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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徹底的門徒」是崇真會未來四年教會主題的主

軸，這個主題來自世界知名的斯托德牧師（John	

Stott）	生前最後一本著作（寫於 88 歲高齡）：	

The Radical Disciple: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Our Calling，中文書名譯作《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但總會主題以其英文原名直譯為「徹底的門徒」。

從字面看	“Radical”	這字容易令人聯想到激進

或對抗性的表現，但字根的原本意思其實是根源

（latin: radix），是一種徹底地實行，完全投入的

意思。我們希望讓弟兄姊妹知道，基督徒不應半桶

水，而是要完全投入，徹底地跟隨耶穌。

斯托德牧師書中有八個信徒容忽略的主題，「不從俗、像基督」是書中首兩個，成為

今年的主題，提醒我們：究竟我們要跟著世界走？還是期待聖靈更新我們，跟隨主，

像基督呢？

二戰後有一個天主教徒來到神父告解：因在大戰期間，我在屋頂藏起了一個猶太

人。有人來搜查時，我說謊說沒有，我知道自己犯了說謊的罪。神父便說，這不

算是，因為你確實救了一位猶太人。隨後這位信徒再說，但我有點貪心，我要求

這個猶太人每週要給我二十元才會收留他，所以我也是犯了貪心的罪。神父說，

雖然這做法好像有點不太理想，但你總算收留了這人，救了他一命。信徒回答：

「神父，你說了這話後，我心裏輕鬆下來了，感謝你。但我現在仍有一個難題，

就是我是否要告訴他，戰爭其實已經完結了 ?」

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主耶穌已從死裡復活，其實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們已是一個自由

的人，但我們是否仍像故事中的猶太人一般被騙，仍懵然不知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總牧  |  朱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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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徹底的門徒不從俗 — 不是奴僕 

I.   我們無需活在私慾中	— 向肉體說「不」	

（羅八 12b；5-9）

羅馬書的主旨是在闡釋什麼是「福音」，這福音是本於

信，以致於信，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每一個相信基督

的人，他們都要活出與福音相稱的生命。羅馬書一章至

八章就是講論這個不是靠行為，乃是靠上帝的恩典，因

信稱義的重要主題。但同時，我們又無能力活出基督賜

予的自由生命，我們的肉體和聖靈的律互相交戰，「立

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保羅說，「我真是

苦呀！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七 24）。

我們不能活出自由的生命，是因為我們一直都被撒旦「欺

哄」及「欺凌」。它總是叫我們相信，我們仍在「戰爭

裡」，仍未得勝。我們仍是肉體的奴隸，不可能活出上

帝喜悅的生命。這是我們被壓制的心境，所以保羅在羅

馬書第八章提醒我們不要中了撒旦的詭計。我們若要做

個徹底的門徒，我們不需要跟從世俗而活，不要以為自

己脫離不了，我們要向「肉體」說「不」。

「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羅八

12），雖然我們都是順從主的人，但我們同時仍在肉體

裏生活，慾望違反了上帝的規限，超越了上帝的界線，

就被慾望牢籠，「有心無力」地生活。

去年十一月舉行的「銳意門徒訓練大會」裏，講者曾金

發牧師其中一堂的主題講論撒種的比喻，撒在好土與路

旁的信徒生命很鮮明易理解	–	就是全然拒絕及全然接受

福音的人。但其實大多基督徒都是活在淺土和棘荊的土

壤裡，有很多焦慮和慾望，以致吸收不到養分。他們是

生活在「迷離境界」（the	twilight	zone）的信徒，意指

在海洋中光線僅僅可達之處或夕陽的餘暉，曚曨地分不

清光暗（真假），疑幻似真。

很多基督徒都很清楚自己屬上帝，已是新造的人，但又

未完全脫離肉體，以致我們做不到想做的事，活不到自

由的生活，落在迷離和矛盾的境界裡。信徒是否無可選

擇地要跟著肉體的意念生活呢？保羅提醒我們：「我們

並不是欠肉體的債」，撒旦並不是我們的債主。如我們

立志過簡樸的生活，可能過往我們一個月會買三套衣服，

但現在我們有自由可以三個月才買一套衣服。我們不是

只屬血氣，將來我們的身體是要徹底改變的。

家的人民不在話下，連西方國家如美國的中小學生也活
在恐懼不安中：2018	年美國槍擊案的數字破記錄地上升
了 60%，單在校園去年已有 96 宗，平均不足 4 天便有
一宗。數以百萬計的中小學生常要進行槍擊演習：老師
帶領學生要關起所有課室的門戶，放下所有窗蓆，大家
要在黑暗中躲在桌子下，不可發出聲響，嚇怕很多孩子，
懼怕上學去。

全港有 4%，約 27 萬人患有「驚恐症」，這還未計算較
次一級的「焦慮症」，香港有太多生活壓力、標籤、規
條等，我們好像逃脫不了。撒旦就是藉這些牢籠著我們，
告訴我們，這些問題我們是解決不到的，我們是屬肉體
的，我們是無法做到上帝的要求，我們是奴僕，只有無
望地生活下去。

二 . 徹底的門徒像基督 — 乃是兒子

I.    我們要順著聖靈而活	— 活得有原則	
（羅八 14-16；9-11）

保羅告訴我們其實生活可以不一樣，因我們的身份是上
帝的兒子，不是奴僕。我們不要聽從撒旦的謊言及肉體
的呼喚，因為上帝已賜下聖靈內住在我們心中，所以我
們要順著聖靈而活。

