努力為當日的天氣禱告。典禮當日早上雖然是密雲天陰，但雨總算沒有落下來；
就在剪綵的一刻，本來是烏雲遮蓋灰濛濛的天空，卻忽然從雲層裡鑽出了太陽來，一旬間，燦爛的陽光散發在整個會場
上，當時我深深感受到上帝真是與我們一起慶祝這個大日子！隨後當一切慶典完畢後，雨就開始落下來了，上帝對我們
不離不棄的愛，相信你、我都感受得到！

最後也談談在這事工上的得著及學習，希望可以與弟兄姊妹共勉。整個工程和籌款計劃雖然都進行順利，但在工程細
節、籌募捐獻等的事上，很自然大家都會有不同的建議；面對這些情況，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學習「多聆聽」，聖經教導
我們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我認為這在事奉上也用得著，而且還很重要，良好的溝通才可以幫助解決問題，去成
就上帝要我們作的工，好榮耀主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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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教會傳承及升降來機開幕典禮」專輯

(二) 常青部分享

鮑德勤 
  
我由六十幾歲開始，每次踏上前教
會 建 築 物 的 木 樓 梯 向 大 堂 行 上 去
時，都禱告著希望教會可以有一部
升降機。結果得償所願，在我現在
八十幾歲，終於可以成為第一批見
證升降機鑰匙開啓後的使用者。

薛邵麗紋

記得在九四年左右，教會己考慮過
增添一部升降機的需要，但可惜當
時的經濟及教友人數不足，都未能
支持增添升降機這提議。其實現在
教會的人數，無論是個別、家庭、
甚至嬰孩都增加了，老一輩的教友
因着年齡的增長，也多了。如果有
一部升降機，「老老嫩嫩」就可以
一起在大堂崇拜。記得薛磐基長老
需 要 以 輪 椅 代 步 時 只 能 在 副 堂 崇
拜，他的心一直都嚮往着到大堂崇
拜；很多因行動不便的長者也對於
不能上大堂崇拜而感到遺憾。

很感謝主，現在教會有建築界的人
才，教友亦很合一地以才幹或在經
濟上付出，我們這部升降機已成為
合一的「結晶品」。願未來不單只
為教會事工，更能吸引附近筲箕灣
區的街坊加入教會。就如小學的十
字架照亮着這一區，這都是上帝給
我們一個有愛的教會的恩澤。

何道康夫婦

大家都因着有這部升降機而歡喜快
樂。剛參與教會外牆翻新及升降機啓
用的承傳接棒儀式，感到興奮莫名！
回想自己由嬰孩開始就在這教會長大
及結婚，見證着每階段教會建築物的
改善和重建，我現已八十七歲，還可
以上大堂崇拜真的很高興！

馬劉潔芳

以前喜歡到大堂崇拜，但腳部有不
便，之後就只可以在地下副堂崇拜，
感到不太開心。現在好鍾意部升降
機，因為我又可以回到大堂崇拜了！

巫秀玲
  
我都八十幾歲了而隻腳又行動不便，
這十幾年來我已覺得有這需要，雖則
行斜路也辛苦，但有這部升降機代替
行樓梯確實是件美事！

蘇潔勤
  
我們都很開心有部升降機代步，現在
可上大堂崇拜，好興奮！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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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年部分享

曾惠玲

看見神恩典豐富和祝福，令大家的
心翻騰且激發我們更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

李永恩

神好叻！供應好 ！

陳小玲

好感恩我們有硬件配套，為軟件
(人-未信耶穌)努力。

譚潔雲

傳承！合一！感恩！

陳艷芬

神奇妙、難以相信！52個星期的時
間可以完成整個教堂更新及升降機
工程感恩。

楊靄儀

升降機的設備能方便長者出入，感
恩建築公司的幫忙使工程在一年多
完成，實在是個神蹟！  

文志芬

感恩！弟兄姊妹的合一令我有家的
感覺。

李惠笑

有升降機的設施是我們每個人將來
年長時的需要。

Frances Leung

好開心！教堂好靚！                 

王愛蘭

回想當年有些弟兄姊妹移民，教會
的奉獻相應減少了，難以應付額外
的支出，因此建升降機的計劃就擱
置了。近年教會無論在人數及奉獻
上都有增長，興建升降機的願望終
於能夠在今年實現，實在太感恩了！



「721教會傳承及升降來機開幕典禮」專輯

(四) 青少年部分享

劉海雯

教 會 的 新 面 貌 給 人 煥 然 一 新 的 感
覺：我覺得十字架好耀眼，副堂的
新門變得方便了，新的升降機真的
很方便。美中不足的是我擔心新的
門在經過風雨後會可能破爛。

李恩慈
  
教會的外牆經過翻新後，雖然說不
上是金碧輝煌，卻給人一種莊嚴的
感覺 。

鄔慧心
  
教會的門做工細緻，很有心思，比
以前漂亮得多！金色的十字架帶有
莊嚴的感覺。教會有了升降機以後
我覺得十分方便。  

朱皞文

我很欣賞新門的色系，很有「挪亞方
舟」的感覺，很特別。我也喜歡教
會新的外牆，但金色的十字架太耀眼
了，我還是比較喜歡以前那一個。

鄒家榮
  
教會翻新外牆的進度比我想像中快，
現在看上去很漂亮，給人耳目一新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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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兒童部分享

