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部長談崇拜	

					「崇拜」應是一個著重心靈的行動，叫人聯想起「詩歌」、「敬拜」、「禱告」、「信息」、「感動」等詞
彙，主耶穌也教導撒瑪利亞的婦人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上帝。「部門」卻給人有點硬崩崩的感覺，叫
人聯想起「工作」、「計劃」、「執行」、「架構」等詞彙。但崇拜卻不可單靠「感動」及「自由發揮」去進行，
就如主耶穌和祂的門徒雖是一個不拘形式及小節的群體，但當主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及吃最後的逾越節筵
席前，祂也是先差遣門徒在祂面前準備妥當，好讓事情得以順暢進行。崇拜部就是專責預備好一個環境，讓會友
在崇拜當中與施恩的主相會的一個單位：一群服事者各司其職，籌劃好整個崇拜主題、內容、流程、禮儀、詩歌、
場地、影音、司事、接待等需要關注的事項，讓我們可以專注於主，聚集一起，向祂獻上心靈與嘴唇的祭。

					以前的教會架構上，多數沒有設立「崇拜部」這個部門，1987年我到筲箕灣崇真堂入職，當時教會的部門
包括「傳道部」、「主日學部」、「社會服務部」、「婦女部」、「成年事工組」、「青年事工組」、「探訪部」，
卻沒有「崇拜部」，與現行架構大不相同。當時在崇真會12個堂會堂中，只有少數堂會有「聖樂部」而沒有「崇
拜部」，現在則大部分堂會皆有「崇拜	/	敬拜部」或相關部門。本堂的「崇拜部」是在 1996 年教會架構重整
時成立的，由主任牧師帶領傳道同工團隊作為整體崇拜建構及發展的單位，而把支援教會崇拜聚會的功能事奉
組別如司事部，聖樂部及幼苖服務統合在崇拜部內，使整個崇拜的發展及運作與各支援功能協調上能更有效益。
期間本堂崇拜聚會發展了少年崇拜、兒童崇拜及早堂崇拜。特別是早堂崇拜的設立，簡化了的崇拜流程不單讓我
們可更有效地承接啟發課程信主的信徒，幫助他們建立崇拜生活；也讓我們較容易邀請到一些帶子女參與主日學
的小學及幼兒學校的家長參與崇拜聚會，讓崇拜的人數有更大的增長空間。

					崇拜生活是信徒生活中的「重中之重」，甚至非信徒也會以星期日到教堂「守禮拜」為他們識別信徒的一個
重要指標，他們覺得這才是信徒是否「神心」的表現。一個重視個人與上帝關係的人，絕對不應該是一個厭惡參
與群體崇拜的人；就算你對現時所屬教會的崇拜聚會未能投入，也會嘗試在其他教會的崇拜聚會中尋找失落了的
敬拜生活。崇拜的核心意義是朝見永生上帝，若我們對此顯得愛理不理的話，其實是反映了我們對自己與上帝的
關係弄得不清不楚。我們可能只喜歡讀讀靈修小品，與教會裡相熟的朋友高興時聚一聚，吃喝快樂；又或是把自
己隱埋於忙碌的事奉責任中，逃避參與我們覺得沉悶的崇拜聚會；若上帝要與我們相處，就得按我的 schedule	
fit	in。這樣的信仰心態是以我們自己的喜惡為中心去理解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地位，要祂來遷就我們。那麼我們
所信的，是那位在萬有之上，以祂的榮耀和尊貴號令祂的子民到祂跟前來俯伏敬拜的至高主宰？還是一位隨時候
命，應我們的呼召來解決問題的「燈神」？

					「筲崇」的弟兄姊妹，其實你們可以叫教會的崇拜進行得更美好、和諧及溫馨，以下的提示定能對你在崇拜
的投入有所幫助：
1.	堅持每周到聖所朝見上帝，這是我們作為天國子民最基本的責任。
2. 每周安排一個晚上為下周的崇拜事奉人員禱告	( 可帶崇拜周刊回家，上面有下周的司職人員表 )。
3. 每周六晚為自己明天參加崇拜聚會的投入及專注禱告，最好先讀一遍明天講道的經文。
4. 養成準時上到禮堂的習慣。
5. 崇拜前後自然地向其他會友問安；多留意你不熟識的面孔，與他們熱誠地交談，分享主裡的喜樂。
6. 多鼓勵崇拜的事奉人員	( 包括教牧同工 )，對他們的強處表示欣賞，對他們未盡美善的地方作愛心的回應，				
				並承諾為他們禱告。
7. 遇上不甚熟悉	/	 沒有共鳴的詩歌，未能進入敬拜的情緒中，甚或未能投入所聽的道時；竭力抗拒	
			 胡亂翻周刊、胡亂思想、引人交談、把玩手機、東張西望…等誘惑，應當存謙卑忍耐的心，操練	
				自己堅持專注於主，思考祂的恩典 (我也明白這不是自然就能做到，這是一個「操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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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變」中看見上帝的恩典                                                                           冼婉儀牧師

