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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二月號

成年部 ---- 願我家基督化

崇暉

胡雅華姑娘

「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

上帝創造人，建立家庭，衪愛我們，
願意每個家庭都在衪的愛中成長，遵
行衪旨意的。基督化家庭願意以基督
為一家之主，學習實行神的教導，負
起使命跟隨主。建立基督化家庭，信
徒一方面要學習經文所教導的，明白
首先祈求上帝國度旨意成全的重要；
另一方面，重視家庭生活，每個家庭
都是一個小教會，是信仰生命的實踐
及承傳，父母在家教導子女聖經，認
識上帝，給他們合宜的環境成長，是
重要的責任和使命。

編者話

活在現今家庭解體的社會，我們面對各類形式的家庭組合，例如 : 再婚家庭
庭、單親家庭、分隔生活的家庭等，這些家庭都偏離了上帝對家庭的心意。
我們必須一方面堅守家庭價值( 愛、信任、成長… )，引領未信主的家人歸主
( 徒16:31），同時也要關懷這些因人性軟弱而產生問題的家庭，這是我們為
主活出美好見証的時候。( 林前 7:13-14;彼前3:1-6）
「願我家基督化，全家都愛讀經學真理…兒女在主愛裡蒙教導…願
我家像祭壇常禱告，願我家基督化」，這首詩歌描述家人明白真理
理，不受罪捆綁，一家喜樂相親，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美好。為鼓勵
弟兄姊妹建立基督化家庭，教會於2011年1月開始推行「基督是我
家之主」運動，此運動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於1月9日至6月26日
，鼓勵閱讀有關家庭生活的屬靈書籍，以書劵作獎勵；第二部分於
1月30日開始，每星期派發家庭崇拜資料，鼓勵實踐家庭崇拜。 4
月10日午堂會舉行「立願禮」，點上代表家庭的燭台，於聖壇上一
同立願，接受上帝的祝福及差遣。

岑秀蘭
洪水過後，神與挪亞、挪亞的後裔、並一切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以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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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成長、壯大：「活上去！」(一)
電影「奇幻逆緣」中男主角的一生是一個生理逆轉的過
程：小時候身體機能是一個80多歲的老公公，弱視、白
髮、身體佝僂、器官衰竭、要坐輪椅代步。奇妙的是他
成長得愈來愈年青，把常人生、老、病的進程倒轉過來
。當然最後仍難免一死，變成嬰孩躺在愛人的懷中去世
，並因腦退化症一生的記憶都沒有了。假若讓你選擇人
生的進程是從老到幼、或是從幼到老，你會如何選擇？
當然這只是一個創作故事，現實的人生必是從出生作小
孩子，以後長成作大人，壯大達至生命的高峰，以後漸
歸平靜，接受自身的限制，並在體質及精神的衰退下安
然過渡到屬天生命的實現裡。作為基督徒，我們必然認
知我們已得永生，但我們可能會忽略了上帝的心意是要
新生命不斷成長！有時我們在教會的日子待得久了，年
紀漸長，身體的狀態不如前，我們會以為屬靈生命的停
頓及倒退，作一個「磨」在教會的「老餅」也是自然不
過的事情。唱唱舊詩歌，看看舊照片，說說舊人事，或
可帶給我們「想當年」的溫暖感，但要活得像初信主時
積極進取的新生命─傳福音、操練讀經及禱告、去關愛
別人，卻總覺力不從心。但在聖經中卻不乏提醒信徒重
視屬靈生命成長的勸勉：
無論是一株發旺的常青樹：「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
如利巴嫩的香柏樹。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
們神的院裡。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
而常發青。」 (詩 92:12-14)
一隻翱翔天際的老鷹：「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
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
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 (賽40:30-31)
或是一個堅持目標的跑手：「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
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
得的獎賞。」 (腓3:12-13)