保羅在羅八 9-11 和	14-16 提到，基督的靈臨在，叫我
們有新的生命及新的身分	—	就是上帝的兒女（兒子的
心），我們的天父不是怪獸家長或虎媽媽，要憑我們的
生活表現，滿足祂所有要求才可以成為兒女。今天不少
孩子因為要滿足父母的要求，孩子像奴僕多於像兒女，
只有奴僕的心。我們要當心自己若仍存奴僕的心，也會
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有奴僕的心。我們要釋放自己的家庭，
認清自己是上帝的兒女，無論什麼時候回到天父那裏，
祂都會收納我們。

當我們稱呼上帝為「阿爸，父」的時候，我們不是禮儀
地背誦主禱文中「天上的父」，而是打從心底裏大聲呼
喊出來，吐氣揚眉地表達與上帝親密的關係，讓人振奮，
並向撒旦誇勝。我們不再被牠蒙騙，建立恆切的讀經生
活，每早晨向聖靈尋求引導與明證，「今天要如何活？」
聖靈會叫你們記起聖經的說話，助我們建立過有原則的
生活。

II.   我們要望著目標而活	— 活得有方向	
（羅八 17）

我們不單是兒子的身份，更是與基督同作繼承人（後
嗣）。天父已預備資產賜給我們，所以生活要有目標，
不浪費光陰地白活。天父不是要我們靠自己白手興家，
而是堅持要繼承父上帝的資產：「榮耀」。何謂榮耀？
就是上帝一切的美善、上帝的性情，我們要像基督，要
有榮耀的將來。2016 年一齣電影名為「The	Ultimate	
Gift」（中文名：超級禮物），記述一位億萬富豪死後，
他所有的親屬都獲得一筆可觀的遺產，唯獨他的孫兒（一
名花花公子）卻一分錢也分得到。遺囑要他完成 12 份禮
物的挑戰：工作、金錢、朋友、學習、難題、家庭、歡樂、
夢想、施與、感恩、光陰、仁愛；以後才能得到他留下
最終禮物。最後這孫兒成功通過考驗，也因為經歷人生
的考驗而成長，生命不再一樣，最後他成為 20 億美元
的慈善基金管理人，為祖父的榮耀而活出美好人生。

III.   我們要信靠上主而活	— 活得有信心	
（羅八 28-30；參約壹三 1-3）

我們既是上帝的繼承人，祂已為我們有一個全盤的計劃：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
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 28-30）在我
們被造以先，天父已為我們預備了一切，我們一生所遭
遇的事，都在祂的預定之中：我們無論遭遇什麼事，都
要相信上帝有能力成全祂的計劃，祂的方法就是要我們
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我們要認識上帝救恩全盤計劃，在現世生活中作一個徹
底的門徒：不再被世俗的價值觀所操控，常活在死亡與
恐懼的陰霾中；而是要順服聖靈引導，效法基督，作上
帝的兒女及後嗣，邁向與上帝同享榮耀的最終目標。

作一個徹底的門徒，不是我們「能不能」的問題，而是
我們「肯不肯」的問題！

II.   我們無需活在絕望中	— 向敗壞說「不」	

（羅八 13；10-11）

若我們順從肉體而活，放縱的生活是有後果的，結局就

是「死」。根據 2016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一份報告所

指，全球每年有 5,600 萬名懷孕婦女進行人工流產，達

孕婦數字四分之一。另香港天文台的記錄指出，香港於

2015-2017 年間全球每年的氣溫都破了前年記錄成為有

史以來最熱的一年。我們的生活形式是導致「溫室效應」

的元凶眾人都知道，但卻沒多少人願意改變現有的生活

方式，後果眾多生態災難的發生。

但我們總是說人改變不了什麼，命運在操控我們，正如

羅馬書中保羅傳神地說出一些辯駁的借口：「我們的

不義若顯出上帝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上帝降

怒，是他不義嗎？…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

呢？… 這樣，怎麼說呢？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

麼？…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麼？…我們可說甚麼呢？律法是罪麼？…既

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麼 ?」（參考羅三 5-8；六

1-2；六 15-16；七 7-8；七 13-14）。人將責任推卸

給上帝，並認為反正世界都要滅亡，根本不會有出路。

所以無論是隱蔽青年，還是前途光明大學尖子，都有可

能只看到死路一條，走上自毀之路。

但保羅說：「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

那叫基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

的聖靈，使你們必死身體又活過來。… 你們若順從肉體

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羅八 11，13）。我們其實可以向敗壞說「不」，可以

過一個上帝喜悅的生活形式。

III.   我們無需活在恐懼中	— 向謊言說「不」	

（羅八 12a；15a；參約壹四 16-18）

人生活在恐懼中是因為怕受罰。保羅時代的猶太人有大

量的律法條文需要遵守，但又不能做到，故常活在恐懼

中。恐懼其中一個表現是自卑，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

另一表現是自大，用律法去量度別人，待人以嚴，律己

以寬。

雖然現代人不會像猶太人遵守大量律法，但今天其實在

世界不同的地方很多人都被不同的意識形態或社會生活

形態影響而生活在恐懼中。生活在中東大部分伊斯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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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徹底的門徒不從俗 — 不是奴僕 