						記得五年前，早堂崇拜安排在副堂舉行，人數已超過一百人，全場滿座，有許多事奉人員要站著參與崇拜。

					有見及此，教會開始考慮另覓早堂崇拜地點。
經過一番諮詢後，在2009年 9月20日將早堂
崇拜移師往小學地庫 (LG1) 舉行，那裡可容納
200人。新環境的轉變，參與的弟兄姊妹其實都
需要重新適應；另一方面因該處是學校地方，所以
無論在座位的擺放、音響的調較等，都需要重新安
排。猶記得在起初的階段，有些弟兄姊妹不大習慣，
還向牧者反映希望重回副堂崇拜的意願。每次我都
鼓勵他們說：「這樣的轉變只屬暫時性，冀望不久
將來，當早堂崇拜人數達至150人的時候，便可
在禮堂舉行崇拜。」在這段日子，感謝上帝在眾牧
者、同工及長執的堅持、再加上藉著福音主日及啟
發課程，上帝將人數加添給我們，150人出席早
堂崇拜的目標很快便達到了﹗

						那時候，同工及長執們便開始再次籌劃早堂崇拜的「搬遷」──	在禮堂舉行崇拜。在整個籌劃過程中，實
在令人雀躍。執事會建議為方便場地的清理及人流的疏散，「早堂」及「午堂」的舉行時間也需要作出變動；經
過一輪的問卷調查，最後落實「早堂」於早上 9 時 15 分開始，「午堂」則由早上 11 時 15 分開始。崇拜部
立即於2013年7月7日舉行了「崇拜事奉人員勉勵會」，簡介早午堂崇拜更新調動之安排及聽取有關的意見。
當天有很多參與司事工作的弟兄姊妹出席，可見大家都很關心神家裡的事。同年 7 月 21 日是「教會外牆更新
及升降機落成感恩禮」，當天的崇拜有朱永生牧師證道，透過以弗所書勉勵大家在轉變中，學習合一、協調及配
搭（無論是司事組、聖樂組及茶點時間的改變）。當時我在禱告中一直為兩堂崇拜時間的調動及弟兄姊妹的適應
禱告，盼望我們在不同的事奉崗位，可以好好協調、可以好好適應、可以彼此同心、包容！同時，亦為着兩堂崇
拜能激發弟兄姊妹對主的委身及教會人數的增長禱告；另外，盼望弟兄姊妹更能善用茶點的時段，大家可以彼此
認識及學習關顧，並加強傳福音的心志及善用福音主日的時機。

					在神的恩典下，在7月28日很順利開始了「新」的早堂及午堂崇拜。回想這些轉變的日子，看到的不單是「硬
件」的轉變，其實也是「人心」的轉變，弟兄姊妹願意在主裡合一成長，實在要歸榮耀給上帝，盼望前面的日子，
上帝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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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會筲箕灣堂聖樂組】                                                                                            趙燕驊

					架構上，「聖樂組」隸屬崇拜部，主要負責支援教會的崇拜及其他聚會的敬拜及聖樂事工，包括協調及統籌
不同詩班	( 包括成年詩班、青年詩班、迦南詩班 )以及其他小組於崇拜中獻詩的安排，以及編排司琴的司職輪值
表等工作。聖樂組的事奉目標是希望能夠持續提昇教會聖樂事工的質素，透過詩歌及音樂，將最美好的讚美呈獻
給上帝，並能夠在聚會中帶領會眾投入敬拜當中。

					為加強聖樂事奉人員的培訓，聖樂組過往曾邀請不同聲樂導師為詩班員進行小組訓練、並為敬拜領袖安排或
鼓勵他們參與相關的工作坊、講座，以增進對聖樂事奉的認知及技巧；除此之外，聖樂組每年亦透過金錢上的資
助，鼓勵聖樂事奉人員報讀短期訓練課程，以提昇音樂的知識和技巧，使事奉更為得力。

				 						支援聖樂事工方面，聖樂組致力配合教會內其他部門，以至
崇真總會的呼籲及事工需要，鼓勵詩班員及其他會友積極參與堂
會內外的聖樂事奉，例如堂會每年的聖誕報佳音行動、總會聯合
詩班每年的受苦節聯合崇拜、去年崇真會165周年感恩崇拜、
以及今年獲邀在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中的獻唱等。此外，聖樂組近
年亦曾安排詩班先後往探訪澗頭教會、參與差傳部於東莞油甘埔
堂教會的事奉及總會聖樂部今年首次舉辦的崇真會詩班節等聯合
活動。