立約，將來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了。這便是「彩虹之約」
，見證著上帝的恩典和拯救。筆者曾經在商場及家中都遇到
彩虹驟現的經歷，印象深刻，至今難忘！
筲崇處處呈現彩虹，耀眼光芒，
見證主恩無限！！

「孜孜不倦，自強不息！」上帝不會把一個我們擔不起
的擔子要我們去背負。最難擔的，祂已在十字架上替我
們背了。要成長當然要付出代價，但肯定是我們負得起
的，做得到的！「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
能力，… 作我的見證。」(徒1:8) 這個應許（也是命令）
，絕不含糊，是出自主耶穌的口。「新生、成長、壯大
」：大家都是「活上去」，按著上帝的意思，活出一個
叫人羨慕，在艱難處仍能奮起前行的活潑生命。
聖經教導我們，基督的生命是循序漸進的；生命的成長
並非空中樓閣，更非只有理念而沒有行動！以下是教牧
同工討論後所設定，在本堂環境中建立健康靈命的一些
實質指標：
2009年9月2日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奉獻禮上上演一幕以彩虹行動，藍色巨型布幕代表洪水和七色布幕代表彩虹，
重現上帝跟挪亞立下彩虹之約的經典場面。（圖：影音使團）(圖片資料來源:http://gospelherald.com.hk/news/edu_398.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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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期」 (由慕道至信主一年)
i.
決志信主
ii. 參加主日崇拜

朱永生牧師

iii. 完成啟發課程
iv. 完成初信課程 (如「初信成長八課」…)
v.
嘗試參加小組
vi. 學習靈修生活
vii. 參與初階服事
(如較輕省的事務性事奉; 作見證; 幫助人 …)
viii. 受洗加入教會
2.「成長期」 (信主後一年至五年)
i.
受洗兩年內完成本堂三個基本課程
(新約概覽; 舊約概覽; 研經基本原理)
ii.
參加本堂的聖經課程或查經班
iii. 參加本堂「紅色門徒」課程
iv. 參與本堂之「讀經運動」
v.
穩定參加主日崇拜
vi. 穩定小組生活
vii. 穩定的靈修生活
viii. 穩定作十一奉獻
ix. 學習參與教會公禱會及晨更祈禱會
x.
各按不同恩賜，參與進階服事
(如崇拜司事 / 接待 / 詩班員 / 協唱 / 影音控制員
; 啟發課程組長 / 助手 ; 早堂福音崇拜大使 ; 參與
教會探訪; 積極傳福音; 禱告服事; 兒童 / 少年 / 興
趣班主日學導師或助手 ; 短期宣教體驗 /「勵敬
」事工 … 等)
xi. 參加堂外課程如「但以理」學院課程及 「生命之
道」查經等
3. 「壯大期」 (信主五年以上)
i.
參與本堂「綠色門徒」及以上課程
ii.
積極參與 / 助教 / 教授本堂聖經課程
iii. 積極參與教會公禱會及晨更祈禱會
iv. 穩定參加主日崇拜，成為榜樣
v.
穩定作十一奉獻及其他信心奉獻及慈惠捐獻，
成為榜樣
vi. 穩定參加或帶領教會小組
vii. 穩定每天靈修生活
viii. 參加堂外課程或教會聚會，開拓視野
ix. 各按不同恩賜，參與帶領性事奉
( 如崇拜主席 /敬拜領袖; 啟發課程籌委 / 組長 /
禱告服事; 關懷同行者 ; 各部部委 ; 教會執事 ; 聖
經課程 / 查經班導師 ; 積極傳福音;短期宣教 … )
x.
各按不同恩賜及呼召參與本堂以外事奉
xi. 各按呼召進修神學院所辦平信徒神學證書 / 文憑/
學位課程
xii. 個別信徒回應呼召全時間奉獻傳道事奉
當然，以上進程只是一個普遍性的概述框架，各人成長
歷程不同，有人成長較快，有人卻需較長時間。以上所
述都是外在行為的標記，但生命內容及屬靈氣質不可只
憑外在標記去衡量。成長要按部就班，也要平衡發展。
篇幅所限，留待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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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之旅 ( 六 )

