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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有句俗語：「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其意是身為父母就算活至一百歲，其中有九十九年的歲月是為子女
憂心，記掛著他們的成長。當然這句說話以誇張手法表達父母對子女之愛，但也真實反映出父母對子女無微不至的關
心。在這個二十一世紀中，雖然時代跟以往已有很大的差別，但作父母之心與往昔的父母仍是一樣。有一次我的兒子
在做閱讀理解，我在旁觀看著，文章內容竟是《孟母三遷》，現時的父母與孟母之心分別不大，仍是會為了安排兒女能
入讀一些好學校，而搬到一些較好質素的學校網居往，而今期會刊中的以「新手父母」作主題，會不會引起你們很深的
共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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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緝室

隨著時代的改變，每一代父母教養子女的方式也有不同，也因現代社會已由大家族轉變為核心家庭
（即是父母再加子女組成），而「少子化」（註一）的情況已出現在香港社會，讓生養兒女成為這一代父母
的教養和經濟的大事，再加上有部份家庭只生一個兒女，教養兒女成為了初生父母很關心的課題，因此
今期特意邀請了兩個家庭的新手父母分享自己的兒女經，再邀請了一位有經驗的師母來回應，讓教會中
的兄姊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學習和討論。

未有自己的子女時，總覺得一些父母的緊張行徑是
難以理解的，亦覺得那個「BB有便便啦！」的電視廣告
十分誇張。但自從孩子呱呱落地之後，便明白自己的心
思真的無時無刻被那小生命掀動，而為了讓孩子以我們
「看著是好的」方式成長，家長更會扭曲自己和身邊人
的人生活著，輕則一兩年，嚴重的可能是一世。但這樣
真的對孩子好嗎？恐怕未必。

長大？怎樣安排才會對他們有益」之類的實用性對話。
然而長此下去，你跟子女的關係會怎樣發展屬未可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你其他方面的人際關係會愈來愈薄
弱……一個未能建立合理人際關係，對身邊人缺乏關心
的父母，要教下一代有同理心，不要自我中心，真的很
難。至少從父母身上，他們找不到相關的模範。

勿將生命專注在子女身上
孩子令你錯失人際關係的「平衡點」
正常來說，我們都會均衡地發展不同的人際關係：
夫妻、情侶、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同事，甚
至外傭等。我們會透過關心、尊重和合作等不同心態和
方式，與身邊各人相處，從而建立一個正確而合理的人
際網絡。過程中我們會盡量兼顧自己每一個身份而不至
偏廢 ─ 例如即使你對父母如何孝順，你也會花時間與
情人會面，亦不忘與朋友相處，更希望與同事維持良好
的情誼……然而當成為別人的父母後，本來的人際關係
「平衡點」就會失衡。面對一個弱不禁風的小生命，父
母十居其九會用盡精神和時間，不惜犧牲一切也要將其
撫養成人，所以當有了孩子後（特別是首一兩年），經
歷「斷六親」的日子往往是常情。即使跟父母溝通，也
只是環繞「 BB 有冇食晒飯，有冇便便，有冇唔舒服」
這些話題；夫妻之間亦多數只有「子女吃什麼才會快高

記得在嬰孩奉獻禮時，父母們都會立志按著《聖
經》的道理，教導孩子走當行的路 ─ 我們都努力思考
如何讓子女走在正途，卻忘記了唯有自己也活出正常的
人生，子女才知道什麼叫正常。你希望子女不要自我中
心，但自己甚至其他長輩卻像蜜蜂遇著蜜糖般在子女身
邊團團轉，他又怎會不當自己是家族中的「王」？你教子
女要孝敬父母，卻沒有好好關心自己的父母，這跟一名
「煙剷」勸人戒煙有什麼分別。所以自己好好活著，活
得健康均衡有同理心，子女才知道怎樣的生活，才叫做
「當行的路」。
知易行難，這也是我努力學習的功課。
註一 這詞原是形容在日本社會的現況，指到因出生率下降，做成
了年幼的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這現象也長遠影響著社會人
口結構比例的不平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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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
醫生看著超聲波圖良久，—聲
不發，我們像在審判般等候着判
決，終於醫生說：「李生，李太，恭
喜你們，我看見有兩個水囊，—個
有心跳—個無，可能是雙胞胎，下
星期回來再檢查吧！」當時心情真是
百感交雜，我們—直等候數年，天
父的回應真是戲劇性，哈利路亞，
感謝神，我們的禱告蒙神應允了！
我還記得丈夫當時兩眼瞪大，有點
不知所措，這真是既驚又喜的消息
啊！在2011年2月21日天父就賜給我
們兩位小天使平安地誕生了，汶信
是哥哥，汶心是妹妹。

萬事都互相效力
感謝神，我們的禱告蒙主應
允，信信和心心這兩個名字表示我
們在什麼時候都對神充滿信心，但
願他們長大後也如是。在懷有信
信、心心後，他們的嫲嫲接受了基
督受浸了，每天也為未出生的孫
兒，孫女禱告。爺爺亦曾言要是信
信，心心能平安地出生，他就返教
會。爺爺隨後亦受浸，接受了基督
成為他的救主。爺爺嫲嫲受洗的舉
動亦影響了丈夫家裡其他成員，感
謝神，「萬事都互相效力」，爺爺嫲
嫲全家於去年已相信了主耶穌了。

「我的恩典夠你用」
在懷孕期間看過—些如何預備
自己迎接新生命的屬靈書籍，說不
要刻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只當
家裡多一位新成員讓他去適應自己
的生活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至少開頭幾年不是吧。可能作者的
生活背景不是香港吧，恐怕他們不

會明白沿着鐵路沿線竟然購買不到
一兩罐奶粉的徬徨，他們不會想過
要幫小孩報讀幼兒園，需要凌晨五
時起床去排隊取報名表的無奈。
信信和心心出世後，陪月姨姨
在他們回家後三天因家中有白事，
她怕與紅事衝突而一去不返，家中
的姐姐湊了他們一星期就說太辛苦
要辭工，我們真的感到十分徬徨。
感謝神，神的恩典總是夠我們用，
神就差派了天使來，幸好有婆婆、
姑媽和姑丈的出手相助以解燃眉之
急。我們都是雙職父母，上班後我
們請了兩位姐姐照顧信信，心心，
這就是由兩口子的家庭—下子變成
六口子，從他們出世至現在，每天
都過得充實不過呢！

孖寶兄妹的成長
汶信和汶心出生後帶給我們全
家不少歡樂。可能是孿生兄妹，他
們的感情越來越親密，幼兒園老師
十分欣賞他們的相親相愛及互相
照顧的態度，但又怕他們太依賴
對方，所以會刻意分開他們的座
位及分組活動。話雖如此，相信
作過父母的都經歷過「 trouble
two」的階段，他們之後更有
「terrible three」的表現，
家中有不少玩具，但他
們卻要爭，這是天性
嗎？看少—眼就已
經打到面部紅腫，
傷痕累累，老師
看到這傷痕都
不敢相信是他
們兄妹所為。
爸爸有時看到這
爭奪情境，十分
心痛。他更慨歎

這就好像天父為世人已預備了那麼
美好的地方，為何世人仍要你爭我
奪，戰火連天呢？我們不明白亦不
知如何教導，我們都會和小孩—起
禱告，求天父原諒及教導。感謝
神，這暴力的階段已漸漸少見了，
反之他們越來越了解對方！

奔波治療的階段
汶信在两歲時到健康院檢查
時，醫生鐵他有學習遲緩現象，最
初聽到這消息後好像被判了刑一
樣，他好像與其他小孩距離很遠，
那時週邊大家都鐵着「贏在起跑線
時」，真難以想像他日後如何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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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看過不少資料說兩歲至六歲
是黄金治療階段，要等政府的安
排則非三，四年不可，只好靠自己
了。自此我們就展開了奔波治療及
訓練的日子了。每星期都忙著不同
的訓練及治療，過了大半年，慢慢
看到哥哥漸有改善，而妹妹平時可
能觀察到我們如何訓練哥哥，她更
加充當了小教師角色，在遊戲中經
常協助哥哥學習，教他正確發音，
又設計獎勵遊戲鼓勵哥哥。感謝
神，信信由單詞到句子，到能適當
地表達自己的需要都有明顯進步，
我們還發現他認字能力比妹妹更
清晰，老師常說信信天真瀾漫的笑

容比起其他小朋友都開心得多，她
說這些充滿感染力和單純的笑容越
來越少見。的確，天父給每個小孩
都有獨特的性格和能力，我們也放
心了。
但在哥哥的治療過程中，我們
不自覺地忽略了妹妹。—天老師來
電問及家中是否有什麼事情發生，
因平日十分獨立及主動的妹妹，她
都變得依賴及刻意不上廁而撒尿，
我們真的多謝老師提醒，回想在顧
及信信發展之餘，我們真的疏忽了
妹妹的感受。這次令我們提高了照
顧這兩兄妹時，也要時刻注意他們
同時間的感受，因他們時刻都互相
影響着。
感謝神，祂賜給我們的女兒是
一位活潑及有創作力的小女孩，汶
心的模仿力及理解力頗高，她常模
仿我教導哥哥的方法及語調，通過
遊戲和哥哥做訓練，妹妹的確是哥
哥的最好伙伴。哥哥的訓練有妹妹
的參與，使大家都樂在其中。而我
們想深一層，信信的學習進展是相
對於香港急速的學習節奏而評價，
我們只要把眼光放遠—點及闊一
點，大家都輕鬆點，因為我們相信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