						鞏固及持續提昇詩班事奉的質素及團契生活，是聖樂組其中
的主力工作。我非常鼓勵教會內喜歡音樂及有事奉心志的弟兄姊
妹，積極考慮加入適合其年齡層的詩班，一同參與聖樂事奉，榮
神益人。

分享一些有關崇拜和司琴的小想法																																																												吳奇恩

				 	已經記不起何時首次踏上大禮堂的台上，以司琴的身份參與崇拜，服事天父和各弟兄姊妹。雖然已經擔任
司琴多次，但每次都感到十分緊張，掌心冒汗。緊張不單是因為害怕出錯，更怕自己會忘了「事奉」的真義，
錯將司琴一職誤成「表演」，過份的擔心自己「表現得如何」，而不是「我有否盡力投入敬拜以音樂榮耀神？」

				 	我想，從司琴看崇拜的角度和其他會眾總有些不同，至少當輪到我擔任司琴的時候，我的心態會比平時作
為會眾的時候不一樣。作為會眾，「參與」及「被動」的感覺較重，好像是跟着流程及主席的話去就可以，不
會擔心崇拜程序的安排是否順暢，也不用時刻的留意崇拜進行到哪個步驟。但當輪到我作司琴時，事前的準備
及練習，已令我可能一至兩星期前早早的進入「作戰狀態」；而到事奉當天坐在台上時，司琴的身份讓我看到
的也不一樣，我會比平日儆醒和集中 ( 其實平時都應該儆醒的……)，會更留意講員和主席的說話，隨時翻開相
應的歌譜準備。

						所以說句實話，有時候，我實在不太肯定司琴的職份讓我
更投入還是離崇拜更遠？能夠參與其中，以音樂服事神及弟
兄姊妹的感覺很好，但有時也令我不自覺的變成馬大，只
着眼於事務而忘了感恩及喜樂之於敬拜及崇拜的重要性。
我感謝《崇暉》讓我有機會從分享中反思崇拜及司琴的
意義，這確實是個很好的提醒，提醒我要更多的禱告
(和練習 )，多靠神而不只靠自己的完成司琴的職份，甘
心樂意的事奉，全然投入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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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事組   																																																																													葛品良		(Dec.	24,	2013)

			 	 	每個主日當你舒適的坐在禮堂，觀看台上的鮮花，安靜崇拜上主時、或接受聖餐默想主愛時、或享受崇拜
前 / 後茶點與弟兄姊妹溝通時、又或是興高采烈地參加不同的聯合聚會讚美上主時，你有沒有察覺到，有些默
默無聲在跑來跑去開風扇、關窗、準備聖餐或茶點、安排泊車的弟兄姊妹？

				 	有時冷氣機可能不夠冷或過冷，茶點可能不適合你或不夠好。然而你可有問過：誰為你準備所有這一切？
是的，所有這些都是教牧同工，教會辦公室和司事組事前的策劃，於每個主日，細心地為弟兄姊妹準備的，司
事就是那些默默無聲為你開風扇、關窗服務、準備茶點的事奉人員。

						司事組可能是教會最小的一組。因為它只有一個組
長卻有眾多的司事。它與每位會友息息相關，因為在每
個主日崇拜，其他聯合聚會或聖禮中（洗禮，聖餐）肯
定有司事組的影子在參與其中。司事組的主要職責是協
助，並與教牧同工和教會辦公室協調，並安排每個主日
崇拜或其他聚會運作暢順。與此同時也負責崇拜及節日
的鮮花、崇拜前 / 後茶點、司事安排；另外還需支援，
策劃及執行其他聯合聚會或活動，例如：150周年堂
慶，總會165周年感恩崇拜，教會改善工程完工並升
降機啟用禮，早午堂崇拜時段調動，按立聖職典禮等。
司事組還需要聯繫與協調不同單位，例如總會、關懷部、
聖樂組、資訊及影音組、各年齡層小組等等。

				 	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讓你對司事組更清晰了解。我認為今日司事的角色，就像是舊約的利未人 ( 民數記
3:11-41)一樣，作為協助祭司在會幕中各樣事務的事奉。每一位在教會中事奉的弟兄姊妹都是由上主所揀選，
當然其中包括每一位司事，所以每一位司事事奉時，都記得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5-6節說 :	「你們作僕人的，
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
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下主日當你舒適的坐在禮堂安靜崇拜上主時，請記念及支持司事的工作，並感謝天父安排這些忠心的司事
在大家中間事奉。