I.   我們無需活在私慾中	— 向肉體說「不」	

（羅八 12b；5-9）

羅馬書的主旨是在闡釋什麼是「福音」，這福音是本於

信，以致於信，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每一個相信基督

的人，他們都要活出與福音相稱的生命。羅馬書一章至

八章就是講論這個不是靠行為，乃是靠上帝的恩典，因

信稱義的重要主題。但同時，我們又無能力活出基督賜

予的自由生命，我們的肉體和聖靈的律互相交戰，「立

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保羅說，「我真是

苦呀！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七 24）。

我們不能活出自由的生命，是因為我們一直都被撒旦「欺

哄」及「欺凌」。它總是叫我們相信，我們仍在「戰爭

裡」，仍未得勝。我們仍是肉體的奴隸，不可能活出上

帝喜悅的生命。這是我們被壓制的心境，所以保羅在羅

馬書第八章提醒我們不要中了撒旦的詭計。我們若要做

個徹底的門徒，我們不需要跟從世俗而活，不要以為自

己脫離不了，我們要向「肉體」說「不」。

「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羅八

12），雖然我們都是順從主的人，但我們同時仍在肉體

裏生活，慾望違反了上帝的規限，超越了上帝的界線，

就被慾望牢籠，「有心無力」地生活。

去年十一月舉行的「銳意門徒訓練大會」裏，講者曾金

發牧師其中一堂的主題講論撒種的比喻，撒在好土與路

旁的信徒生命很鮮明易理解	–	就是全然拒絕及全然接受

福音的人。但其實大多基督徒都是活在淺土和棘荊的土

壤裡，有很多焦慮和慾望，以致吸收不到養分。他們是

生活在「迷離境界」（the	twilight	zone）的信徒，意指

在海洋中光線僅僅可達之處或夕陽的餘暉，曚曨地分不

清光暗（真假），疑幻似真。

很多基督徒都很清楚自己屬上帝，已是新造的人，但又

未完全脫離肉體，以致我們做不到想做的事，活不到自

由的生活，落在迷離和矛盾的境界裡。信徒是否無可選

擇地要跟著肉體的意念生活呢？保羅提醒我們：「我們

並不是欠肉體的債」，撒旦並不是我們的債主。如我們

立志過簡樸的生活，可能過往我們一個月會買三套衣服，

但現在我們有自由可以三個月才買一套衣服。我們不是

只屬血氣，將來我們的身體是要徹底改變的。

家的人民不在話下，連西方國家如美國的中小學生也活
在恐懼不安中：2018	年美國槍擊案的數字破記錄地上升
了 60%，單在校園去年已有 96 宗，平均不足 4 天便有
一宗。數以百萬計的中小學生常要進行槍擊演習：老師
帶領學生要關起所有課室的門戶，放下所有窗蓆，大家
要在黑暗中躲在桌子下，不可發出聲響，嚇怕很多孩子，
懼怕上學去。

全港有 4%，約 27 萬人患有「驚恐症」，這還未計算較
次一級的「焦慮症」，香港有太多生活壓力、標籤、規
條等，我們好像逃脫不了。撒旦就是藉這些牢籠著我們，
告訴我們，這些問題我們是解決不到的，我們是屬肉體
的，我們是無法做到上帝的要求，我們是奴僕，只有無
望地生活下去。

二 . 徹底的門徒像基督 — 乃是兒子

I.    我們要順著聖靈而活	— 活得有原則	
（羅八 14-16；9-11）

保羅告訴我們其實生活可以不一樣，因我們的身份是上
帝的兒子，不是奴僕。我們不要聽從撒旦的謊言及肉體
的呼喚，因為上帝已賜下聖靈內住在我們心中，所以我
們要順著聖靈而活。

保羅在羅八 9-11 和	14-16 提到，基督的靈臨在，叫我
們有新的生命及新的身分	—	就是上帝的兒女（兒子的
心），我們的天父不是怪獸家長或虎媽媽，要憑我們的
生活表現，滿足祂所有要求才可以成為兒女。今天不少
孩子因為要滿足父母的要求，孩子像奴僕多於像兒女，
只有奴僕的心。我們要當心自己若仍存奴僕的心，也會
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有奴僕的心。我們要釋放自己的家庭，
認清自己是上帝的兒女，無論什麼時候回到天父那裏，
祂都會收納我們。

當我們稱呼上帝為「阿爸，父」的時候，我們不是禮儀
地背誦主禱文中「天上的父」，而是打從心底裏大聲呼
喊出來，吐氣揚眉地表達與上帝親密的關係，讓人振奮，
並向撒旦誇勝。我們不再被牠蒙騙，建立恆切的讀經生
活，每早晨向聖靈尋求引導與明證，「今天要如何活？」
聖靈會叫你們記起聖經的說話，助我們建立過有原則的
生活。