這對小天使是我們的減壓良方
雖然照顧雙胞胎要多倍勞
力 ， 但 我 們 也 同 時 有「 d o u b l e
happiness」的回報。
很多人認為現今生養小孩
壓力很大，除了正規的供書教
育，還要安排課外的琴棋書畫
和體育運動，還要為他們將
來工作和自置物業而煩惱，
但天父給予我們有明確的教
導方法。

「教養孩童，使他行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箴言
22:6）
以上的金句是我們有了信信和
心心後的座右銘，他們的誕生令我
們經歷了人生另—階段，當中都是
充滿驚喜和感恩的。每當我們不如
意時，看到他們的 video 或照片就
感到幸福及感恩；每當工作勞累或
有失意時，回家見到他們的笑臉，
頓時所有煩惱都暫消。他們就是
我家的小天使，最近妹妹的體貼及
聰慧，有好幾次充當了「和事佬」
角色，性急的哥哥因得不到想要的
東西便大喊，我正想出手重重懲處
他時，妹妹就平靜地走來輕輕拍我
的肩膀，然後温柔地說：「媽媽唔
好呀，由哥哥喊一會吧！」聽後體
温也頓時下降，一時緊張的氣氛也
變得和諧。信信個性率直，乃性情
中人，一次他因不能立即得到想吃
的東西又大叫大喊，我要訓練他耐
性，著他坐在沙發不許動，但他仍
放聲大哭，結果妹妹想去拿食物
給他吃時，哥哥邊喊邊淒涼地說：
「妹妹不可以呀！要問過媽媽才可
吃呀！」聽後感到十分安慰，他們都
是相親相愛的好孩子。
作為父母，我們仍是新手，不
論現在或將來都有很多東西要學
習，但我們最想的是與孩子一起成
長。每想到信信、心心將來長大要
離開我們，不捨的感覺就由心裡湧
出來，但我們知道孩子是神的產
業，我們只是一個管理角色，我們
有責任帶他們到神面前，希望將來
他們可以為神工作，在世上發鹽
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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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温儷儀師母

贏在起跑線？
「贏在起跑線」一詞是近年流行最廣的一句潮語。
坊間更因此起了各種旗號，推銷各類不同的興趣班、特
訓班、面試班或才藝班等等課程招攬家長。確實，現今
家長們都十分擔心子女將來缺乏競爭能力，所以由幼兒
班開始就竭盡所能為子女悉心安排「鋪路」。現今愈來愈
受其影響，因此家長不得不把子女趕快送上「早教班」或
「搖籃班」，為日後升學、就業作好準備。
自此，家長們也不知不覺地望子女成材，與拔苗助
長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了！這樣的學習，使家長
和子女都承受莫大的壓力，長時間活在緊張的狀態中，
更是疲憊不堪！有時得出來的結果卻是弄巧反拙吧！深
信因材施教，尊重孩子之間的個別差異，必會得到更理
想的效果。
作為基督徒的父母要面對這樣的風氣，也很容易受
到影響，我們往往很用心地提升子女的「競爭能力」，
卻忽略培育子女的靈命成長。其實，「贏在起跑線」上
的心態，會將同伴變成競爭的對手，容易使人失去信任
和友誼；得失的計算，使人物化，這一切都是扭曲人的
價值。

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
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命記6:4-9）
父母是受上帝所託去管教子女、愛護子女，而最重
要的使命是帶領子女認識上帝，讓他們的生命與上帝結
連，使子女明白他們的人生是屬於上帝，是與世界有
別；啟發子女認清上帝在他們人生的計劃，努力的目標
是向著上帝而行。上帝給每個人所走的每一步都不一
樣，故此不再與別人比較。重要的是父母引導子女時，
懂得透過上帝的恩典來看他們的人生，學懂欣賞自己及
別人，不用為人生的「起跑線」而煩惱了。
除此之外，「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
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申命記
6:7 ）這亦是上帝給父母很清楚的使命！這句話可解作
「在生活上父母要用神的話教導你的兒女，以致他們可
活出神的樣式。」今天有很多的潮流價值爭奪我們兒女
們的心，所以作為基督徒父母更要付出時間去培育子
女的靈命，使他們在靈性上站穩，在困難中仍然堅持信
仰。這便是上帝託付我們作父母的使命！

堅守培育孩子們靈命的重任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20:6）

很感謝上帝給我家的恩典！我們建立了家庭崇拜和
家庭靈修已有二十年。透過每天在家時一起分享上帝的
話和恩典，也齊齊學習為自己、為別人、為教會和社會
的需要祈禱。我深盼望藉此培育子女的靈命，將他們造
就成神喜悅的人，能實踐信仰在自己的人生中，為神作
美好的見證。

「以色列，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
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

在此，祝願我們作父母的，能憑藉上帝的恩典和信
心，堅守培育孩子們的靈命，叫他們走當行的路，到老
他們也不會偏離神的路。

帶領子女認識上帝
讓我們一起回顧聖經給父母的提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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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我來」這首詩歌在數十年前感動著我決心歸
主，詩歌着實是吸引我信主的一個途徑，聖經的教導和
信徒的見證也有幫助。一首美妙旋律的詩歌，加上有意
義的詞句，在不同場合發揮了牽動人心的效應。記不起
是哪一位英國傳道人的信主經過，在他路過教堂時，被
裡面悅耳的詩歌吸引，走進去聽道，後來成就了偉大的
宣教事工。

• 儘 管 是 一 位 盲 人 ， 多 產 讚 美 詩 歌 詞 作 者 Fanny
Crosby 作了很多我們熟悉的詩歌，好像：《有福
確據》
（世頌 321 ）、《讚美耶穌》（世頌 91 ）、《榮
耀歸於真神》（世頌59）等等名曲。有一次William
Howard Doane 作了一首曲急需要配詞，Fanny
在 30 分鐘內為他寫了《安居主懷》（世頌 456 ）的
歌詞。

悲傷時，詩歌帶給我安慰；意志消沈時，詩歌給我
勉勵；孤單時，詩歌陪伴我渡過；和詩班一起唱詩時，
體驗到信徒合一的精神，詩歌的好處數之不盡。人受了
上主的靈感動，寫出美妙的詩歌。萬物中只有我們才有
此創作能力，也唯有我們人類才䁱得用口去讚頌神；神
照著祂的形象造人，我們才能說唱。

• Charles Wesley 是 世 界 上 最 偉 大 的 聖 詩 作 家
之一，我們常唱他的《奇異的愛》（世頌 289 ）、
《主愛超越》（世頌 79 ）、《聽啊！天使高聲唱》
（世頌147）、《基督今復活》（世頌200）《O F o 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是他記念信主一
年而作的。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以賽亞書57:19）
從前我只顧唱詩歌，從不理會詩歌以外其他的東
西，雖然見到有些創作者的名字常常出現。直到聽到別
人說，又讀到文章，才慢慢地留意起來。資訊科技發
達，也使我容易找到我感興趣的資料，例如得知某首詩
歌的作曲作詞人，創作年份和背景等等。
舉例：
• 《我寧願有耶穌》是George Beverley Shea看了母
親特意放在鋼琴上由密勒夫人作的詩，大受感動，
即時作曲配詩彈唱，也決心把自己奉獻給主，他母
親當時在隔壁房間跪在地上切切為他祈禱。
• 《我心靈得安寧》是 Horatio G。Spafford 於 1873
年經過子女海難喪生的慘痛後，在相同的大西洋渡
航上時的創作。
• 《奇異恩典》（世頌299）是John Newton 1779年
創作，他之前從事販奴生意，在皈依基督並放棄其
生意後，寫出此著名的讚美詩。

• 英國聖詩之父 Issac Watts 寫了我們耳熟能詳的
「奇妙十架」（世頌189）「普世歡騰」（世頌139）
「千古保障」（世頌81）。
• 宗教改革家Martin Luther作了《主為保障》（世頌
15 ），閱讀了此等好聽的詩歌的有關資料後，每次
再唱時，多了些認知和感受。尤其是曾經見過的曲
詞作家，例如楊伯倫先生作的《願那靈火復興我》
（世頌 252 ）、《神未曾應許》（世頌 75 ）；本會
的梅廣文博士作的《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世頌
567 ）；劉永生先生配上廣東話的詩歌，他是我一
雙兒女小時在九龍城兒童合唱團的導師。當唱到他
們的佳作時，心裏特別感到親切。
謝謝天父賜下這麼多美好的詩歌給我們，我們不要
辜負了歷代神的僕人的心血，讓我們好好地去珍惜去用
它們，用心去唱，用口去讚美，用感恩的心去領受這份
從天上來的禮物。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
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來書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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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她在教會陸續參與三福訓練，參與不同事奉崗位，如
手鈴隊、小組導師等，慢慢踏上事奉之路。

「拍掌歡迎林諾欣傳道！」 2014年 5月，埔浸又迎
來了一位新傳道。這位新傳道，對某些會友來說，可能
既熟悉又陌生，同時埔浸對這位新傳道而言，又有一種
似近還遠的感覺。原因？一起看看諾欣傳道娓娓道來。

大學最後一年的時候，諾欣求問神是否要她作全職
事奉，同時她又因自己未有工作經驗就讀神學，感到疑
惑。此時剛好埔浸前會牧陳志強牧師在團契分享他的蒙
召，他正是大學畢業後隨即入神學院接受裝備，陳牧師
更分享一位屬靈長者的話說︰「一般人不會思考這個問
題，既然萌生了這個問題，就該回應呼召。」陳牧師的
分享，正好成為諾欣的鼓勵，所以她就參加了當時埔浸
的奉獻小組，與同樣有全時間事奉心志的弟兄姊妹，一
起探索、領受蒙召的聲音，並一起祈禱、尋求如何回
應。透過小組的分享，諾欣感到自己對全時間事奉了解
更多，而與同路人一起分享，亦加添了她的力量。