音響及電腦人員分享																																																																							潘熙桐		(Clayton)

						在主日崇拜事奉中，我主要是負責早堂崇拜的音響及
電腦控制，工作包括調整咪的音量及播放投影片。當初是
應鍾仔姨姨的邀請而參與事奉的，那時候對有關工作的興
趣不大，但慢慢又覺得頗有趣味，加上在外面沒有太多機
會接觸音響工作，就當在服事教會的同時也學習點新知識
吧！曾試過在一次崇拜中，投影機突然失靈，結果怎樣弄
也沒法使它回復正常，大家只好回歸基本，看崇拜周刊上
的歌詞去唱出讚美的詩歌。類似的突發事件時有發生，這
也提醒了我在事奉上要更小心慬慎。另外，當輪到我當值
的時候，我會較平常崇拜時更專心，也特別留心聆聽講員
的說話，以配合講道內容轉換投影片。希望自已在未來嘗
試更多不同的事奉崗位，如司琴等等，可以在不同的崗位
上參與崇拜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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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現況																																																																																																																					葉浩欣
				 	13-14 年度兒童崇拜暨主日學幼兒級約 40 人；初小及高小級各約 50 人；每個主日，約有 90 位成年及少年導師
參與主日學、興趣班及事奉訓練班的事奉，同心照料和栽培主所愛的孩童。現時幼兒級主要由兩批導師輪值，以《童心愛
主》課程為核心，配合主題的活動教學。

( 二 )	事奉分享－　　　　　　　　　　　　　　　　　　																									葉浩欣	( 導師及部委 )
						我很享受參加兒童崇拜。雖然作為導師和部委，常常要一眼關七，留意孩童和其他導師的

需要，但是每每參與兒崇的敬拜和奉獻時，都是我感到與神最親近的時候。兒崇是一個很獨特
的敬拜園地，為了讓導師和孩童也一同投入讚美神並感受當中的喜悅，我們選擇詩歌時，都會
選那些意境較簡單、內容及情感是兒童較容易明白的；直接的歌詞信息，可以鼓勵大家透過敬
拜接通主耶穌—打開心門歡迎耶穌，聽耶穌的聲音，回應耶穌的愛；加上編曲上的安排，我們
盼望孩童積極讚美，看見神的美好，並心裡面渴慕神的臨在和更新。就我而言，在兒崇敬拜時，
我自己更能放心、舒服、感動流淚禱告。

兒童崇拜的奉獻環節也令我很深刻和享受。不少孩子還未有零用錢，另有些孩子拿出錢時也未
必肉痛，所以我們通常加插一個奉獻信息，以導師見證或小故事道出奉獻予神的例子和不同的
方式，如奉獻我們的心願、時間、悔改的禱告、困難、甚至是難以啟齒的心事和掛慮。禱告作
結的時候，我們都會帶領孩童說求主悅納我們所奉獻的金錢和我們的心，讓他們慢慢明白神絕對看重我們獻上的心思意念。

少年崇拜

	 	 	 	 	少年崇拜對象為中學及大專生，於逢星期六下午三時在教會地下副堂舉行。崇拜以簡約及適切青少年的信息為
主，內容包括敬拜、信息及彼此代禱。於少崇內的事奉人員多以青少年人為主，分別負責司事、敬拜及影音。現時
少崇平均出席人數為30-40人。大部份青少年人會於崇拜後，有小組時間。

少崇分享																																																																						李浩維	( 中五 )
						我覺得少年崇拜就像一個小型的早 / 午堂祟拜。少年崇拜比較輕鬆，氣氛沒有那麼嚴肅，
不會很拘謹的。少年崇拜的信息較生動，容易明白。這一年來，少崇有了一些改變，多了些互
相關心、互相祝福，讓人越來越感受到當中的溫暖。我在少崇中會擔任司琴，雖然每一次都會
有一些膽怯，但是我卻能在戰兢中得力，弟兄們會體諒幫助，更會指教我。從事奉當中我能學
習到不少。

																																																																															何洁瑩	( 中二；輔助導師 )
不經不覺，原來返教會崇拜都有五年啦 ! 回想起來，兒童崇拜的生活真的很開心、有遊戲、有敬
拜、有信息。說真的，其實我很喜歡兒崇中敬拜的時段，因為那時候是跟上帝最親近的時刻；導
師也很好，很關心我們，有時候也會有戶外活動。漸漸的，教會就成了我另外的一個家，讓我在
其中長大。升中後加入少崇，依然很享受敬拜；對小組信息自己更進了一步，開始了更了解聖經
的道路；現在的我，不只是聽道，還有行道呢！星期日我也有回到兒童崇拜事奉，把上帝給我的，
分享給小朋友，看到小朋友都這麼的活潑，自己的心情也會好起來。現在上了中學，都比較忙了，
不過我沒有放棄我的教會生活，星期六我也依舊會參加少崇，總會有時間留給上帝！