常青部

宣教篇 ─ 非洲

冼婉儀姑娘

選文 ： 差傳部

常青部現時有3班長者主日學，逢主日早上9時30分至10時分30舉行，導師共有7
人，學生共有47人。課程採用播道會出版的長青聖經課程，課程主要分為8個單元：
(1)我要認識耶穌(I)
(2)我要認識耶穌(II)
(3)我要認識自己
(5)我要學習事奉
(6)我要學習成長
(7)我要學習聖經
盼望藉這套課程幫助長者有系統地學習聖經。

(4)我要認識真神
(8)我要學習禱告

每月最後一個主日午堂崇拜後舉行迦南團，助手共有12人，亦有9位長者擔任職員，現時約有60位長者
參加迦南團，而每次團契前，所有長者皆會一同出席愛筵。
每逢週三下午1時30分至3時正為迦南詩班練習，現時練習詩歌的主題為「聖靈所結的果子」，迦南詩
班於每季獻詩一次，詩班員的人數為20人，而每次詩班練習後，一班長者會一起跳讚美操，幫助長者的
生命常常感恩及讚美。
至於常青部來年目標，主要配合教會的主題：「新生、成長、壯大」，本部的主要事工的焦點：
1)

透過教導：
每週長者主日學，讓長者與神建立關係。
鼓勵較年輕長者參與聖經課程，讓長者與神建立關係。

2)

透過事奉：
透過每週迦南詩班及讚美操，讓長者與神建立關係。
每月一次的「常青部探訪」藉著探訪「未能返教會」的長者，訓練參與探訪者作禱告勇士。
由部委邀請長者一同參與教會祈禱會，盼望長者能作禱告勇士。

3)

透過長者門徒訓練：
日期：7-8月份
人數：約5人，由部長及部委物色及邀請
參與者條件：有愛心、有願意服事的心，返教會十年以下或靈命較幼嫩的弟兄姊妹。
目的：訓練長者作帶領性的事奉

4)

透過福音工作：
長者福音營，鼓勵長者與神一起同工，邀請未信主的親友一同出席，將人帶到神面前

差傳部為增廣弟兄姊妹對普世宣教的認識，希望藉「崇暉」推
廣這方面的需要，今期首先介紹非洲。
目前非洲有53個國家，在地理上，非洲分為北非、東非、西非
、中非和南非五個地區。人口9.24億，僅次于亞洲，居世界第
二位。非洲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長率均居世界的前列；
人種是世界上民族成份最複雜的地區，大多數民族屬于黑種人
，其餘是白種人和黃種人。非洲人民多信奉原始宗教和伊斯蘭
教，少數人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從15世紀開始，400多年的殖民統治給非洲人民帶來嚴重的災
難，2,000多萬非洲黑人被販運到美洲當奴隸；非洲人民跟侵
略者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武裝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人
民爭取民族獨立。當時得到中國的支持，在道義上給予物質支
援，從而建立友好關係，這亦有助華人到非洲的工作。
現今，非洲的穆斯林急速地增長，信徒人口比例達90%以上的非洲國家共13個，尤其在北非等地；當中有少數基督
徒，大部分與傳統的宗教混合，對信仰認識不深。基督教在非洲的宣教，多從事全人工作，參與的華人亦不多。願
神感動華人信徒及差會，關心非洲華人的需要，也關心非洲貧窮地區的人民。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 眼 的 得 看 見 ， 叫 那 受 壓 制 的 得 自 由 ， 報 告 神 悅 納 人 的 禧 年 。]

聽到主的呼聲，生命短暫；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貧窮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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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心「 寫 」意