II.   我們要望著目標而活	— 活得有方向	
（羅八 17）

我們不單是兒子的身份，更是與基督同作繼承人（後
嗣）。天父已預備資產賜給我們，所以生活要有目標，
不浪費光陰地白活。天父不是要我們靠自己白手興家，
而是堅持要繼承父上帝的資產：「榮耀」。何謂榮耀？
就是上帝一切的美善、上帝的性情，我們要像基督，要
有榮耀的將來。2016 年一齣電影名為「The	Ultimate	
Gift」（中文名：超級禮物），記述一位億萬富豪死後，
他所有的親屬都獲得一筆可觀的遺產，唯獨他的孫兒（一
名花花公子）卻一分錢也分得到。遺囑要他完成 12 份禮
物的挑戰：工作、金錢、朋友、學習、難題、家庭、歡樂、
夢想、施與、感恩、光陰、仁愛；以後才能得到他留下
最終禮物。最後這孫兒成功通過考驗，也因為經歷人生
的考驗而成長，生命不再一樣，最後他成為 20 億美元
的慈善基金管理人，為祖父的榮耀而活出美好人生。

III.   我們要信靠上主而活	— 活得有信心	
（羅八 28-30；參約壹三 1-3）

我們既是上帝的繼承人，祂已為我們有一個全盤的計劃：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
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 28-30）在我
們被造以先，天父已為我們預備了一切，我們一生所遭
遇的事，都在祂的預定之中：我們無論遭遇什麼事，都
要相信上帝有能力成全祂的計劃，祂的方法就是要我們
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我們要認識上帝救恩全盤計劃，在現世生活中作一個徹
底的門徒：不再被世俗的價值觀所操控，常活在死亡與
恐懼的陰霾中；而是要順服聖靈引導，效法基督，作上
帝的兒女及後嗣，邁向與上帝同享榮耀的最終目標。

作一個徹底的門徒，不是我們「能不能」的問題，而是
我們「肯不肯」的問題！

II.   我們無需活在絕望中	— 向敗壞說「不」	

（羅八 13；10-11）

若我們順從肉體而活，放縱的生活是有後果的，結局就

是「死」。根據 2016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一份報告所

指，全球每年有 5,600 萬名懷孕婦女進行人工流產，達

孕婦數字四分之一。另香港天文台的記錄指出，香港於

2015-2017 年間全球每年的氣溫都破了前年記錄成為有

史以來最熱的一年。我們的生活形式是導致「溫室效應」

的元凶眾人都知道，但卻沒多少人願意改變現有的生活

方式，後果眾多生態災難的發生。

但我們總是說人改變不了什麼，命運在操控我們，正如

羅馬書中保羅傳神地說出一些辯駁的借口：「我們的

不義若顯出上帝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上帝降

怒，是他不義嗎？…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

呢？… 這樣，怎麼說呢？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

麼？…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麼？…我們可說甚麼呢？律法是罪麼？…既

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麼 ?」（參考羅三 5-8；六

1-2；六 15-16；七 7-8；七 13-14）。人將責任推卸

給上帝，並認為反正世界都要滅亡，根本不會有出路。

所以無論是隱蔽青年，還是前途光明大學尖子，都有可

能只看到死路一條，走上自毀之路。

但保羅說：「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

那叫基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

的聖靈，使你們必死身體又活過來。… 你們若順從肉體

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羅八 11，13）。我們其實可以向敗壞說「不」，可以

過一個上帝喜悅的生活形式。

III.   我們無需活在恐懼中	— 向謊言說「不」	

（羅八 12a；15a；參約壹四 16-18）

人生活在恐懼中是因為怕受罰。保羅時代的猶太人有大

量的律法條文需要遵守，但又不能做到，故常活在恐懼

中。恐懼其中一個表現是自卑，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

另一表現是自大，用律法去量度別人，待人以嚴，律己

以寬。

雖然現代人不會像猶太人遵守大量律法，但今天其實在

世界不同的地方很多人都被不同的意識形態或社會生活

形態影響而生活在恐懼中。生活在中東大部分伊斯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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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從 俗 像 基 督

徹底  門徒的

懷念曾慕忠長老
曾慕忠長老的安息禮拜於 2019 年 2 月 8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在信義巴色崇真堂舉行（加拿大時

間）。當日由余錦文牧師主禮，梁碧瑤牧師帶領禱告，蔡國平牧師讀經，並由余錦文牧師慰勉。曾

穎誠代表家人述說曾慕忠長老生平歷史，本會社會服務部幼兒中心盧婉賢校監、荃葵崇真堂李慧芝

牧師，及荃景崇真堂副主席何淑芬姊妹

懷念分享與曾長老的生前點滴。

雖然曾長老已離開了我們，但深信她已

在更美的家鄉，與她最愛的主耶穌永遠

同在。我們眾後輩也因她美好的生命鼓

勵我們，為主忠心。

曾慕忠長老及家人都是崇真會會友，父親曾瑞有是

崇真會深水埗堂的長老。因此曾慕忠長老自幼亦

在深水埗堂聚會，並接受兒童洗禮及堅信禮。她的父親

曾任崇真會深水埗堂及葵涌堂執事會主席，各家庭成員

對教會聖工推展亦不遺餘力。

曾慕忠長老是崇真會幼兒教育與兒童事工的先鋒

曾長老在香港中學畢業後，往廣州協和師範學院進修幼

兒教育，解放後，回港投身幼兒工作。在上世紀五十年

代初開始，出任深水埗崇真幼稚園校長。她很有創意，

在當年引入新教學元素如日本音樂丶服裝等。她的創意

令幼稚園非常出名，報讀人數非常多！當年星期六報名

日面試，就動用了全教會的房間，連教會的團契聚會都

沒有地方。

期後，曾長老有機會去英國進修三個學期的英語課程。

1972 年回港，再次投身兒童工作，在巴色差會開辦的安

仁托兒所工作，直至 1984 年退休。當年與她共事的差

會宣教士谷素梅姑娘，曾在自傳中提及曾長老，她們的

共同目標是：「不僅要給小孩子幾小時室內玩耍的地方，

也要幫助他們整個家庭。」這是何等遠大的眼光，在當

時連政府都沒有投放多少資源在幼兒教育的工作上，曾

長老已有高瞻遠足的目光。在她所領導的學校就讀的學

生，總是高高興興地學習。在幼兒學校中，每天都有早

禱，星期六則有兒童崇拜，都是因為曾長老堅信只有天

父的愛，才能改變孩童的生命。現時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屬下的幼兒學校也以此作為目標，可見曾長老對本會的