初結良緣
林諾欣April，於初中時決志信主，就讀於基督教中
學的她，順理成章地參與了學校的團契，但並沒有穩定
的教會生活。直至臨近畢業，師長都建議她要找一間教
會，讓自己的信仰生命繼續成長，在朋友帶領下，April
就開始在埔浸參與崇拜及主日學，於 2000 年受浸加入
教會，並立志認真看待信仰生活，令她與埔浸結下一段
良緣。
在學校團契已經開始擔任組長的諾欣，感到事奉
就是認識神的好機會，而且自那時已經萌生「可以一直
事奉神就好了」的念頭。她曾在培靈會中，聽見神的呼
召，但她有感當時大學未畢業，又擔心自己是一時衝
動，所以遲遲未有回應。後來她有機會參與東
馬短宣，更感覺到長時間事奉實在是恩
典，能參與在神的工作中，就更應
該要珍惜呼召，於是立志要
好好裝備自己，所以之

個人攝影作品

與中學乒乓球領隊老師合照

後來一次參加宣教營，看見宣教士分享背十架，一
腔熱血的付上生命，諾欣反問自己是否真的準備好，
願意徹底擺上。雖然當中有害怕，但她仍願意一步步
學習。可是，她仍感到不安，因為她沒有清晰的服侍對
象。在營會最後一晚，宣教士在小組中分享列王紀上19
章，提到以利亞逃避王后耶洗別的時候，神告訴以利
亞，在他以先，神已一早預備了七千人，是未曾敬拜巴
力的。這七千人在神預備他們之時，他們可能未清楚要
做甚麼，但他們卻甘願將生命擺上，給神預備。宣教士
的分享，正好回應了諾欣心中的掙扎，雖未知神會怎樣
使用，但她甘願先作預備，在適合時就讓神去使用。
隨後她將感動帶回奉獻小組分享，祈禱後，一位姊
妹給她鼓勵，讓她肯定自己的蒙召。碰巧畢業後做研究
助理的一年合約也到期了，諾欣就認清方向，報讀神學
院，並於2003年入讀浸信會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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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母會
於神學院時，一般會回到母會實習，奈何當年埔浸
同時有四位姊妹需要實習，諾欣就成為前往其他教會的
一人。後來她得到老師和同學的鼓勵，全心向神學研究
方向發展，故畢業後繼續全時間修讀神學碩士，同時先
後在鑽石山浸信會和基道出版社兼
職事奉。後來因為功課繁重，事奉
和學業拉扯愈見強烈，故她無奈放
棄了在教會的服侍。神學碩士畢業
後，就全職於基道出版社擔任編輯
的工作。
在基道工作的數年，在神學院
修讀的神學科能學以致用，諾欣也
視之為一個學習過程︰「我的性格
內向，但當編輯偏偏要跟很多人
接觸，而且需要表達自己的看法
和立場，感覺神在模
造我，讓我建立自
己，同時增加自己
生活上的體會和
理解，透過不同
2013遊台北賞花
的方法令我成
長。」同時，在基道的工作經驗，正
好某程度上填補了諾欣初期對未
有工作經驗就讀神學的疑惑，讓
她得到寶貴的社會工作經驗、豐
富的生活歷煉，令她日後在教會
牧養埋下了種子。

2009浸神
神學碩士畢業禮與
老師及同學合照

重返埔浸
於 2013 年 ， 親 愛 的 林 美 紅 傳 道
病重離世，諾欣也有出席追思會，在
會上她被美紅傳道對教會教導工作的
重視深受感動，重新思想如何參與教
會的服侍。當她在考慮重新走上研究
路，需要離開基道的工作崗位，此時
朱牧師聯絡上她了。
他們在傾談中，彼此分享需要，
發現彼此可互相配合，因此諾欣在
2014 年 5 月 就 重 返 埔 浸 ， 成 為 傳 道
人，並於同年 8 月在浸信會神學院修
讀神學博士課程。
諾欣傳道在埔浸主要負責信徒裝
備中心的工作，同時擔任靈糧團的團牧。要兼顧讀書和
牧養，不會很累嗎？「開學半年來都在做準備功夫，接
下來要看大量書籍和應付考試，當中包括我不熟悉的哲
學範疇，自己讀書又不是精英，多少也有點壓力，當然
也會累了。但在教會生活中，可思考信仰、生命，令學
術上得到實踐，兩者能互相豐富，互為補足，讓我在事
奉和研究方面，都得著更多不同的提醒，亦能認識自己
更多。希望會友多多守望，多多為我禱告。」
最後，諾欣傳道提到一個期望︰「我盼望能兼備學
者和牧者的素質，將神學和牧養好好結合，一方面明白
人的限制，另一方面思考神的心意和教導，在生活中活
出耶穌基督的樣式。而在牧養過程中，不是只考慮幫助
人解決問題，而是學習如何與人同行，平衡學術和牧養
兩方面。」

個人攝影作品

平時大家可能以為一個碩士、博士很了不起，但在
諾欣傳道身上看不到這股「氣」，反而讓人感覺到，她謙
卑地走在研究路上，愈是發現自己不足，愈是需要更多
學習，深深感受到學海無涯的意思。期望會友都以她為
榜樣，於信仰路上不斷學習，豐富自己，讓自己隨時成
為神合用的器皿。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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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青團

沐青團

耀青團

彭富良弟兄
講見證

四月十四日的天色非常晴朗，
約百多位長者已齊集在老地方，熱
鬧的等候著旅遊巴，因這天是三個
長者團契（包括：耀青團、沐青團
和頌青團）的合團戶外活動。大家
很快便乘上了旅遊巴，兩架旅遊巴
便開車前往方舟公園去，雖然有部
份團友曾經到過挪亞方舟這地方遊
玩，但仍不減大家的興致，事實上
每次挪亞方舟的遊覽，神也讓信徒
們有更多體會和學習。
當大家到達了挪亞方舟的大門
前，大會的攝影師便安排團友們影
了一張大合照，跟著是每一個團契

的合照，讓大家都能在方舟公園前
留下了團友們的蹤影，在拍合照完
結後，大會更安排團友前往聚會和
自助餐的場地，大家很快便尋找自
己的座位坐下，便開始唱團歌和背
團訓，接著便是各團契的精彩演
出，有各團契的詩歌獻唱、福音粵
曲、見證和信息分享，叫人最難忘
就是彭富良弟兄的見證，他因著患
上鼻咽癌，經歷了神的保守完成整
個療程得康復，並相信了主耶穌
（ 詳 情 在 今 期 會 刋 1 2 頁「 分 享 園
地」）。在團契的聚會結束後，大家
的肚子已經響起了肚餓的呼聲，雖

然是肚餓，但各人仍能井
然有序的排隊去取食物，
經過一輪的與食物大戰，
團友們都帶著飽足的肚子
回座位休息。休息過後，
大會安排眾團友去參觀挪
亞方舟各展覽館；有些團
友則自行到方舟公園裡影
相和購物，特別是團友們
請攝影師在各處的美景拍照留念；
有些團友卻是優閒坐在公園的長椅
中，享受著大自然送來的涼風；更
有些團友不忘在這個美景中排練著
讚美操，似是為神所創造的美景中
送上說不出的讚美。
看著太陽隨著時光向西方落
下，眾團友帶著疲倦的身體和滿足
的笑容登上旅遊車，也帶著感恩的
心回到大埔。感謝神，讓眾團友渡
過了一個難忘和愉快的一天，也讓
團友們在不同的展館中對信仰有更
深入的認識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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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巴士
上，遇上一個智障人士。他斷斷續
續的發出笑聲。起初是微細的聲
音，但到後來，愈來愈明顯。這樣
的笑聲在沉靜的車廂內特別突出。
乘客的反應各有不同，有些不當是
甚麼事，依舊看著自己的手提電
話；有些則四處張望，想要知發生
甚麼事；有些則起身離開座位，遠
離那人。這些都是人自然的反應；
若智障人士來到教會，我們又會有
甚麼反應呢？他們會被視為一個
需要「解決」的「問題」嗎？會想辦
法遠離他們？還是一個我們可以歡
迎、並建立友誼的對象？

彼此照顧和分享需要
美 國 神 學 家 侯 活 士（ Stanley
Hauerwas），與方舟團體（L’Arche
c o m m u n i t i e s ）的 創 辦 人 范 尼 雲
（ Jean Vanier ）合寫了一本書，
名為《暴力世界中的温柔》（ Living
Gently in a Violent World；中譯
本由基道於 2012 年出版）。在這本
書中，他們從神學及經驗的角度，
分享了方舟團體給教會所作的見
證，並展示出教會所遺忘了的信仰
特質。方舟團體是一個國際群體，
在這個群體中，智障和沒有智障的
人以平等的身分，建立起一種相互
關係。在團體中，大家一起經驗生
活，彼此照顧和分享需要。他們
的分享與盧雲（ Henri Nouwen ）
神父多年前在《亞當︰神的愛子》
（Adam: God’s Beloved；中譯本由
基道於 1999 年出版）書中的分享，
互相呼應。

侯活士和范尼雲的書想要帶出
的是︰智障人士不是上帝交給我們
的包袱，要我們擺上很多資源，以
妥善照顧他們；也非一個問題，需
要我們去解決；而是上帝的禮物，
在我們與他們建立的友誼中，我們
可以重新反思生命，體會並認識上
帝。他們的分享有不少值得我們深
思的，其中包括對時間的反思。范
尼雲提到︰「我們需要時間去聆聽
和明白那些有溝通困難的人。要成
為殘障人士的朋友，是需要時間
的。」（頁 27 ）可是，世界視時間
為珍貴、有限的，以致不太願意花
時間在一些「回報低」的事情上，
如養育孩子、與智障人士交朋友。
但是我們所敬拜的是創造時間的上
帝；在祂那裡，我們可以有充足的
時間，做應該做的事 ，包括成為軟
弱、脆弱者的朋友。