重新得力

選文 ： 楊凱民

常青部分享 ---- 長者篇

採訪 / 選寫 ： 小記者

崇真的弟兄姊妹，你們好！
寫這見證時，像是在寫家書般的親切。記得數月前，我也曾拿起筆，把一些留學的感受寫下來，但回望那篇生活點滴，發
現「信仰」這兩字的意義只流於表面，更有帶著為「迎合」見證的特質而寫的味道，並不是因切實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後迫
切把那蒙祝福的經歷寫出來的分享。我很感恩，上帝沒把我這個在信仰上探索的孩子放手，並一步步的告訴我這23年的
人生裡，衪的帶領是實在的，是伸手可以觸摸到的。
這年上帝給了我特別的心路歷程。曾經，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去教會而停止了聚會。我不斷給自己諸般的理由：我在墨爾本
只是過客，幾年後回港不也把什麼都放下嗎？所以，我不願主動去認識在當地的弟兄姊妹；加上這邊的教會不是以我熟悉
的模式運作，我不願去適應和承認有不同的教會和領導特色；我更習慣了比較 ─ 比較崇真和中央華人浸信會的牧師、比
較和撒那小組和這邊的WAKA cell、我還比較在崇真和在中浸的自己，最後得到了「這教會不適合我」、「我沒有辦法投
入哦」這一堆的藉口，以致跟教會分開了一段時間。
在這斷斷續續的教會生活裡，上帝卻為我準備了一班不住的關心我的弟兄姊妹。對我來說， 他們就是天父差派的天使。
終於有一天，聖靈在我的心裡作工，上帝奇妙地在衪的時間裡把我帶「回家」。我曾經害怕上帝會用嚴厲的責罰來教導
我，感恩祂仍是位充滿慈愛的上帝。在一次崇拜中，我看到周刊裡的一些課程資料，當下我並沒有感動或任何催迫感，(
因為這些聖經知識對我來說，曾經是一種形式上的學習，參加課程的只是為了讓我們事奉前達成了某些prerequisite)。但
奇妙地，那天我有種衝動去了解這些生命栽培課程，那股莫名其妙的衝動給我勇氣去找教會的傳道人，繼而有機會跟他分
享我的掙扎和捆綁。跟傳道人一起祈禱時，有一種久違了的平安和嚮往的喜樂充滿了我。當時我明白若不加上實踐，這一
刻的平安感動便停留在流於表面和剎那間的感覺。於是我立即報讀了一個聖經基礎課程，為期十二星期，我的信仰生活亦
因此站穩了。
在那三個月裡，每星期六早上十時我就去上課，我們從上帝創造天地，人犯了罪，到和亞伯拉罕的家和以色列人的歷史，
大小先知書以至耶穌的生平，也於短短的三個月裡概括地認識了。每一星期也有功課要完成，以及背默金句的環節，一
連串從前在主日學裡學習的知識和背金句的回憶也跑回來了。雖然要兼顧學習、工作和其他活動，但這幾個月裡我從沒
有把一堂聖經班給溜跑了，反而，每星期的聖經金句背默我也樂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和班裡的同學們感情很好，導
師更在第一星期委派了我當「小班長」，負責打電話聯絡和提醒各人做功課和背金句。「小班長」的責任雖說不上任重道
遠，但讓我意識到我從前沒把教會生活看成是一種責任，缺少了承擔和委身；這「小班長」的身份，更提醒了我對教會的
commitment 和應該有的積極態度。重新投入教會後，我最大的喜悅是來自多年的好友兼室友，他告訴我，他對我的改
變感到很有趣，他看到那種我從前沒對信仰所發出來的認真和堅持，對我這個以「作好見證」為目標的基督徒來說，實在
是很大的鼓舞。
在課程完結後，我繼續投入教會生活，亦開始帶身邊的朋友返教會。雖說只帶了一個，但看見這位同樣是在基督教家庭長
大的朋友所面對信仰的掙扎中，我看到了自己從前的迷茫。因著弟兄姊妹的不離不棄和真誠的關心，我再次回到父的家
裡。我相信天父藉著我們發自內心的關心和出自基督的愛，同樣會把那尚在外流浪的朋友帶回衪的家。
在未來，我將會報讀下一階段的信仰基要課程，又會投入小組的生活，(在這裡的小組有「三人行」活動，每星期抽一天
相約出來，分享靈修的領受和互相支持，並建立彼此信任，讓大家在面對掙扎時便能勇敢地一起交上) 我更會在這邊的教
會裡持續參與事奉，叫我下次回港跟大家問好時，不怕面對自己和長輩，更叫我在和撒那小組裡一同成長，一起在上帝的
話裡紮根。即使跟和撒那小組的朋友有多年的空白，失卻了一起成長的機會，但我相信，只要在主裡一同向前走，主會保
守你和我。他日回到崇真時再一起為主效力!!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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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葉麗嫦、蔡愛蓮，以下稱：葉、蔡；小記者，以下稱：記 )
記：兩位可否談談在筲崇的歲月？
葉：返崇真已經50年，參加婦女部到現在的迦南團也有30多年。
蔡：我返崇真已經有34年，由湯兆奇師母邀請參加婦女部到現在的迦南團也有17年了！
記：您們當時的婦女部聚會和現在的迦南團有分別嗎？
蔡：婦女部的參加者當然全部都是姊妹，迦南團就有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葉：當年在婦女部，經常會到醫院、老人院探訪，還會一同唱詩。
蔡：當年大家都較「後生」嘛！
記：其實返崇真已有多年，您們有何改變？
蔡：我有很大的改變，從以前不發一言，難得開口，到現在滿有喜樂，常侃侃而談。
葉：常常感恩，愈來愈蒙福。
記：請說說您們在迦南團的感受。
葉：充滿歡樂！
蔡：好開心，可以去宿營，可以去探訪，還可以參加詩班事奉，又跳讚美操。
記：您們對常青部最大的期望是甚麼？
葉：希望更多長者信主及參加迦南團。
蔡：我就想更多人參加迦南團的詩班，一同讚美神。
記：多謝您們的分享，願上帝祝福您們長青的日子，滿有喜樂！