幼兒教育的貢獻重大。

除了兒童事工，曾長 老亦排除萬難，向貧窮人傳福音

崇真會葵涌堂於 1956 年成立，曾長老每主日於深水埗

堂聚會及教授主日學後，下午便與女傳道陳玉蓮姑娘及

五妹慕萍到葵涌木屋區，接載兒童到下葵涌村，一間鄉

村瓦屋那裡聚會。後來聚會地點遷至父親的瑞豐農場一

間平房內，及至 1965 年借用了葵涌崇真學校一間課室

聚會。三年後曾長老又在葵涌堂成立詩班，期間教會還

透過醫療工作向大陸新移民傳福音。

1973 年「葵涌堂」與「深水埗崇真自立會荃灣客語福音

堂」合併，命名為「荃葵堂」，成為崇真會屬下各堂會中，

唯一由兩間堂會正式合併而成的堂會。合併初期，由於

弟兄姊妺來自不同背景，再加上當時傳道人患病入院數

月而影響事工；幸得數位義工及曾慕忠長老和何平安長

老忠心事奉，事工得以逐步發展。

曾長老的事奉主要是參與主日學，並且成立了兒童崇拜。

當時弟兄姊妹們不論在奉獻或事奉上都積極參與，上帝

的恩典實在數之不盡，短短七年已可實行經濟自立，更

有數位青年人奉獻讀神學。1981 年在荃葵堂自立感恩崇

拜中，她與何平安姊妹同被按立為長老。

曾長老 1985 年移民加拿大，她雖然移居加國，但對荃

葵堂的工作仍十分關心。荃葵堂於 1995 年 10 月購買荃

景圍荃灣中心，開設荃景分堂，幸蒙救恩堂和曾慕忠長

老，先後免息貨款及肢體熱心奉獻，才能實現植堂事工。

在培育事奉人員方面

曾長老更有事奉屬靈的遠見，不單以祈禱支持神學教育

及宣教工作，也常鼓勵年輕信徒，多讀聖經、祈禱及進

修神學課程，以回應上帝隨時的呼召，並更實際地在經

濟上支持他們。這些都是有聲無聲的支持，都讓我們這

些後進努力為主發亮發光。

曾長老為上帝做事從不輕言放棄，堅持以上帝的道教養

下一代，忠心事主！不埋怨！不從俗！實在是本會眾弟

兄姊妹的榜樣。

要跑的路曾長老已經跑過了，亦完成了天父給她的使命。

為她的一生，我們一同感謝上帝。

（盧婉賢校監分享）

出席荃葵堂 20 周年堂慶感恩活動

曾長老對兒童事工不違餘力

曾長老（前右一）與谷素梅姑娘（中間）

曾長老（前右二）與總社會服務部

曾長老與谷素梅姑娘共事兒童工作

曾長老（中間）與荃葵荃景堂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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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  門徒的

懷念曾慕忠長老
曾慕忠長老的安息禮拜於 2019 年 2 月 8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在信義巴色崇真堂舉行（加拿大時

間）。當日由余錦文牧師主禮，梁碧瑤牧師帶領禱告，蔡國平牧師讀經，並由余錦文牧師慰勉。曾

穎誠代表家人述說曾慕忠長老生平歷史，本會社會服務部幼兒中心盧婉賢校監、荃葵崇真堂李慧芝

牧師，及荃景崇真堂副主席何淑芬姊妹

懷念分享與曾長老的生前點滴。

雖然曾長老已離開了我們，但深信她已

在更美的家鄉，與她最愛的主耶穌永遠

同在。我們眾後輩也因她美好的生命鼓

勵我們，為主忠心。

曾慕忠長老及家人都是崇真會會友，父親曾瑞有是

崇真會深水埗堂的長老。因此曾慕忠長老自幼亦

在深水埗堂聚會，並接受兒童洗禮及堅信禮。她的父親

曾任崇真會深水埗堂及葵涌堂執事會主席，各家庭成員

對教會聖工推展亦不遺餘力。

曾慕忠長老是崇真會幼兒教育與兒童事工的先鋒

曾長老在香港中學畢業後，往廣州協和師範學院進修幼

兒教育，解放後，回港投身幼兒工作。在上世紀五十年

代初開始，出任深水埗崇真幼稚園校長。她很有創意，

在當年引入新教學元素如日本音樂丶服裝等。她的創意

令幼稚園非常出名，報讀人數非常多！當年星期六報名

日面試，就動用了全教會的房間，連教會的團契聚會都

沒有地方。

期後，曾長老有機會去英國進修三個學期的英語課程。

1972 年回港，再次投身兒童工作，在巴色差會開辦的安

仁托兒所工作，直至 1984 年退休。當年與她共事的差

會宣教士谷素梅姑娘，曾在自傳中提及曾長老，她們的

共同目標是：「不僅要給小孩子幾小時室內玩耍的地方，

也要幫助他們整個家庭。」這是何等遠大的眼光，在當

時連政府都沒有投放多少資源在幼兒教育的工作上，曾

長老已有高瞻遠足的目光。在她所領導的學校就讀的學

生，總是高高興興地學習。在幼兒學校中，每天都有早

禱，星期六則有兒童崇拜，都是因為曾長老堅信只有天

父的愛，才能改變孩童的生命。現時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屬下的幼兒學校也以此作為目標，可見曾長老對本會的