體驗主耶穌的愛和接納
從舊約到新約，我們看到上帝
是一位有耐性的上帝。祂願意花很
長的時間，一步一步向人啟示自
己，與人建立關係。不但如此，我
們更見到，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進
入時間之中，與世人一同生活、同
在，不論那是富有的還是貧窮的，
是剛強的還是軟弱的，是康健的還
是殘障的。對三一上帝而言，與人
的關係，更勝於「解決問題」。耶
穌不但自己如此行，祂也教導祂的
門徒要去，使萬民 — 不論是康
健的還是殘障的人 — 作祂的門徒
（馬太福音 28:19）。門徒要做到這
一點，他們首先要學像他們的主一
樣，花時間與人 — 不論是康健的
還是殘障的人 — 建立友誼，以致
別人才能從門徒身上，體會到耶穌
基督的愛和接納。

文
：
鄭
鈞
業
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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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青年聚會現況與感恩

青
年

大專生與在職青年信徒的流失，不單是埔浸的挑
戰，更是全港教會共同面對的難題。埔浸現存有 6個青
年團契及 5個職青團契，平均每週出席團契人數大約為
147人。而 35歲以下的會友（已受浸加入教會，不包括
基址及海外）共有 351 人。最後，參與崇拜的青年人，
由於埔浸崇拜堂數眾多，亦未有一套出席聚會的紀錄系
統，因此未能提供青年參與崇拜資料。

）

（

成
青
牧
區

五年一度的「香港教會普查」已於 2014 年完成，並
於今年二月四日公佈結果及初步分析。今屆普查發現，
整體香港教會的增長活力放緩，信徒流失嚴重。報告更
強調，「大專生與職青流失的現象可謂重災區，有關事
工成為現今全港教會牧養最嚴峻的問題。」（註一）

首先，要感謝上帝，賜給埔浸擁有一群熱心愛主的
青年人，與他們相處的這幾年間，完完全全感受到青年
人澎湃的活力、無限的創意、超乎的想像力、追求理想
的熱忱。（而事實上，筆者也曾經歷年青，過著挑戰傳
統權威的瘋狂歲月）。然而，當自己成家立室，肩負家
庭、子女、社會責任，並且年事漸高時，一切皆漸漸
變得因循、保守、傳統、害怕面對改變、難於適應新
事物。
話再說回來，當今教會面對大專生與職青流失的嚴
重問題。其中一項值得反思的，就是具獨立思考、多元
化、創意求新、活潑衝勁的青年人，要努力生存於年事
甚高的教會傳統框架之中。有部份青年願意選擇收歛自
己，破碎自我中心，學習順服於教會體制中。我相信他
們都是以基督為中心，能夠放低自我，高舉基督。我亦
深信他們將來必會成為教會未來的領袖及教會發展的推
動力。

現有教會牧養系統的限制和出路
但另一方面，亦不乏青年人選擇離開教會這個系
統，過著自稱信耶穌但沒有參與教會的信徒生活。
筆者閒來亦主動接觸流失的青年信眾，部份潛水的
繼續向下潛，有些真誠地道出對現有教會系統及面對權
威的不滿。
除了在教會內牧養艱難之外，在現今忙碌、互聯
網、多媒體的環境下，對外佈道或領青年人歸主也困難
重重。正如調查所指，對香港教會而言，不但青年佈道
人數沒法增長；反之，教會力保不失已是萬幸。
然而，困難歸困難，作為教會、牧者也必須要尋求
出路。首先，絕不能再用娛樂或資源吸引青年人返教
會。今天已不是六、七十年代，在教會打康樂棋、乒乓
球、提供免費飲料吸引人參加教會。說實話，現今的青
年人物資充裕、亦不乏娛樂項目。反之，值得教會及牧
者反思以下事項：

1.

在教會傳統的框架下，能否開拓一些平台，讓青年
人發揮恩賜，榮耀基督，達至自我實現。

2.

青年人需要生命成長的同行者，但願我們作為牧
者、導師的，能夠長期委身，陪伴著他們走過人生
不同的階段。縱使牧者及導師未能解決他們生命中
所有問題，但讓青年人知道，在成長的過程中，他
們並不是孤單的。

3.

盼望青年牧者亦能夠立志委身在禱告的事奉，建立
恆常的禱告小組，用祈禱去守望這世代的青年人。

4.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我深信教會能做到與世俗不
同的，就是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我亦深信，花花
世界並不能慰藉青年人的心，要吸引他們的，是心
靈的需要。盼望這份古舊的福音，能夠植根於現今
青年人心中。亦期盼每一位青年牧者能夠持守基督
的真道，不要為迎合人而向歪理妥協。阿們。

註一：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7963&Pid=1&Version=0&Cid=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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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拿團服侍已經超過 10 個年
頭，團契由20多人到至今過100人，
我看到的是神的愛和恩典！我們在
困難中成長，在掙扎中被神管教。
困難多，恩典更多！心中有個信
念，團契人數的增多，必有神的心
意和祝福！我們更加要為到合一而
努力，緊隨神的帶領，一步也不走
差，有一個以主耶穌為首的團契！

在世的人生路途中，難免碰到
困難無力之時，當遇到開心快樂
事，必也想找人共享喜悅之情，願
迦拿團契裡各肢體互相鼓勵、分
享、成為給你支取力量的地方。同
路人，携手齊上天家路！

Van

Rowena

Fanny
感謝天父給予我能在團契中肩
負組長一職，有機會去事奉祂，返
了迦拿團已逾十年，對迦拿契的感
情，實在難以用筆墨去形容，每遇
到人生的大山小山，感恩總有弟兄
姊妹及牧者互相守望，支持及禱
告，生命影響生命！以團歌《這個
家》成為彼此的勉勵：願愛主事奉
竭力在這家裡！

一無掛慮！真心期望能夠讓弟兄姊
妹回來的時候，有回家的感覺。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心裡
因這金句， 12 年前返埔浸崇拜外，
就參加了迦拿團這大家庭。 2013年
做組長，希望能幫助組員投入團契
生活。感謝主保守，這幾年團契不
斷增長，實在是耶穌基督的愛，親
自吸引人來到這個温馨的家；團友
由初相識到彼此分享，代求，發展
到屬靈友伴，同路人，同喜同悲，
實在寶貴。「施比受更為有福」，但
願我們在基督的愛中繼續學習、成
長，同心建立基督的身體。

Sandy
相信大部分人回到家的感覺，
應該是最舒適的。因為回到家中，
我們可以把各樣擔子暫時放下，與
家人真誠相處，那怕外來的事情多
困擾多愁煩，和家人分享你的酸甜
苦辣，因為有主在的家，我們應當

成
青
牧
區

不經不覺做了團契組長已經三
年，由最初每次分組6-7人，甚至有
時得3-4人你眼望我眼，到現今恆常
有 15 、 16 人一組，真的見證神的家
興旺。但最感恩的是眼見各組員逐
漸投入團契生活，彼此分享、互相
代求，真是感受到神給我們團契這
個大家庭裡那份甜蜜和真摰無私的
付出。感謝神！

彩和
轉瞬間在埔浸迦拿團已 14 年多
了，當中與肢體一起經歷苦與樂。
雖曾多次出席喪禮 ∕安息禮拜，但
最艱難的日子得到肢體的扶持、代
禱及慰問，心中感受到平安喜樂。
團友能一同經歷神的作為，在主家
裡找得祂所賜的盼望和愛！展望組
長的服侍能與神同工，與肢體一同
倚靠神、經歷主更深！

夫
婦
）

May

（

Annie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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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崇拜會中，牧師提到要教友多些去參加
「感恩見證分享會」。我本來也十分渴望出席這些聚
會，但我沒有膽量及勇氣在台上詳述我的經歷。之前在
2013年一次崇拜會中，我有機會上講台花了3分鐘簡述我的生
命見證，但那一次，我十分緊張，開始時雙腳更是震騰騰的。
今次只好用文字記下我信主的過程，希望和各位弟兄姊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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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由我太太成為大埔浸信會會友那一日開始。在 2011年，
我出席了太太的浸禮聚會，覺得場面十分感動，心裡想著我何時
才會有同樣的日子呢？我太太一直都鼓勵我成為一個基督徒，但我
只會藉詞說工作繁忙，沒有時間上一些課程去認識主。可是，真的
怎樣也預計不到，時間竟自然而然到來，有三個月時間，我不需要
上班，原因為何？以下繼續有表述！

患癌卻要感謝
記得2012年8月，我連續兩日嚴重流鼻血，流到由口裡嘔出來，就
去看醫生。普通科醫生轉介我去見耳鼻喉專科，但是因為我公司規定低
級員工要經過批核才可以見專科，如果公司不批核，我就打算不再理會，
因為之後幾日已沒有再流鼻血。然而，感謝主！公司給出批核，我可以去
見專科醫生。我以為是小問題，當時我自己一個人去看醫生。經內窺鏡檢查
後，專科醫生指很大可能是鼻咽癌，要次日立刻入院抽組織化驗。當時我真是
驚惶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雖然我已經決志信主，但未學會如何和主交通，就
連怎麼樣禱告也不知。我打電話回家告訴太太，幸好，太太是基督徙，她立即通知
其他弟兄姐妹為我祈禱。我要再次多謝這班弟兄姊妹，十分感謝他們！報告很快就有
了，證實是患上鼻咽癌。「感謝神！」為何有鼻咽癌都要感謝神？因為驗出是初期的，
有些癌症病人由於癥狀不明顯，很容易被忽視，到了後期才發覺就會太遲啦！當時有位
傳道人介紹了一位弟兄給我認識，他詳細地向我講解治療的情況，讓我知道身體將會出
現怎麼的變化。例如：頭髮會脫落；口腔會感到乾涸；食道會收窄，吞嚥困難，只可吃
流質食物等等情況。因而我可以安心面對之後治療後必經的過程，多謝這位弟兄及傳道
人。跟著分33次到醫院要做放射治療（電療），在每次十幾分鐘電療過程中，我太太教我
要不住的禱告（帖撒羅尼迦前書5:17）。她就教我在每次電療過程中說「願主與我同在，保
守治療順利。」真是奇怪，我本來害怕、不安的情緒，經過祈禱後變得平靜、安寧。在療
程的最後階段，因為電力加強到最大，是最辛苦的時間。當時我已開始學會習慣祈禱，
常常會引用「主禱文一段」：天上的父，請不叫我遇見（試探）疾病，教我脫離（兇惡）痛
苦，就這樣過了六、七個星期！感謝主保守我順利度過了這個最艱難的階段。