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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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部專輯

聽一聽 —— 崇拜的迴響

（一）潘澤基	(Omega	3) 　　　　　　　　　　　　　　　　                訪問及撰稿：張詩敏

						當教會安排有早堂崇拜時，我已有參與崇拜。像其他弟兄姊妹一樣，常常會期
望早堂崇拜可以很快遷去容納較多人的小學活動室舉行，有一百五十人就遷往大堂
崇拜，等待的心情就像申請「上樓」一樣。當知道早堂崇拜將會在大堂舉行時，心
情是非常的興奮！因為這確定了崇拜人數有所增長。過去兩個月參與在大堂舉行的
早堂崇拜，與弟兄姊妹的距離像是遠了！因為以前在小學活動室崇拜，座位的摺椅
是一張張緊密地排在一起，但大堂固定的長木椅，令這親密的感覺消失了！以前會
容易知道誰坐在那一處，現在較困難了，這是因為地方大了，還有兩個出口。這感
覺相信只是短暫性的，過了一段時間必定能夠適應；加上在副堂安排了茶點，大家
在那裡可以彼此交通、聯絡。從靈性的角度看，我感到在大堂崇拜的氣氛較為強烈，
好像與神的距離拉近了！其實崇拜最重要的並不在乎在那個地點進行，而是在崇拜
中大家真誠同心合一敬拜神才是最重要！

（二）余淑媚		( 加利利組 )																																																		訪問及撰稿：張詩敏
　　　　　　　　　　　　　　								　																																			
					我間中也會參與早堂崇拜，現在早堂崇拜已遷往大堂舉行，感覺好像是「正正式式的崇拜」，與午堂的步
伐也接近了，在大堂崇拜使人更專心及安靜。以前早堂崇拜完了後，各人就會很快離去，現在早午堂之間安排
了茶點時間，大家就會留下來彼此傾談、聯絡，增加互相關懷的機會；對我來說，更可以讓我們這一組有較鬆
動的時間去參與之後的小組聚會，再不用因趕忙去聚會而頭痛了！

（三）曾煒

					很高興教會人數增長，並且早堂崇拜可以上禮堂進行，真是非常好。現在早午堂崇拜時間合適，使我在安
排孩子活動之餘可專心崇拜；崇拜的模式和禮儀都使我非常投入敬拜。

（四）張美英

					早午堂崇拜時間合適，教會維修後加建了升降機方便有需要的人真好，各樣敬拜的禮儀都可以讓我非常專
心敬拜。

（五）譚潔雲

					我對崇拜有三點分享
1.		講道的時間不要太長，太長的話令會友辛苦。
2.		敬拜進行中可讓會友多坐下，使年長的會友不用站太久。
3.		司事可提早安排會友的坐位，使後來的會友不用四處找坐位，大家可專心敬拜。

幼兒家長崇拜分享 (405室 )

（一）趙貫青

					因為人數多了，坐位方面要改善。四樓的環境和崇拜時間都很合適，我們照顧孩子之餘還可以專心敬拜。

（二）黎淑怡

					由於孩子還小的關係要到四樓崇拜，覺得環境都很好。最好有地方為 BB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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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夕倒數見證會

２０１３除夕感恩見證                         

( 一 )

			 	 	由決志到洗禮成為基督徒，在這兩年間，得着神恩典，因着信靠神，生活覺得喜樂平安。啟發課程教導我
用禱告同天父交談，心裡好想更了解神，聖靈促使我每星期返主日學及崇拜，生命之道學習閱讀聖經。主日學
解答生命上問題，逐漸喜愛返主日學，神在我生命中開啟了學習大門。十八届啟發課程完了，教會安排參加新
組別 Omega	5，小組聚會帶領自己屬靈生活成長，用詩歌讚美主，閱讀思考聖經。（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回想加入 Omega	5，組員各有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相距差異好大，
俗語有話：「三尖八角，各有特色」!	哈哈，最初相處時，都有不適應，
憑着主的愛打破隔膜，神動工拆除心中圍牆。用真愛同坦誠分享悲與喜，
樂與怒。感謝主！將我們的「三尖八角」磨去，現在我們小組十分融洽，
如經文：「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就是按他的旨意
被召的人。」（羅8：28）