幼兒教育的貢獻重大。

除了兒童事工，曾長 老亦排除萬難，向貧窮人傳福音

崇真會葵涌堂於 1956 年成立，曾長老每主日於深水埗

堂聚會及教授主日學後，下午便與女傳道陳玉蓮姑娘及

五妹慕萍到葵涌木屋區，接載兒童到下葵涌村，一間鄉

村瓦屋那裡聚會。後來聚會地點遷至父親的瑞豐農場一

間平房內，及至 1965 年借用了葵涌崇真學校一間課室

聚會。三年後曾長老又在葵涌堂成立詩班，期間教會還

透過醫療工作向大陸新移民傳福音。

1973 年「葵涌堂」與「深水埗崇真自立會荃灣客語福音

堂」合併，命名為「荃葵堂」，成為崇真會屬下各堂會中，

唯一由兩間堂會正式合併而成的堂會。合併初期，由於

弟兄姊妺來自不同背景，再加上當時傳道人患病入院數

月而影響事工；幸得數位義工及曾慕忠長老和何平安長

老忠心事奉，事工得以逐步發展。

曾長老的事奉主要是參與主日學，並且成立了兒童崇拜。

當時弟兄姊妹們不論在奉獻或事奉上都積極參與，上帝

的恩典實在數之不盡，短短七年已可實行經濟自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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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荃葵堂 20 周年堂慶感恩活動

曾長老對兒童事工不違餘力

曾長老（前右一）與谷素梅姑娘（中間）

曾長老（前右二）與總社會服務部

曾長老與谷素梅姑娘共事兒童工作

曾長老（中間）與荃葵荃景堂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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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真會聖樂部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下午 3時假崇真

會深水埗堂舉行【崇真會第五屆詩班節】，主題為

《生命呈獻、感恩為祭》。參與獻頌的堂會有元朗堂、

筲箕灣堂、南華莆堂、荃葵堂、荃景堂、救恩堂、粉嶺

崇謙堂及崇真會婦女部，共八隊詩班。詩班節內容豐富，

除了各隊詩班以歌聲彰顯主名外，亦由周瑩瑩副部長分

享多年來擔任司琴事奉的苦與樂，親證上帝的恩典，及

由麥美蓮副總牧作訊息回應。詩班節以大合唱作結，在

全體詩班員的歌聲中落幕。

崇真會聖樂部委員及嘉賓合照

大合照

總聖樂部 第五屆詩班節

生命呈獻、感恩為祭生命呈獻、感恩為祭

林雅然部長致謝詞 周瑩瑩副部長分享事奉的苦與樂

馮少雄副會長致歡迎詞 麥美蓮副總牧作訊息回應

各堂會獲頒紀念牌留念

詩班節大合唱的環節，由崇真會聖樂部指揮林樂然

姊妹帶領各堂會詩班員及參與的會友大合唱，獻頌

詩歌《奇異恩典》及《獻己於主》，一同領受上帝

的恩典，經歷祂的管治和掌權。

堂會獻唱

（元朗堂詩班、筲箕灣堂詩班、南華莆堂詩班、荃葵及荃景堂聯合詩班、

救恩堂聖詠團、救恩堂長青詩班、粉嶺崇謙堂詩班及崇真會婦女部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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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 於 2019 年 1 月

27日（主日下午）

在長沙灣崇真堂舉行「立

足點」敬拜培靈會，當日

約有 100 位來自 12 間堂

會的青年人一同來參與。

是次活動目的是希望讓

青年人了解如何在黑暗

世代中實踐使命，堅守基

督徒的身份，在群體中實

踐信仰使命。

我們十分感恩邀請了長沙灣堂、屯門堂以及白田堂的敬拜

隊帶領敬拜，並且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

理教授葉漢浩博士來分享信息	-	「怎樣作個善良的人」，

讓青年人反思如何在信仰上及生活上堅守使命。

我們並繼續以「真人圖書館」的模式進行分享，圖書館中

設有六個主題，分別有：中學、大專及職青的「醫治」與

「成長」故事，他們來自各堂會的弟兄姊妹，真誠地向參

加者剖白如何藉著信仰在疾病裡得着醫治，以及如何在成

長上尋找上帝，他們的故事引發了參加者的共鳴，令他們

更投入地去討論分享，交流彼此在信仰上所遇到的困難和

得著，令青年人在是次活動上有更深的信仰反思、領悟和

體會。

總青年部

「立足點」
敬拜培靈會

真人圖書館

在來年，總青將會有更多的聚會和活動，期望下次能有機見到你！以及

認識你們更多！詳情可密切留意：

Facebook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青年部 

Instagram ︰ youth.ttm

書名：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作者：斯托得 (John .R.W. Stott)
譯者：黃淑惠