病患卻感豐盛
就在之後休養的一段日子，教牧同工來教導我「初信栽培班」課程，每星期一、
二次，兩個月內完成了十二課。又鼓勵我要多看聖經，多參與教會崇拜。其後我參
加了「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及「浸禮班課程」，通過查問信德及浸禮儀式，正
式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基督徒。在未信耶穌之前，我的生活平平淡淡，每日只
會返工放工，就沒有甚麼其他的事情了。現在認識主、信靠主，在教會認識
了很多弟兄姊妹，大家互相關懷、幫助，生命變得好豐盛，因為神會保守
看顧。幸福不是必然的，生老病死也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所以要珍惜身
邊的人及做有意義的事。藉著加入大埔浸信會，可以在崇拜中參與教
會聚會，在團契中彼此互相交通，在課程中學習加強裝備，在事
奉中獻出一份力量。但願我在聖靈的引導和掌管下，結出好
的果子來，成為神的好兒女。感謝天父！
求恩主引領我，Take My Life, Lead M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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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以賽
亞書40:29）

人生的再思
數年前人生再次走進迷茫及困頓之中。在工作上，
從事教學工作已有十個年頭了，每天只有沒完沒了的工
作，每逢假日仍要埋首於批改學生的作業或其他學校的
事務，心靈感到有點疲憊；在教會生活上，只是參與星
期日的崇拜，並沒有甚麼突破。這些年來很想改變自己
的生活模式，很想在信仰上能有更進深的追求，很想能
為神多做一點事兒，深知道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不是在工
作上，也不是能賺取多少的金錢上，但工作往往成為自
己很大的制肘。曾想過轉行，放棄教學的工作，但又不
知可做些甚麼，而更重要的是我又不清楚神的心意。人
生像是走進一個胡同裡，找不到方向。

再次的感動
2013年的港九培靈會一次的晚堂講道裡提到：「我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太 6:33 ）我覺得自己很軟弱，在生活上很難實
踐到信仰，我求主幫助我重整自己人生的優先次序；我
願意將自己的人生再一次交託給祂，讓祂來管理我的人
生。在以往，我在工作與事奉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張力。
我如今重新再嘗試學習先把神放在我生命的第一位，至
於其他的就交託給神吧。
當時的我需要一個屬靈的家，同時亦需要重新建立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如參與團契等，不可以再是一個人
追求了。

再次返團契
我祈求神為我開路，讓埔浸成為我屬靈的家。一次
崇拜，牧師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團契，他說到一個人追
求，其靈命很難成長或成長得不夠健全；那時，我聽了
牧師的話，向神祈禱，求主幫助我找到合適的團契。在
神的帶領之下，我返了約書亞團契。

學習追求
我個人較為內向，要到團契裡與人接觸，起初感到
有點困窘。但弟兄姊妹非常友善親切、包容及接納，使
我這個「小綿羊」很快就能適應及彼此熟落下來。我開
始慢慢投入團契的生活，在弟兄姊妹的幫助及鼓勵下，
更開始有些事奉，我感到很滿足，人也開朗起來。不僅
這樣，在弟兄姊妹的帶動下，我嘗試投放更多時間在追

求信仰上，我開始上晚間主日學課程及星期日的主日學
課程。起初我有點擔心，怕自己應付不來，但我祈禱求
神幫助我，加我智慧去善用時間時，我發現情況不一樣
了，我發覺到原來是可行的；有時身體都會感到疲乏，
但靈裡卻是很飽足及喜樂，因為可以認識到更多神的
話語。
我體會到當我們願意嘗試學習將神放在生活的第一
位置時，很意外地，我體會到生命不再一樣，我經歷到
神的豐富，得著神話語的供應，使靈命增長。

學習事奉經歷神恩
神更開拓我的眼界，在2014年聖誕節假期，我參與
了泰北短宣體驗，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參與短宣。
在我只說願意參與短宣體驗之際，神的恩典已不停
傾注下來。有一晚，我的弟弟跟我說他想返教會，他已
二十多年沒有返教會了，我就帶他返埔浸。起初，我都
不是太抱有期望的，但他自從那天返教會至今已有五個
多月了，從沒停止過，且我亦見到他生命上有改變，我
很感謝神。我本來想著一個人返教會的，怎料神為我預
備弟弟陪我返教會，神的意念真的高過我們的意念。
還有一次，有一天晚上，我收到一張支票，這張支
票是保險公司寄來的，這是我兩年前曾經動過手術的住
院保費退款。其實，兩年前的醫療保險費已獲賠償。我
真感到神很奇妙，這是我從來都沒想過的，我不得不讚
美神的供應及預備。
八天短宣體驗之旅經歷了神很多的恩典。（如讀者
有興趣，可以閱讀我的泰北見證分享集）雖然短宣體驗
完畢，這行程裡也沒甚麼感動，但仍很感謝神讓我有這
一次的體驗，讓我能開拓自己的視野及上了寶貴的信心
一課。同時亦體會到當人願意學習追求認識神、事奉神
時，神真有很多福氣、恩典願意傾倒於人；神是急不及
待、樂意將恩典、福氣賜給人的。
在我這年多返埔浸的日子，實在得
著神很多的恩典！這是超乎我所想
所求的，正如聖經上說：「神為
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
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
林多前書2:9）
埔浸可說是我靈命上第
二次得到更新及重新建立的
地方，感謝神帶領我來到埔
浸。願榮耀歸與神。

文
：
唐
淑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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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的我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從前的我
無任何宗教信仰，對任何宗教都持
著一種開放及尊重的態度。而耶穌
基督對個人來說是一位偉人，他為
全球人類帶來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及
復活節。作為幼師的我，更加感受
到假期帶給我們的快樂，他真是一
個超級有價值的人。從前的我，常
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無罪的人，
沒有陷害別人，沒有作奸犯科的行
為，亦定期每月捐獻給一些慈善機
構，何罪之有呢？

與主相遇
直至丈夫因眼疾的緣故尋求神
的幫助，我開始接觸教會，開始

每星期的崇拜、團契、主日學等
活動。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動工而作
出的改變。在上年的復活節期間，
他邀請我與他一同參與復活崇拜活
動。而更在聖誕以後，便開始了每
星期日崇拜的生活。
在同年的七月上旬，我參加了
一個升中家長簡介會，當中只有數
位家長參與，但主講者預備了詳盡
的Power Point，相信花了不少時間
預備。我在想，教會預備了那麼多
的東西，但換來的只有少數家長，
值得嗎？主講者沒有因人數的多
寡而受到影響，還熱誠地為大家
祈禱，祝福，我當時真的被這情
境感動，教會職員是何等的偉
大。他們無私的精神，啟發我對
基督教的信心。藉此，亦加強了

我決志信主的心，而一連串參與教
會的活動便因此而起。
我信主後學會了凡事感恩，早
晚祈禱，發覺多向神說話，是多
美好的事，把內心一切一切向神
傾訴，把內心不悅的心情，有所抒
發，是減壓的好方法。
我雖然已認罪悔改，但仍然是
一個罪人，仍有很多不足之處，藉
著聖經的話語，希望自己能領悟聖
經的真理，散發出基督的精神。

歐陽康、唐淑美和兒子

歐陽康、唐淑美和
家人合照

文
：
歐
陽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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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叫 歐 陽 康 ， 今 年 43 歲 ， 於
2012 年 7 月 22 日 決 志 信 主 。 我 已
婚，有一兒子。我任職九巴車長，
收入穩定，有自己的物業。父母健
在，生活都算不錯了。雖然我在一
所基督教中學讀書，卻從來沒想過
要信主，但福音的種子已經在當時
埋在我心裡面了。回想信主前的我
是個自以為是的人，不容易接受別
人意見，經常會因一些不合心意的
事情大發脾氣，完全不會理會別人
的感受，朋友及家人都給我氣壞。

走出人生的低谷
記得在 2012 年 5 月中，無意中
發覺右眼看東西時，影像中央有一
圓形淡黄色印，心想可能因太疲
勞所致，起初我都未有理會也不擔
心。但過了幾天之後情況不但未有
好轉，還比之前嚴重了，影像更加
像看哈哈鏡般彎彎曲曲的，在網上
資料得知，自己可能患上了黃斑點
病變，那刻我開始擔心了。當日太
太立刻幫我致電好幾間眼科診所預