					記得第一次接聖餐，不知何故，眼淚不停流下來，心裡百感交集。
神啊！我配得作你揀選的女兒嗎？祢為我擔起一切罪，我應如何報答你對我的恩情？主啊！我願作祢的僕人，
在地上作祢所喜悅的事，直到永遠。阿們！

（二）吳惠芳	(Omega	2 小組 )	

			 	 	回望過去的一年，確實苦樂參半！感恩在最痛苦的時候，主耶穌仍對我們一家人不離不棄，並差派祂的天
使守護著我們，使我們能安然度過這艱難的日子。

						2013年 6月在公司例行身體檢查時，發現自己左邊乳房有一纖維瘤，在未確定是纖維瘤前，當時心中
非常恐懼，除了自已與家人齊心向主禱告外，小組各弟兄姐妹亦為此懇切向神禱告，求主憐憫醫治，出了化驗
結果報告後，自己才放下心頭大石，神的信實確實無可質疑。

						2013年 7月醫生安排做割除纖維瘤手術，心中即時又開始戰兢起來，因自己一生中第一次要全身麻
醉做手術，醫生雖然表示很安全，但始終都有一定的風險。手術當天，神差派祂的天使	–	美英，陪伴著自己
入院，為自己祈禱，直到自己入了手術室她才離開上班，當時自己感覺心情很安靜、很平安，因為知道神就在
自己的身邊守護著，手術非常順利，身體亦復原得很快，這全是神的恩典！

					同年 7月丈夫突然頭痛大作，血壓偏高，立刻被送入急症室，經醫生診治及做腦掃描後知悉丈夫是因情緒
問題而引起上述病症；其後再經仔細安排檢查腦部時，發現腦部頸動脈內有一細小的血泡，因體積細小，醫生
表示只有定期回院觀察，暫時未能作任何醫治。相隔約一周左右，丈夫在家中又突然昏倒，再次被送入急症室，
他當日之血壓偏低，心跳不太正常，但經仔細觀察及診治後已安然出院。

				 	自丈夫出事期間，自已確實很憂慮，很無助，只有與家人一同向神禱告，此時，神同樣差派祂的天使來安
撫自己，當時教會內弟兄姐妹、牧師、執事無不為此向神禱告，神果然有聽禱告，丈夫現在身體已無大礙，且
作息正常，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2013年 12月聖誕節期間，我們一家四口一同乘坐火車
隨團往北京旅遊7天，行程順利，一家人在旅途上相處融洽，
非常喜樂，雖然回港後大家都患上感冒，但翻開旅程中所拍攝
的照片，心中滿有感恩之情，一切榮耀歸予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期望 2014年，我們一家人每日都能靠主活得更有力、更
喜樂、更充實。願主常與我們一家人同在，叫我們更加親近主、
依靠主、敬畏主及侍奉主。在此，祝願來年筲崇各弟兄姐妹每
日都能常常感恩、常常禱告、常常喜樂，見證主的大能。

May Ma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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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倒數見證會

全都是恩典																																																																																																													葉柏青

				 	二零一三年是十分特別的一年。回想起在這一年內所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還不禁自問這些日子是怎樣
度過的。從年初起母親的健康問題，孩子上中學的適應，至年中孩子需要接受兩次突如其來的手術，自己更要
遠赴加拿大考專業試和回港後的聲樂試 ; 再加上在工作崗位上，要應付各種各樣有關的技術、人事及管理的問
題，實是倍感吃力。然而，在極度困乏之際，上帝卻顯出祂額外的厚恩。要感恩的事情，真是多不勝數。

						二零一三年的六月，透過一次例行的牙齒檢查，醫生注意
到大兒子的牙齒發展有點異常。經過醫生多番檢查後，發現有
一隻恆齒不能正常地生長，還影響其他牙齒及上顎的發展。醫
生建議做手術移除那隻恆齒，最後，我和太太決定在我離港考
試前，讓孩子接受手術。手術完畢後，醫生曾略略解釋了孩子
當時的情況；從他的語調中，已知道孩子的情況可能有起伏，
有待進一步化驗後，才能決定治療方向，或許更要接受再一次
的手術根治問題。

						離港後，在酒店預備翌日考試的那天晚上，太太傳來孩子
需要盡快再入院的噩耗！心底確實有點忐忑不安，不過內心所
經歷的，竟是出乎意外的平靜，這更顯明了上帝恩典的確據。
既然己决定遠渡重洋考試，亦透過這决定來表明了嘗試用信心
交托整件事情給上帝的意向，那我還可以有甚麼憂慮呢？那天
晚上的禱告，相對變得輕省，祈求天父給自己平靜的心來面對
考試，和給太太時間和空間，去處理孩子入院的事情。至於要
怎樣走前面的路，我也不知道，只是信靠上帝便行了。