出版：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5

馬鞍山崇真堂  |  譚健文傳道

過往，生活在香港做基督徒，總體上是輕鬆的，沒有太大負擔，

因此，反使我們未能實實在在地思考做門徒的意義，或需要付

上的代價。但耶穌曾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可八 34），耶穌告訴我們做主的門徒

是需要捨己、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十字架是有重量的，要付代價的，

而我們本應被召做這樣徹徹底底的門徒。

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這本小書，中文名叫《世界在等待的門

徒》，英文原名就是	“Radical Disciple:	Some Neglected Aspect of 

Our Calling”，中文可譯為基進、激進的門徒，但以全書內容來譯：「徹

底的門徒：我們呼召中幾個忽略的面向」更為適合。筆者起初誤以為

中譯本失了原書名的味道，但正如上文提及的處境，全書內容對我們

這個時代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喝，是我們當代基督徒（甚至是每一代）

確實需要學習的方向，現在再看中譯本譯為「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是適切和滿有心思的，也未為不可。

本書是斯托得牧師年老（八十八歲高齡）時寫的，共八章八個面向：

不隨波逐流、像基督、靈命成熟、保護環境、簡樸生活、平衡身分、

倚賴的生命，與最後一章死亡，全書不談高深的學理、無人知悉的奧

秘，行文也沒有激昂壯志，反而字字平實、句句洗練，就像一位老

邁牧師對年青後輩的關愛勸導與殷切囑咐。讀者不用擔心本書重複沉

悶，因為這位老牧師所寫的正是我們的需要，直指痛處。這裡無法仔

細分享每章的內容，但如果我們開放心懷，謙卑聆聽細讀，我們必然

明白書中談到的，所說的就是我們應要過的門徒生活	—	一個徹底的

門徒生活，每章也是適切處方。世界也正等待這樣徹底為主的門徒出

現、忠心為祂作見證。

「立足點」

敬拜培靈會
日期：1月27日（日）

地點：基督教崇真中學 「再生能源」
職青

退修半日營
日期：5 月1日（三）

地點：稍後公布

「Who am I?」

DSE大專營會
日期：6月6-8日（四至六）
地點：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 青少年 大專

社區探訪
日期：6月28、7月26日
（每月最後星期五）活力繽紛

在崇真2020
日期：1月1日（三） 基督敎香港崇真會靑年部 舉辦

查詢電話：  
天朗 9025 3130   
高靖 9029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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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21（Mission 21） 
總幹事交職

• 使命 21的總幹事Rev.	Claudia	Bandixen
將於今年 8 月 31 日榮休，董事會議決接
任人為 Rev.	Jochen	Kirsch，他是差會
的國際關係部負責人，願主帶領差會的
未來工作。

• Claudia	Bandixen 於 2012 年上任差會
的總幹事職位，當時差會面對嚴峻的財
務及建構挑戰。她成功地穩定了差會各
項工作，並且在差會未來的發展上擔當
重要的角色。在她任內，差會的工作重
新校正焦點。這些都是上帝的保守和帶
領。

• Jochen	Kirsch 於 2018 年 11 月獲委任
接替總幹事一職，生效日期為 2019 年
9 月。Jochen 前曾負責差會在非洲的事
工，於 2014 年獲委任差會的國際關係
部門主管。

• 兩位同工的退休及就任典禮將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及 30 日在巴塞爾的差會傳
道節中舉行。求主帶領差會的工作，蒙
主的祝福。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將於6月 2日至 12日舉辦「德瑞交流團」，讓本機構的管理層在提供專

業的社會服務及幼教服務之同時，能進一步認識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的歷史、
昔日宣教士來華的召命及德國和瑞士的社會服務。

• 本機構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獲社會福利署通知成功申辦駐學前服務單位社
工服務先導計劃，於 2019 年 2月起為 14間幼稚園及幼兒學校提供駐單位社
工服務。

• 本部獲社署通知位於沙田石門的安悅幼兒中心可安排收樓，現正跟進相關的
文件。為開辦是項新服務，機構獲丘頌云長老聯繫，於 1月 6日至 9日由幼
管會主席盧婉賢女士率總幹事及服務督導主任參訪新加坡的幼兒服務單位及
幼兒學校，其中就課程內容及如何啟發幼兒方面獲益良多。機構又安排同工
於 2月份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沙田 )幼兒教育學系到台灣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參加為期三天的營運管理訓練證書課程，祈能為新服務的開展作好準備。

• 幼兒服務管理委員會主席盧婉賢女士於 2月 8日代表本部到加拿大出席曾慕
忠長老的安息禮並致悼詞。

總會差傳部
• 本會差派羅兆泉牧師為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宣教士，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參

與倫布語聖經的翻譯工作。為了慶祝倫布語新約聖經的實體版的面世，安排
了 2019 年 4月 24日至 30日在倫布島舉行倫布語新約聖經的奉獻禮，另弟
兄姊妹亦可為印刷費奉獻和填寫祝福心意咭。相關資料已分發各堂，如有任
何問題，請致電總會查詢。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請為菲律賓倫布語新約聖經奉獻禮禱告，當天節目安排由當地信徒負責，請
為一切的預備工作禱告。也請為約50位已決定出席參與的外地來賓，他們會
從香港及世界各地齊集菲律賓。請為交通順利，特別坐長途渡輪的平安禱告。