約，但都滿額，最後終於找上了浸
會醫院眼科。真的如我所料，醫生
診斷我是患上了黃斑點水腫症，醫
生說因我不是年老及糖尿病患者，
建議觀察兩星期看看會否有好轉才
決定下一步的治療方法。在等待的
頭幾天，病情繼續加深，我右眼看
出的影像中間是全黑色的，那段時
間，心情跌至谷底，家裡的氣氛都
變得沉重，太太也為到我的病而擔
心，很多負面思想不停的湧現，盲
了就什麼都完了，我真的撐不住！
就在一個我感到非常無助的晚上，
我想起了天父，我坐在床邊低頭誠
心禱告，向天父說出我的感受有
多痛苦，求衪醫治我。在禱告完畢
後，我的病雖然沒有立刻好轉，但
心中感覺非常平安輕鬆，那種平安
輕鬆的感覺，真的很難用我自己有
限的文字來形容。在那晚之後，我
每晚都會向天父禱告後才睡覺，病
情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轉，兩星期後
覆診時醫生評估我的病情，應該會
自然康復，暫不須做手術。一個月
後我的病情差不多完全康復了。真
的很感謝主的醫治！

生命變得更豐盛
在父神的帶領下，我在六月開
始參加埔浸的崇拜， 7 月 22 日在三
福的弟兄姐妹見證下決志。信主後
我從聖經的教導，聖靈在心中的引
導在做人處事都有改變，我比以前
活得更有力量，更有方向及快樂，
因我知道神已經赦免了我的罪，
使我能與父神和好，有了永生的盼
望。現在我不會因什麼不合我心意
的事情而吵吵鬧鬧，不會在足球比
賽時因隊員處理不合我意而痛罵他
們，不會再躲懶告病假不上班了。
家人和朋友都覺得我信主後有好大
的轉變，現在我和家人及朋友的關
係都比以前好得多，感謝主拯救了
我，使我有重生的機會，過得比前
更豐盛更快樂。
歐陽康和兒子

歐陽康、唐淑美的浸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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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
可以嗎？」
22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23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帳。
24 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
25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
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28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凓他，掐住他的喉嚨，
說：『你把所欠的還我！』
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
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31 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
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21

當選取這段經文和弟兄姊妹分
享時，心裏經歷著一個掙扎的過
程，因為寬恕或原諒從來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那麼如何從人性化角
度去理解，並應用這段經文呢？首
先一般信徒常會將這段經文視為一
件獨立的事件，即是彼得面對有弟
兄得罪他，他便走去問耶穌饒恕多
少次的問題，而耶穌透過一個比喻
來教導彼得饒恕之道：應該學像天
父心腸，以寬大的心去饒恕對方。
但在實際處境上的應用卻出現了問
題，例如：一個姊妹被性侵犯了，
若侵犯者是教會內的兄弟，是否又
可以以這段經文的教導，要求被性
侵 犯 者 去 寬 恕 侵 犯 者 呢 ？（ 註 一 ）
被性侵犯者在身心已受到極大的傷
害，誰人又能有資格提出寬恕的要
求呢？

由那裡開始？
所以在進入這段經文的討論
時，我們要問整段經文應由那裡開
始。若我們翻到馬太福音 18章的經
文起首，當時門徒走到耶穌的跟
前，討論了一個他們認為十分重要
的話題：天國裡誰是最大的？（馬
太福音 18:1）而耶穌的回應卻是叫一
名小孩子站到他們當中，間接指出
了能進天國的條件：就是要像小孩
子有謙卑的特質。事實上叫一個成
人學像小孩子是不容易的，謙卑是
在教會群體表現應有德性表現，也
是進天國的重要條件；唯有謙卑自
身，這才是天國裡最大的。耶穌也
要求門徒要接待像這樣的小孩子，
小孩子本身就是軟弱，需要別人的
照顧，而且在天國內也不應有使這

小孩子跌倒的事情發生。而那些使
人跌倒的，他們要面對著神嚴厲的
審判。

需有悔改之心
由 此 看 來 ， 馬 太 福 音 18 章 1-9
節的經文已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提
示，那些使別人跌倒的，若不回轉
悔改，神一定會施行很嚴厲的審
判，所以接著才會有如何對待犯錯
的弟兄的教導。所以經文中，不是
首先叫那些被他人得罪的去饒恕得
罪者，而是叫那些使人跌倒或受傷
害的（即犯錯弟兄），應要先悔改，
然後才會有被人饒恕的情況出現，
所以耶穌的教導不是盲目的饒恕，
而是當事人應有悔改之心，這樣才
能得著別人的饒恕。（代續）

（註一） 筆者之所以用這例子，因在時代論壇曾記載了在2012年的教會風化事件，事件中的受害人的K小姐就自身的經歷寫一封信到
時代論壇，引起了當時教會內部很多爭論，詳情可見以下網址：（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
ShowNews.jsp?Nid=72659&Pid=2&Version=1291&Cid=641&Charset=big5_hkscs）

2015年復活節浸禮

主在過去一年實在看顧教會，崇拜人數稍
穩定，很開心有人藉浸禮加入教會；感恩順利
開展了一些不同年齡群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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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事工：這是不容易經營的一群，其
中有部分人離去，但中午的查經班及主日學至
今仍可維持，持續有一定人數，這是很感恩的
現象；暑假還有福音營等。
兒童事工：兒童天地 + Kimochis是培育幼
稚園學生在主裡成長，透過正面的社交行為，
並有效管理情緒的地方。這事工是配合周六的
崇拜，有 34人參加，而且還有等候列。因不
夠導師，考慮下期減少收生。現已在培訓導
師幫助下以小組培育，使他們得著全面的照
顧。Awana是配合主日崇拜和培育小學生身心
靈成長而設，轉眼已進入第三期，現時有38人
參加，也有不同的戶外活動。九月準備開展小
五、六的班級。
暑假聖經班：每年為小學生計劃的 5日課
程，今年預計超過 100 人參加，正在招募導
師，結業禮的親子聚會必帶來一班家長，是佈
道的好時機。

COMING RETIREMENT

I soon complete 8 years of service as pastor
for the Tai Po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It has
been a good time for me as I have been blessed
by the people and tasks of the church. I have been
a theological teacher for almost 40 years and
had the great honor of being a professor at our
Hong Kong Baptist Seminary. As pastor I have had
the challenge of being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work of the local church. It ha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moving from academic teacher to
serving pastor. Though I soon retire from TPIBC, I
will remain for a while as advisory pastor and help
with our church’s transition to new leadership.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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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e, worship is the center of my personal
and church life. The hour of corporate worship
each Sabba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ur of the
week. There cannot be a healthy vital Christian
faith without connection to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being a part of its worship life. Prayer,
biblical immersion, spiritual soul searching,
praise and intercessions must be central to the
grateful response of Christians to the gracious
work of God.
THREE GREAT MIRACLES
OF HUMAN HISTORY

I have come to highlight
the three great works of God in
our worship life together. Each
year there is a preparation
season for these thre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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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聖經營：去年為小一至四年級做了
一個兩天全日營會，有 120多位小朋友出席，
最後一晚聯同教會的小孩並家長等近400人出
席，我們祈盼每個家庭都有機會認識主。
非洲鼓班： 2月開了一次小學親子體驗有
200人出席； 3月開了兩班，可讓小孩們透過
非洲鼓樂，使身心靈得以自然調整，現時有54
位同學參加，這是福音預工。

職青團契：因有好的導師帶領，感恩有奇
蹟的轉變，明白與教會配合，肯追求神的話
語，看到他們踏上成長的階梯。
姊妹小組：在建立中，深信姊妹將是教會
作支撐的一群。
創業不易，守業更具挑戰，而且還有很多
待開墾的工作，繼續求主的恩賜及憐憫，加添
人手，並給我們鮮明的方向，更求主賜我們謙
卑跟從祂的心，因教會是神創立的，教會必須
活在祂的蔭下才能圓滿的發展。

works: Christmas, Easter, and Pentecost. Each
year we relive these moments in history and probe
their eternal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for our lives.
Christmas is the miracle of God entering our
world in a special unique way. He has come in the
form of vulnerable babe, needing the protection
and love of a human godly family. Easter is the
miracle of God overcoming the darkness and
death of his beloved Son. Pentecost is the miracle
of God returning to us in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the power of the Resurrected Christ, the time of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to be God’s ambassadors
of Good New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EASTER-PENTECOST SEASON

This year during Lent, our 40 days preparation
for Easter, we explored the theme of “Tested
Waiting Faith.” We probed the stories of tested
saints in scripture. We relived the earthly life of
Jesus which knew temptations and testing,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or moral integrity.
For Good Friday our church had a retreat
and we probed again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We examined the hard command of loving God
wholeheartedly and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even though those who do not love us and would
do us harm. For Easter Sunday we had the musical
gift of a German bell choir. They rang out the good
news of a New Day that comes with the Risen
Christ. Our earthly worship is but a prelude to our
coming heavenly life when we shall sing endless
songs of God’s triumphant love.