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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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部分享 ---- 義工篇

分享(二) ─ 找工作的見證

蒙福的事奉
李永強 ‧ 劉燕芳夫婦

2 0 1 0 年是自己由學生轉為全職工作的一年。
在找工作時，我感受到神當中的帶領。在四月
的時候，我的實習期快完成，便開始寫信找工
作，而每次將信寄出時都會把自己的擔憂交託
神。整個求職過程其實不簡單，因為寄了幾十
份出去，收到的回應不多，感恩的是於五月中
開始陸續都有面試的機會。曾獲一間中學邀請
三次面試，不知為何每次面試總是十分順利，
但我確知那間中學的工作不是自己能勝任的，
當第三次獲邀面試時，我開始思想究竟這學校
是否神為我預備的，如獲聘任我當如何抉擇？
當時我便與神「講數」：「神祢知我是個怎樣
的人，我想要的與適合我的祢都明暸，但我真
的不想獲聘；若再有面試而又請我的話就，我
確信是祢賜予我的。」與朋友商討後，我最終
還是決定推卻那個面試。在我正有點後悔自己
所作出的決定時，我獲得另一間中學的面試邀
請，經過兩次的面試，結果於兩日內便得到這
份工作。我深深感受到神的引領，當中學習到
信心和交託是何等重要。將榮耀歸給神！