張鈞怡

覺得有升降機好好，老人家上落更
方便，比行樓梯舒服。

方培煒

坐升降機舒服好多，可以行少些樓
梯，好開心。

鄔熙舜， 黎妙恩

改 善 工 程 後 ， 教 會 變 得 新 咗 ， 靚
咗，而且方便好多。雖然坐升降機
比行樓梯方便，但都會讓老人家優
先使用，方便他們到上大堂崇拜。

林柏燊

有 坐 過 升 降 機 ， 但 覺 得 行 樓 梯 更
快。見到教會外牆翻新之後，十字
架更大更新，美觀很多。

歐偉樂，林敏銳 

有試過乘坐新建好的升降機，但好
似行樓梯安全一些，而且一路行可
以一邊做運動，比較健康。

9



「721教會傳承及升降來機開幕典禮」專輯

追蹤張文彪長老的 「 臉書 」

21/7/2013
  
今天教會慶祝外牆維修與加建升降機工程完成，早午合堂崇拜，弟兄姊妹坐滿
禮堂，十分熱鬧，長者尤其興奮，因可參加「首航」，乘搭升降機直達禮堂，
不用再要為爬上幾層樓梯而發愁！最令人安慰的是整個教會同心合意，各盡其
力，在零工業意外、奉獻超過預期的情況下完成此事工。其間雨水雖多，令工
程曾經延遲，但今天的天氣卻是半晴不雨，讓我們能順利舉行剪綵典禮，歸榮
耀給上帝！這全都是因祂的眷顧保守才成，正如詩人所說：「這是耶和華所定
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詩篇 118:24)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往後的日子，我們要靠祂喜樂，在喜樂中得力！
 
教會硬件的工程做好了，便要繼續好好探求擴展屬靈的工程；上帝既將佳美之
地賜給我們，叫我們擁有一座寬廣的校舍和一幢華美堅實的禮拜堂，一定不是
徒然的，必有祂為我們預備要做，祝福別人，又因而祝福自己的工，祈求祂將
異象指示我們，又賜我們同一的心，各按各職，作成祂的美事，在這小山崗為
祂發出亮光，服事這社區！

23/7/2013
  
借用弟兄的相集，再與關心筲崇的海內外肢體分享星期日教會升降機啓用禮的
喜悅，請特別注意哪個傳承十架的哪個環節，看似一個戲劇性的活動，但喻意
饒深；這個教會有151年的歷史，絕對是上帝的恩典，但也是傳承的結果 ─ 就
是由教牧傳老、老傳成、成傳青、青傳少、少傳兒童、兒童傳回教牧手中的一
個不住的循環！這要世世不息，教會才會繼續在巴色道有活的見證，才不會枯
乾，被丟到外面去。所以對於我來說，那是該日最觸動我心靈的時刻！蒙上
帝恩典，筲箕灣崇真堂是我和許多肢體接近半個世紀的「家」，我們在這裡重
生，在這裡成長，也會在這裡老去，樂見一代又一代主裡的新人起來接棒，繼
續在這裡興旺主道，服務社群！不論順逆陰晴，主佑吾家！謝謝弟兄!

喜歡副堂大門這張相，若加FAT長老更佳，因它道出了我們的職責，就是負責
開門和關門！

感謝神，工程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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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足跡 - 品格樂園  2013

林燕

我們透過活動學習「節制」的品格，當中有做暑期作業、每日靈修、茶點、敬拜、信息及遊戲

品格營

第一天：學習定義：「摒棄私慾做正確的事

第二天：學習不衝動行事

第三天：不把慾望當作權利 第六天：遠離錯誤

第四天：為自己設下限度

第五天： 把怒氣看成是內心出問題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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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推介

天堂裡的狗狗也有翅膀嗎？

書名：《天堂裡的狗狗也有翅膀嗎？》
作者：海蒂與約格．辛克
出版社：南與北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5月
ISBN：978-986-85317-0-3
頁數：237頁

作者海蒂與約格．辛克育有四個兒女，現在已經是兩個孫
子的祖母。她希望透過《天堂裡的狗狗也有翅膀嗎？》這
本書，和讀者分享教養孩子的功課，也提醒父母，要將小
孩和他們的生命託付給上帝。
 
許多父母想將自己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穩固信仰，繼續傳
給孩子。但型塑孩子的，不是只有禱告、歌唱和聖經故事
而已，它還包括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其中所蘊
含的訊息。本書中，海蒂與約格．辛克夫婦對信仰教育提
供一些既幽默又基礎的原則，對信仰的重要問題也提供了
相關訊息，並建議父母應如何和孩子談論這些問題。

如何與孩子談信仰

張詩敏 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您們好！有沒有特別掛念胡姑娘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胡姑娘在七月份弄傷了脊椎，並且不
能參與帶領台灣短宣交流的事工；幸好有一名弟兄及姊妹幫忙，短宣交流隊才能如期出發。請大家繼續為
胡姑娘的康復禱告，她受傷的椎間盤其中一塊扭傷有水腫，部份腰椎碰着了神經線，需要更強的藥物治
療，暫時仍然未能復工。冀望當我們看到這篇文章時，胡姑娘己可康復回到事奉的崗位。

藉此機會也呼籲大家參與教會的祈禱會，能一起為教會身體軟弱或有需要的支體禱告是我們主內一家需要
做的事，尤其為教會同工及為主作工的弟兄姊妹，我們更要以禱告支持，希望他們的事奉更有力！

教會祈禱會每逢在第一及第三周的星期三晚八時在副堂舉行，如有第五周，那次祈禱會就會為差傳部或宣
教士禱告，至於恆常的祈禱會主題，就請大家留意周刊報告。

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出版    督印人：朱永生牧師     編輯委員：岑秀蘭  張詩敏 梁淑嫻  葉浩欣  楊詩詠  吳奇恩 劉永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