				 	每當人遇到一個又一個的困境，正就是上帝表明衪與人同在的機會。猜不到考試時也遇上了一段啼笑皆非
的插曲。從沒有想過在答題一小時後，才發現試卷所涵蓋的範圍，並非是我所預備的考試內容。說來有點稀奇，
自當上了現時的工作開始，就已經考過了各式各樣的專業試，但從沒有一次考試是會按考試所舉行的地方而對
考試範圍作出調適。相信這也是自己忙中有遺漏所至，沒有小心閱讀考試章則而做成當時的困境。不過上帝仍
然是信實的，祂憐憫我這個連考試範圍也弄不清楚的糊塗人！回想當時在試場的七個應考者中，原來有一人早
前要求考一份與我之前的考試內容範圍相同的試卷；為慎防有所遺漏，學會會寄出兩份試卷到試場，一份作後
備之用，那一份後備試卷就剛好成了我面對困境的出路。考試完畢後，我真感到如釋重負！心裡湧流出感恩之
情，實在難以形容；相信每一位經歷過上帝恩典的弟兄姊妹，都明白這何等奇妙的感覺！

						回港後，我立刻放下書包，處理家中瑣事和與孩子健康
相關的事情後，便再一次拾起放下了一段時間的歌譜，預備
考聲樂試。這旅程源自於求學時期與上帝的一個約定，多年
後决定踏上學習聲樂的路，直到如今，竟然有完夢的一天！
過去在學習路途上所經歴的起跌，就如在信仰道路上所遇到
的一般；每次跌倒了，我只要仰望上帝恩手所引領的方向，
爬起來，繼續奔跑，終會到達滿載上帝豐盛恩典的彼岸。
					
						十二月的一個晚上，太太問我是怎樣行過這段日子的呢？
其實我並沒有行過這段路，只是上帝背起了我，如鷹展翅上
騰，飛越了波濤洶湧的海洋。

以瑪內利！全都是恩典的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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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鳳崗教會－【普世歡騰佈道會】（12 月 14 日）

平安夜報佳音（12 月 24 日）                         胡雅華傳道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2:14)

						平安夜晚上，一百六十多位弟兄姊妹及孩子們在筲箕灣區報佳音。大家七時開始在教會練歌，接著到望龍
街公園及巴士總站旁公園唱詩歌，分享聖誕節的信息、傳講主的福音、派禮物，將基督的愛和祝福帶給街坊們。
九時多一齊回到教會，為剛才接觸過的朋友禱告，最後還一同默想紀念主的降生。

				 	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馬
太福音1:22-23（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感謝主！願世人萬民皆認識祂！

差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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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交流》-分享 (上 )（2013 年 8 月 10-14 日）

呂凱盈 
						去年暑假，我跟教會的弟兄姊妹參加了《台灣交流團》，那次活動

加深了我對當地教會的認識。那幾天，我們去探訪幾間教會，其中兩間
教會令我有特別深刻的印象。在第二天的早上，我們去了台北崇真堂參
加崇拜，在崇拜的過程當中，我留意到大家都十分專注，就算有小朋友
在跑跑跳跳，或者電話鈴聲，他們都沒有分心；反觀自己崇拜的時候，
並不是那麽專注，不禁令我有所反思。第二間探訪的教會是淡江教會，
教會的牧師和長執都十分熱心傳福音，而教會的弟兄姊妹十分支持教會
的事工，每當教會有活動的時候，他們都會熱心參與事奉，弟兄姊妹對
牧師和長執的信任令我十分感動。十分感謝神，不但讓我參與其中，可
以認識客家人的文化和客家教會，也讓我有反思信仰的機會。

張文俊
						這次有幸參加《台灣交流團》讓我大開眼界。台灣雖然有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卻只有很少的原住民能學習聖經、讀聖經。

這次所探訪的客家教會，讓我明白到台灣客家的福音事工，很多方面都需要幫助；再者台灣有很多地方未完全發展，有些
人可能仍未有聽聞福音的機會，福音遍傳的工作真的是很迫切！這次旅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新竹一個較近山區的教會，
那裡有一個能容納千人聚會的地方，牧師告訴我們當地人每年也會在那裡舉辦一些大型活動，對我來說，那真是不可思議！

謝子謙
					在這個五日四夜的《台灣交流團》，使我對教會的定義有

了深一層的認識。一間成功的教會不需要是宏偉的建築物，
也不需要有很好的設施。教會只需要由一群人組成，一群忠
心，對信仰有熱誠的人。
有一次，我們到一間教會參與崇拜，我體會到這個道理，他
們全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給人一種弱不禁風的感覺，可是
當崇拜開始時，他們散發出一股比像我這般的青年人更強的
魅力，不禁從心坎裡發出讚美的聲音。他們所以有這樣的活
力，是因為他們靠著神，他們對上帝充滿著無比的熱情和感
恩，使他們即使年紀老邁，仍然能夠散發出有如壯年的活力！
我深信這強烈的對比，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既是一個美好的
見證，也是給我們青年人的一個榜樣。