我們在常青部的事奉是以溫馨小組開始的，每逢在迦南
團舉行生日週，就去協助分派食物的工作，三年前正式
成為助手，轉瞬間到現在已有五年多。在過往的日子裏
，我倆主要都是做些後勤工作，如音響、詩琴、預備午
膳、洗碗、致電關心和探訪主內兄姊，然而在這微小工
作的背後，卻感受到神的祝福和教導。
神讓我倆夫婦有機會一同服侍主內兄姊，這就是衪給我
倆的祝福。只需一個電話、幾句問候語、或見面時輕拍
膊頭的動作，兄姊們總報以開懷的笑臉跟你訴說近况，
他們甚至會自掏腰包請你吃午膳。 從他們身上我倆學
習到凡事知足和感恩。
每當看見手持拐杖、步履蹣跚走在上教會的斜路上、甚
至需要休息數次才能到達教會的長者的背影，我們就不
禁發出讚嘆之聲，他們忠誠愛上帝的心更成為我倆學習
的榜樣。
從主內兄弟姊妹合作中，更體會到要以愛互相包容、體
諒及欣賞的重要。有些肢體雖不是部委或助手，卻主動
在聚會中協助和處理善後工作，這不就正是以愛相繫，
主內一家嗎？
最後與大家分享一段經文，馬太福音25:40
「主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
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樂在迦南

選文 ： 李恆信

分享(三) Bo Bo
朋友在啟發營信主

崔潔惠

我最初接觸迦南團的事奉，是在一次生日會的聚會
裡幫忙為團友準備食物、禮物等瑣事。到零八年在
周姑娘 ( 當時傳道人 ) 的邀請下，參與了部委的工
作作，學習去服侍那班可愛的長者。我希望能與他
們分享神的愛，亦希望他們在勞碌半生後能夠知道
有一位神，在他們的母腹中已經深愛着他們。看到
長者們願意放下傳統中國人敬拜袓先、求神問卜的
習俗，欣然接受耶穌為救主，是我一路以來事奉的
動力！

主恩滿溢！
感恩讚美不絕！
榮耀歸給神！

分享(四) Francis
在女童院的探訪很感恩

在迦南團的事奉中，發現了不只不應小看別人年輕
，更不應自大的以為長者們只是被服侍的一群，因
為無論在主日學、詩班、團契、總會婦女部、婦女
祈禱小組、探訪小組、還是近期的「生命之道查經
班」，都能看到他們的踪影，叫人絕不可輕看他們
的那股動力。
『積小成多，聚沙成塔』，也許最能表現到迦南團
上上下下的事奉精神。能夠與他們接觸、為他們服
務是我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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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五) 林源發長老一家
全家人同心事奉蒙福、添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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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守歲感恩見證會

分享 (一)