誰立渡頭 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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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到幼年時 Edmond

清草地，溪水旁 allen

誰比我高 Ed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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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 老而筆

Edmond
請跟我來 Alex

手機鏡下，同樣精彩 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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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總覺得自己不可能參加三
福，因為我自問不是個火熱的基督
徒，亦覺得自己並沒有傳福音的恩
賜。但後來，有弟兄姊妹邀請我成
為三福的禱伴，於是透過禱告及聽
她們的見證分享，令我更深入了解
三福佈道。我開始思想自己在傳福
音方面的不足，其實我一直都很想
主動向家人、朋友及同事傳福音，
但我不知從何入手，亦提不起勇氣
開口。
能夠在 3年前（ 2011年）報讀三
福是神的開路，感恩工作時間能配
合！記得在報讀三福前的幾星期，
我正想轉換工作，當時有幾位弟兄
姊妹同時鼓勵我參加三福。然而，
我擔心一旦找到新工作，便有可能
要經常加班，以致未能達到出隊實
習的要求。於是我開始為此事禱
告，將憂慮交給神，同時憑信心嘗

試報名。最後，很奇妙，我的新工
作不要求我加班，而我每次都可準
時出席實習，實在看見神的安排！

學會交託信靠
以往的我對未信者漠不關心，
到現在我已漸漸對他們產生一種負
擔，為他們的靈魂得救感到焦急。
透過每星期的出隊實習，我接觸到
不同年齡、階層及宗教背景的福音
對象，可以了解有甚麼原因攔阻他
們接受永生，學習對症下藥。另
外，透過三福訓練，我的屬靈知識
及靈命也不斷成長，讓自己更清晰
信仰的核心，並掌握如何在一小時
內簡單講述整個福音。我明白到無
論福音對象最後是否決志，都不要
以自己意念或想法去期望，反將想
成就的事藉著祈禱單單去交託給
神。就算結果非所願，也要感謝神

賜予機會去成長、學習及經歷神的
同在。此外，每次有福音對象願意
決志時，內心總有一種喜樂，感謝
神讓我經歷收割的時刻，亦明白到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 4:6下）原來只要我願
意被神使用，與聖靈同工，在神沒
有難成的事。透過三福訓練，除了
學習技巧、堅固自己的信心外，更
重 要 是 要 學 懂「 交 託 」及「 信 靠 」
神。感謝主！
藉著三福，令我有更好的裝備
去實踐大使命，並與更多人分享永
生的好消息。我體會到傳福音的
人有更多機會經歷神，並且是蒙福
的。求神使我成為一個合衪心意的
人，過以神為首的生活，成為潔
淨的器皿，常被聖靈充滿，並效法
祂，滿有一顆愛人靈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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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浸信會信徒裝備中心」的宗旨在於塑造耶穌
基督門徒，好叫他們滿有基督的樣式（太28:19-20）。為
此，本中心按學員的「靈程」，設計了一系列的裝備課
程，讓學員有系统地修讀相關科目（詳情請參閱本中心
每季出版的「課程簡介」）。

記得在 13/4/2013當日，在三福帶領下，我們決志
信主，之後便開始參加初信班、路加福音、使徒行傳、
浸禮及會友班等課程。經過多月來的學習，我們終於在
21/12/2014受浸，完成了我們的願望。

從「慕道系列」到「初信系列」，「浸禮班」屬於接下
來「信徒基礎系列」的第一階段。它的目標在於裝備信
徒成為會友，認識埔浸的使命，並鞏固信仰與靈命的根
基。以下是這班之學員及導師的分享：

回想在過去的課程中，很高興認識幾位導師。在他
們的教導下，我們的靈命得以成長，可惜我們的記憶力
有限，可記到的內容不多，有負各位導師的教導。不
過，我們定當繼續努力學習聖經的道理，以補不足。

導師分享
陳天生牧師

非常感謝主，恩待我，讓我成為 142屆
晚間浸禮班和會友班的導師。這個課程歷
時一年，讓我們在這段時間裡一同學習、
一同成長，過程中弟兄姊妹更建立了深厚
的情誼。
作為課程導師，我最感恩的就是遇到一
班渴慕生命成長的學生。一整年時間，說長不
長，說短也並不短；然而，他們每個星期三晚上八
時回到教會上課，風雨不改，由夏天到冬天，又由冬天
回到夏天，實在不容易。再者，弟兄姊妹已經在公司忙
了一整天，但回教會後仍孜孜不倦的學習、投入分享，
實在令我感動。另一方面，此課程的設計也有助弟兄姊
妹在信仰的基礎上建立紮實的全面認識，而在生活分享
中又提升了弟兄姊妹間彼此的了解。更奇妙的是，我
們的年齡組合是由廿多歲到剛退休的也有（而且分佈平
均），但卻好像一個同齡的團契，能夠自由自在地深入
討論，每次好不容易才能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當晚豐富
的內容。
轉眼間一年已過，課程雖然圓滿結束，但我相信在
教會這個大家庭中，我們仍然會一同追求真理，我們在
主裡的關愛、情誼也會愈來愈深。

學員分享
梅珊

  過去一年，每個週三的晚上，不論是剛下班，還是
剛給家人準備好晚餐，弟兄姊妹們都相繼返到教育樓，
為的是什麽？我想就是一種渴求，就是在牧師的引導，
我們思考、分享中，舊有的觀念有了更新，世界變得
不一樣了。我與神的關係和對教會的了解，都跨出了
一大步，明白教會不單是敬拜的地方，更是學習活出
主耶穌美善的地方。十分慶幸，我也能參與在其中。

在過去的課程中，我們也認識不少同學，他們都很
友善，每次課堂大家相處融洽，就如一個歡樂的大家
庭。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認識我主基督，學習
主基督的大愛，傳播神愛世人的信息。
最後是感謝主的安排及帶領，好讓我們走進這個大
家庭，認識了眾位弟兄姊妹，賜給我們豐盛的生命。
蘇淑芬姊妹

以前我覺得自己好難理解聖經，不管我有多努力。
通過信徒裝備課程，我發現並知道聖經是為我們而寫
的，雖然我的教育程度不高，卻能夠從聖經中得到救
恩。通過牧師的引導，我懂得閱讀聖經時要了解上下文
或更廣的經文背景，以免歪曲經文的意思。

142屆浸禮班的同學們共同經歷了三季的學習，從不
相識到互相交流、討論，共同探討神的話語，成為了好
朋友。
感謝天父，感謝主耶穌，感謝陳天生牧師，讓我們
能在屬靈方面不斷進步！
唐冬榕姊妹

最初我只因為想接受浸禮而開始報讀課程，在上課
過程中我學習到更深入的信仰知識，也更認識神。同樣
感恩的，是能夠認識到一班一同成長的弟兄姊妹，我們
都樂於彼此分享和代禱，建立很好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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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沒有嫌棄我這個極平凡的小信徒，衪賜予
無盡恩典，引領我適時退休，隨後踏上短宣之路。記得
當日在機場揮別親友後，獨個兒闖入離境禁區，一股寒
流湧上心頭，許多問題纏繞著自己 — 今後的日子只有
自己一個人了，在轉機時會出岔子嗎？能應付鄉村醫院
的工作嗎？能與團隊合作愉快嗎？漸衰弱的身體支撐得
住嗎？會拖累隊友嗎？會令弟兄姊妹失望嗎？出現了如
此種種問題，但天父的安慰立時臨到 — 除天父之外，
我別無倚靠啊！

宣教工作
感謝天父垂聽眾人祈禱！經40小時黑夜飛行，航班
安全著陸，得到團隊殷勤接待，一個多月後，我開始安
頓下來。在工作上，天父安排了一個沒有壓力的崗位給
我，就是倉務員，負責管理醫院所有的醫藥用品，有需
要時會隨救護車護送病人去首都醫院。醫療隊中，所有
隊友都很友善，也明白我的英語水平低，說話要放慢速
度及重複，好讓我跟得上；又體恤我學習當地語言的困
難，豁免了這方面的要求。我想，不懂當地語言，如何

傳福音呢？怎配被稱為短期「宣教士」呢？感謝天父，讓
我看見宣教的另一面，不單是口傳，還有個人的待人態
度處事方式，關愛鄰舍的行動，都是宣教的一部分，換
言之，我來到這地方作義工，支援醫療服務去表達關愛
居民，已經參與宣教。
此時，我覺得很開心，出發時一切的憂慮，全消失
了！感謝天父！我又發現可以為團隊、醫院及當地小小
教會代禱，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服侍。之後，有機會協
助教兒童主日學，當我認識了新朋友，若他 ∕她能講英
語，我便找機會告訴他們，是我的神主耶穌，他們的以
撒先知，叫我來非洲的，然後講我的得救見證及生活見
證。另外，在診所的等候大堂，院牧講道期間，我也有
好幾次機會講見證；還有，曾經在不同團隊中分享神給
我的恩典。我發覺世上最最最開心的事就是向人述說天
父的慈愛！

恩典滿途
從經歷天父的呼召到非洲，奇妙地蒙引導去到這地
方，兩年來從沒生病，連關節痛也消失，現在又平安地
回來，我體驗到與神同行的感覺真是美妙！另外，在非
洲生活，娛樂少，靜思時間多，可以反省過去人生，認
識自己的限制及陰暗面。原來以往人際關係差，是因為
我實在非常自私，沒有愛人的心！感謝神的教導，祂為
我提供出路！還有，這段期間接觸到百多位長期短期宣
教士，大大擴闊我對宣教的視野，聽聞宣教士的生活見
證，面對困難如何靠著禱告得到神奇妙的幫助，
最終能夠得勝；有穆斯林歸主，這些都使人雀躍
萬分！原來天父持續地在不同地方，向不同的
信徒發出邀請，加入神的軍隊，為擴張天國而爭
戰。而我也有幸成為其中一員，實在感到開心。
所以回顧兩年的短宣，可以總結是滿載而歸！感
謝天父的恩典！

宣教未停
今年 1 月初我平安返港了，心中掛念好幾個缺乏工
人的宣教工場，於是尋求再出發的機會，經過 3個月的
禱告等候，得到天父的指示，我要留港，好好處理自
己的家庭關係。同時間，我加入了差傳中心的宣教士關
懷組，希望繼續支持宣教，感謝天父給予機會，也相信
祂會賜我智慧勇氣力量，牽著我一起向著目標前行！
盼望年青的弟兄姊妹們積極回應天父的使命，勇敢走
出去！