馬柏謙
					透過今次參與教會舉辦的《台灣交流團》，認識了

不少有關台灣教會的知識，例如由馬階博士從淡水建立
台灣北部的第一間教會，以及位於新竹的一些山地教會，
這些教會令我感到宣教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像馬階
博士一樣，他將自己所擁有的都放棄，全心全意為神在
台灣傳福音，將他的一生都奉獻給台灣。而山地教會所
在的位置是頗高的，以前會眾要前往聚會，都需要行一
大段路才可以到達，但他們信耶穌的比率卻是全台灣最
高的。另外，看到一些新發展的教會，看到人數的增加，
可以感受到上帝在台灣的恩典。

						在整個行程中，我們都受到當地弟兄姊妹熱情的款
待，有些會在聚會後帶我們到處參觀，有些亦會預備了
地道的食品讓我們品嚐，這正好提醒了我，將來若有其
他地方的弟兄姊妹來到教會探訪時，我們也要好好接待
他們。而最特別的感覺，還是在整個行程中感受到自己
都是客家人的一分子。

台北崇真堂

客家福音協會

台灣交流團



意料之外，恩典之內！
																																																																																																	朱永生牧師

				女兒承恩從加拿大回港探親，適逢兒子銘恩及女友彩燕前陣子公司趕工，累積了不少補償假期，一家人便
到台北及花蓮散散心。整個行程輕鬆寫意，非常享受！預計11月27日回港。誰知在離開花蓮前２０分鐘，
我發生了單車意外，弄至手腕骨碎裂。結果醫生要為我立刻進行手術，師母和承恩便留在台灣照顧我，銘恩
及彩燕先回港上班。這個意外當然是在我們意料之外，但卻又都是在上帝恩典之內！事後數算，恩典不盡，
與大家分享其中12項：

1.			最佳時間：意外發生在行程最後一刻，已盡享共遊之樂，心滿意足。

2.			最佳人選：傷了彩燕，難向她父母交待；
																					傷了銘恩，影響了他剛起步的工作；
																					傷了承恩，如何回加拿大？
																					傷了師母，我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吃不消；
																					我傷了，享受家人無比愛心的關顧，化算！

3.				最佳傷勢：只傷左手，雖有傷口，無生命危險，好的鍛練。

4.				最佳保護：受傷後野狗來訪，幸有師母持木棒阻嚇，護衛親夫，計程車及時趕到，有驚無險！

5.				最佳司機：司機曾先生不慌不忙，幫助我固定傷勢，並沒有因車子刮到石頭受損而表達不滿，還關懷備			
																						至，在急症室內陪伴了我們半小時。

6.				最佳醫院：最近意外現場的醫院，原來是花蓮巿最好的醫院，更是一間基督教醫院，醫護人員都很友善	
																							及樂於幫助我們。我在等做手術前還向護士要了一本聖經，讀詩篇親近主呢！

7.				最佳保險：出發前兩天，記起要買保險。我們很滿意保險公司所給予的危急支援及負責了我全部的醫療	
																						費用，讓我們安心不少；他們還為我們買了兩張回程商務客位機票呢！

8.				最佳天使：師母因買不到轉換插頭為智能手機充電發愁，一位熱心的太太動了慈心，用機車載她到巿內							
																						去尋找，全程陪伴在側，叫我們感動不已。

9.				最佳安排：醫院竟可容許師母及承恩睡在我隔鄰的病床上，一方面我得著無微不至的照顧，另一方面也	
																						可節省了要額外租住酒店的費用。

10.		最佳團隊：我出事的一刻已立刻whatsapp 給教會同工，請大家代禱守望；下午做手術前聯絡冼牧師交	
																						付有關事工安排。冼牧師臨危受命，同工們配合互補，大家同心合意的支持，為此感恩。

11.		最佳會友：發動會友祈禱鍊，眾多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回港後大家熱情的慰問，十分感動。

12.		最佳家人：感謝師母在我出事後細緻又勞累的服侍，讓我作了好一陣子「皇帝」；感謝承恩負起重擔
																						在台灣打點了一切，叫我們安心；感謝銘恩在港為我們守望、為我們擔心，還將家居打理妥
																						當。		我們驚覺孩子們都長大了，已可以成為我們的照顧者！無限感恩！	

開「心」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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