選文 ： 朱雪貞師母

鏗鏘有聲 ---- 啟發課程委員分享篇
生命樹

今早與一對長者夫婦飲茶時，那位姊妹分享她心裡仍常記掛著她那已退休的兒子，讓我深深體會到中國人所說：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的實況。雖然我還未到一百歲，但一對兒女也已二十多歲，開始獨立，作為母親
的我對兒女的牽掛卻也沒有絲毫減退。
眼看兒女們長大成人，心中充滿感恩，也體會上帝的應許：「先求上帝的國與祂的義，兒女所當得的福
分必會加給我們。」相信若好好的服事主，祂不但叫我們在事奉上得見果效，在我們的家庭上也得享福氣。
過去一年我見證到我所服事的一位家長因信主而生命轉變，主耶穌為她在極艱難的時期開了一條出路，
改變了她的心境，讓她得著救恩。我們學校也有一位在基督教學校教了30年書的老師，卻從未有人向她傳過福
音，但在過去一屆的啟發課程卻叫她經歷主耶穌曾為她作的事，並願意放下已有的執著，決心跟隨主。
過去一年一對兒女也多得恩惠，滿有喜樂。女兒承恩在加拿大讀書一向蒙主保守，過著愉快的學習生
活。她將於今年5月大學畢業，但更叫她喜樂的是去年5月與相戀三年的男友訂婚，並已計劃在今年6月在加拿大
舉行婚禮。我們作父母的既有不捨之情又難掩高興之心，心裡為她能尋到一位既敬虔又深愛她的伴侶充滿感恩。
但更叫我們深受感動的是女兒靈命的成長，早前有一次承恩在橫過馬路時差點遭一輛疾駛的汽車撞倒，在生死只
懸一線的情況下，天父保守了她的生命，並且是絲毫無損。事後她回想這驚險的一幕，覺得這是天父給她的一個
提醒，意識到她的生命得以存留，是因她在地上還有未完成的使命。現在她參與教會每月一次到一間受虐婦女宿
舍協助一些事務，是天父讓她有學習服事的好機會。兒子銘恩則完成了在IVE的高級文憑課程，並有機會繼續升
讀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學位課程」。兩年前牧師一位朋友為他能就讀IVE的課程恭喜我們，我心裡有些不是味
兒，因當時對IVE的學制及畢業後可有的前景不甚理解，總覺得這只是次好的途徑。但現在回想整個過程實在感
恩，因銘恩的性格及學習形態有些獨特，其實是比較適合在IVE修讀課程而不是升讀中六的課程，這叫他在以往
三年的學習生活中能盡展所長，也建立了他的自信。
我們為一對孩子們所求的，是他們能在生活中親自經歷天父的愛。他們自小接受的教導是不要跟從惡人
的計謀，總要讓上帝在人生的道路上指引方向。有時我們會覺得他們屬靈生命的成長速度未如理想，但只要是人
生的方向正確，作媽媽的雖然仍會為他們操心，但同時也可因他們有主耶穌的恩典伴隨著而一萬個放心。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他的兒女有避難所。」箴言14:26

楊淑儀Susana

歷屆啟發課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讓林裡的小樹苗得以茁壯成長。我有幸參與其中，從各棵枝葉
茂盛的「大樹」身上學會向天仰望，得著上天賜下的陽光甘霖；看到「小種子」在土地中長出嫩
芽，新生命得以誕生，不得不驚歎造物主的奇妙；又學會與身邊一眾「林木」互相依傍，互相支
持，抵擋風雨。
這個樹林越來越茂密，越來越美麗，期盼每棵樹在神澆灌下，都能生根結果。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 1:3)
參與啟發課程事奉，讓我的屬靈生命得以繼續壯大。

看見眼前榮美的情景

鄭慧絲Cecilia

又一班「 啟發學員BB 」誕生了！
很希望感謝一羣默默耕耘的啟發義工：
有安排膳食的鍾仔；有在廚房裡做到雙手都差不多裂開的 Mandy 和 Granda；有設計和更新壁
報 / 宣傳廣告的 Raymond 和阿超；還有這些義工的家人和傭人，若沒有他們在背後的付出和支
持，各位義工也不能在一個毫無牽掛的情況下為主作工。如沒有以上人員無私的奉獻和積極的參
與，此榮美情景將難以延續。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並給予熱烈的掌聲！
回想自己是第六屆「啟發」學員，時光飛逝，現在第十五屆「啟發」學員已經畢業了。有人問我
怎能由學員、助手、組長到現在擔任籌委，我深信這是神的愛的激勵，推動我將神的愛傳揚給參
加「啟發課程」的朋友，讓更多人可以感受神的愛，認識神的真實和偉大！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約伯記42:5) 神的愛多麼偉大！願榮耀歸給主！

真心

王耀初Ivan

用「真心」一詞來概括今屆課程實在恰當，因為有學員真心地決志信主。
我見證到幾位學員在營會中被問到：「你願意決志嗎？」，他們真心地回答：「好」，然後就進
行決志祈禱。同樣，也有學員本著真心拒絕信主，坦承地表達「還未得」、「不會」。雖然這
樣，但他們上課認真、討論投入、尊重宗教等的表現，使我十分欣賞。
啟發就是這樣自由，深信上帝有祂的時間表，我們會繼續為各學員祈禱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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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剪影

除夕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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