共產主義的挑戰

E世代
二十一世紀始，進入數位新世
紀（俗稱為 E 世代）。這場以電腦、
網路、通訊等資訊科技所帶動的革
命，把人類帶進以知識為基礎的
新經濟時代！徹底改變了整個人類
社會的生活模式、思考方法、價值
觀、對權威的認受性等。其影響
力，與十七世紀啟蒙時代、十八世
紀工業革命、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
義，可相與輝映。這幾次的世代改
變，直接影響著基督教的發展，教
會曾作出多次的回應，但回應的時
間性，往往產生不同的結果。
雨傘運動的前後，引起不少基
督徒關心，不少神學院也以不同形
式回應。但很少教會正視年青一代
信徒所面對的問題和感受：他們不
順服權威 — 包括現有政黨，他們
只對自己承擔責任。教會根本不明
白他們，那何來關顧。這些年青人
離開傳統教會後，便轉到那曾與他
們一起參與運動的街頭教會。這種
情況，使筆者想起十八世紀的工業
革命後當時基督教的情況。

啟蒙到工業革命
十六、七世紀，啟蒙運動出
現，帶動著理性主義的興起，加上
自然科學的發展，讓人傾向自然主
義。歐洲人認定人類可以用理性，
及自然科學的理論去解釋宇宙的任
何現象，加上流行批判精神，便產
生了聖經批判的熱潮。一些神學家

為了回應當時的挑戰，便放棄了傳
統的教義，更將那些現代人不大能
接受的東西，從基督教的信仰中抽
掉了，改變了以聖經及啟示為主的
傳統神學。非傳統神學的興起，這
股潮流在教會內部造成了相當嚴重
的損害，讓教會變得更為保守和退
縮，更被推至學術邊緣，地位甚而
遠低於哲學，失去對社會的獨有影
響，而就在這時候，歐洲卻急劇
轉變。
一方面資本社會改變了歐洲文
化的道德架構及社會運作。在資本
主義經濟發展的壓力下，帝國主義
也開始出現。整個歐洲的面貌正面
臨重大的改變。西方人自豪的便
是民主、自由及高度自主生活的建
立。甚至認為西方文化便是天國在
地上的實現。抱著這樣的自信，人
對自己的罪性便忘得一乾二淨，而
聖經對罪人的宣告，他們更聽不進
去了。
當時教會面對工業革命帶來的
影響，反應卻非常緩慢；無論在政
治思想及倫理思想方面，教會都似
乎看不到轉變所帶來的衝擊，更談
不上回應了。教會如何應對科學主
義或理性挑戰？教會出現商人信徒
的同時，如何反對嚴重的世俗化？
教會如何幫助弱勢的社群？教會如
何面對嚴重的酗酒問題？還有資
本家的道德觀？以及貧富懸殊的問
題？這一切的問題正嚴重地挑戰著
教會的行為及信仰。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共產
主義帶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在地
上建立天堂的夢想，吸引了很多人
的跟隨。共產主義之中，不少人文
理想根本是來自基督教，當然也有
一些是與基督教對人的理解及理想
有所衝突的。這些理想成為很多革
命家的生命動力，幫助推動革命。
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語言分析
哲學等不斷衝擊基督教的思想，迫
使一些神學家完全用馬克思主義去
分析歷史及社會狀態，他們很容
易失去了聖經的透視。共產主義的
唯物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否
定了宗教的價值，這與人文主義接
近，對基督教信仰帶來極大挑戰！

最壞時刻也是最好時刻
面對種種困境，由十七到二十
世紀，教會雖對外不斷受挑戰，然
而主仍是保守了教會。在社會上，
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打破了理性主
義者的美夢，和人類文明發達的假
象。共產主義相繼退出世界舞台，
人們重新思考信仰。同時，出了一
批舉足輕重的神學家和佈道家如約
翰衛斯理，克理威廉，巴特等，帶
來了西歐教會的復興，由十八世紀
的大復興運動，十九世紀的海外宣
教運動，二十世紀的合一運動等，
神的眾教會也將福音擴傳至世界各
地，信徒數量也大大增加。

結語
然而，數字增長就是否回應了
社會。當各地民族主義興起，加上
本土化運動，同時面對多元價值並
行的世界中，基督教的教義是否還
能保持傳統的信仰特色。當基督
教信仰只是眾多宗教信仰一種時，
如何才能活出基督的樣式，按神的
道而行？如何以行動回應這紛擾這
世代？
當然，我們相信神仍是教會的
元首，然而在這個多元化社會中如
何作鹽作光，這是我們現時香港教
會及信徒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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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11月開始，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就開始向埔浸的慈惠基金申請，動用資源以應社區的需要，及後更
動員埔浸義工進行關社的行動，帶動實踐社會關懷。而2014年完成了以下的服務。

一 清貧獨居長者支援服務
服務開展年月：
2006年11月
服務範圍：
家居清潔、護送（陪診、辦理手續等）
服務對象：
清貧獨居長者（夫婦）
                               【領取綜援的獨居長者（夫婦）優先】
每人接受服務次數： 每月護送1-2次∕隔月家居清潔1次
                               【經本處評定為有特別需要者不受此限】
服務對象收費：
全免
數據：
2014年共進行了1162.5小時的家居清潔服務和
484.5小時的護送服務，共服務人次為537次。

二 「埔浸橋」義工服務
服務開展年月：
是次服務期：
服務理念：
服務範圍：

2012年1月
2014年1月至12月，為期12個月

時期∕服務時數

家居清潔服務

護送服務

2014年1月
2014年2月
2014年3月
2014年4月
2014年5月
2014年6月
2014年7月
2014年8月
2014年9月
2014年10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2月

108
48.5
90
29.5
105
46
99
32
88
55
101.5
83
94.5
31
101
35
98.5
31.75
90
46.5
95.5
15.25
91.5
30.75
1162.5（小時） 484.25（小時）

透過本處這道「橋樑」，以義務工作的方式聯繫教會和社區，從而建構社會關懷網絡，
一同服侍大埔區的弱勢社群。
定期探訪大埔區公共屋邨與鄉村的獨居長者（夫婦），持續關顧他們。
不定期探訪私營護老院、長者中心，並為長者舉辦活動。

探訪及關顧單幢式樓宇（唐樓）居民，了解他們的經濟、住屋、兒童照顧、情緒支援和社交需要，按個別情
況將他們分流至社署、教會、非政府組織或本處跟進。在大埔區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如長者中心）及公園，向
社區人士教授及推廣「讚美操」。向社區人士及大埔浸信會弟兄姊妹推廣義務工作，服務社區；並向義工提供訓
練，協助義工籌備及推行服務。
項目

簡介∕推廣∕
訓練∕籌備活動

活動

〔只有義工參與〕美髮組籌備會、信欣團義工訓練、
義工茶聚三次、義工分享會兩次、

義工

服務對象 服務時數

義工總服務時數

75

791

27.5

279.5

〔有服務對象〕傳愛存感恩嘉年華兩次、耀青團present、
齊頌歡渡過聖誕派米大行動、長者聖誕聚餐
探訪私營護老院

埔浸婦女，親子義工弟兄姊妹康德院舍探訪

31

80

1

31

團契探訪

埔浸以琳團長者探訪、埔浸信欣團姊妹探訪、埔浸
大衞團弟兄姊妹探訪、埔浸撒母耳團弟兄姊妹探訪及
埔浸以諾團社區中心探訪

58

87

11

129

（青年義工、中大青年義工、紳耆士組、成青組、婦女∕ 165
親子組、婦女組）洞梓、石鼓壟村、錦石新村、泮涌村、
錦山村（其中一次為錦山長者探訪 — 聖誕活動）

99

55.25

208.75

鄉效長者探訪

28

探訪公共屋邨長者 大元邨、廣福邨、太和邨

33

22

17.75

41.25

問卷及電話關顧

10

422

0

94.5

372

1,501

112.5

784

社區問卷慰問、電話關顧（問卷）、持續電話關顧曾聯
絡過（回覆過）的大埔區居民
                                                                               總共

29

麥牛，何生，有叔

三 清貧學童學習支援計劃
服務開展年月：
是次服務期：
服務範圍：
服務對象：
每人每月津貼額：

2014年1月
2014年1月至12月，為期12個月

提供參與本處功課輔導班、多元智能成長活動，以及專業社工小組的津貼
低收入家庭的幼稚園至小學六年級學童【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優先】
本處課程∕活動的  半費∕全費【本處會根據申請人的經濟狀況及本計劃撥款餘額
決定申請人的資助額】
每人每月津貼上限： $1,000（SEN）; $500（非SEN）
全年服務：
120人次
服務單位：
本處轄下「欣悅家長綜合服務中心」與「兒童學習及發展中心」
服務數據：
共有120人次資助，全年總資助金額為$58,827

總結：為主作美好見證
教會與身處的社區是息息相關的，神把教會擺放在社區
裡，定有祂的美意。憑著耶穌的愛與教會的關懷，人們得以
看見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同凡響的。本處藉著一系列「滿埔關
懷」社區支援服務聯繫教會和社區，建構社會關懷網絡，服
侍大埔區的弱勢社群，將主耶穌基督的愛帶到社區當中，為
主作了美好的見證，讓人們將榮耀歸於天父。

很多人認識欣悅天地和欣悅坊，都是從購物出發，然而我們不想只是和顧客們做成一宗買賣，更希望能
夠帶出更多資訊和價值給人客，也希望在有限的資源中，能夠增加與顧客的互動，建立更美好的關係。
以下是過去一些活動的花絮點滴，希望下次再辦活動，也會見到你的出席吧！

公平貿易食品製作班

自助旅遊分享講座

• 介紹公平貿易的理念
• 介紹公平貿易產品的好處和營養
• 合力炮製美味的菜式

• 分享自助旅遊的路線和特色
• 分享交通和住宿的安排概要
• 介紹天氣狀況和所需裝備

公平貿易香薰製作班

• 介紹公平貿易的理念

• 介紹香薰產品的天然成份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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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製作安全實用的天然防蚊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