• 為佩玲師母身體禱告，近日染上感冒，求主幫助醫師處方的中藥可以幫助她
迅速痊癒。

• 為凱恩每天在醫院的工作禱告，特別在流感高峯期日間，工作量超常，求主
保守她的健康和有足夠的休息。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葛福臨佈道團於 1月 19 日至 20日在曼谷舉行了 2天「Amazing	Love」佈
道會，感謝主有超過 4萬人次出席，第一次決志信主共有 2千人。在現場見
證泰國人走向台前決志那刻很是感動，要向上主歡呼！請記念曼谷各教會的
跟進工作。

• 感恩蘇姑娘可以回港度新歲，此外也能為爸爸慶祝生日。還感恩有機會跟一
同成長的弟兄姊妹及朋友相聚，並探望年長的親友。請繼續記念家人早日信
主。

• 去年共有 6個短宣隊前來泰國貧民區服侍，因著這些短期服侍，讓更多香港
的弟兄姊妹了解到曼谷未得之民的情況，並且為泰國的福音事工祈禱，這是
對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 蘇姑娘 7月將回港述職，美女事工和教會的青崇也得暫時放下，請記念人手
的安排。

2019 年3-4 月

差會消息

使命 21 總幹事 Rev. Claudia Bandixen（右）
將於今年榮休，Rev. Jochen Kirsch（左）將接
替總幹事一職。

各部消息總會消息

亞洲團契 (ASF) 各成員參觀深水埗崇真堂。

• 為了落實培植年青一代信徒領袖的靈命成長及事奉心

志，今年暑假期間，總會將與燊火青年網絡（U-Fire	

Networks）合作，推行「暑期青年同工訓練計劃」，由

總會提供一個訓練平台，讓各堂年青人參與為期三個月	

（5月中至 8月中）全時間訓練及實習事奉，培育青年信

徒領袖。（請參閱P.12 有關海報）

• 曾慕忠長老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於溫哥華安息主懷。曾

長老一家都在深水埗堂聚會，她亦在該堂接受孩童洗禮和

堅信禮。曾長老曾在安康及安仁托兒所工作，同時亦積極

參與早期的荃灣堂和葵涌堂的兒童福音工作，並日後兩堂

合併的工作和牧養工作也擔任重要的幫助，讓兩堂合併後

的工作能順利交接。曾長老的安息禮拜已於 2019 年 2 月

8日在溫哥華舉行，本會由社會服務部幼兒服務管理委員

會主席盧婉賢和總會行政幹事葉佩嫦代表出席，盧姊妹亦

代表本會於安息禮拜致詞。	（詳細內容請閱P.4-5）

亞洲團契 
（Asia Fellowship of Mission 21 Partners）
• 差會使命 21（Mission	21）的總議會（Mission	Synod）由

七個單位組成，包括三個支持差會（Evang.	Mission	 in	the	

Kwango,	Moravian	Church 和巴色差會），另四個來自非

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合作夥伴為差會的普通會員。

四個單位每年選派代表出席差會總議會，參與差會未來的

財務和工作。

• 本會乃是亞洲團契（Asia	Fellowship）（簡稱 ASF）

的成員，這個團契的成員教會有來自馬來西亞的

BCCM、PCS； 印 尼 的 GERMITA、GKE、GKI	di	Tanah	

Papua、GKP、GKPI、GMIM、GMIST、CCI/PGI、SAG	

Sulutteng；韓國的 PCK、PROK；台灣的 PCT；日本的

UCCJ 和本會 TTMHK。

• ASF 每三年舉行一次選舉，選出新一屆的董事會。剛於

2018 年 8 月在台灣台南舉行，本會委派馮少雄副會長（地

區代表）、張愛思執行幹事（婦女代表）和青年部副部長

高靖（青年代表）出席。在選出新一屆董事會上，本會執

行幹事獲選為董事。

• 2019-2021 年度首次的董事會於 2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港舉

行。同時，董事會亦探訪本會與差會在港合作的難民事工

和僱傭事工，並探訪深水埗堂，了解本會的歷史和工作。

• 亞洲各地區的成員教會因應不同處境，面對的牧養工作困

難亦相當不同。其中一位是印尼早前受到海嘯和地震影響

的 Sulawesi 區的區牧，他的家園都受到海嘯破壞。據他所

說，現在仍有很多地區因交通受海嘯破壞，不能到達。很

多主內肢體都未能如常到教會參與崇拜，但因為苦難當前，

彼此間的結連也緊密。牧師期望 ASF 各成員教會能繼續為

他們恢復家園及正常生活代禱。另外，他亦感謝本會的捐

款支持，體驗主內一家的美好。

亞洲團契 (ASF) 各成員來參觀總會辦事處。

亞洲團契 (ASF) 來港的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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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21（Mission 21） 
總幹事交職

• 使命 21的總幹事Rev.	Claudia	Bandixen
將於今年 8 月 31 日榮休，董事會議決接
任人為 Rev.	Jochen	Kirsch，他是差會
的國際關係部負責人，願主帶領差會的
未來工作。

• Claudia	Bandixen 於 2012 年上任差會
的總幹事職位，當時差會面對嚴峻的財
務及建構挑戰。她成功地穩定了差會各
項工作，並且在差會未來的發展上擔當
重要的角色。在她任內，差會的工作重
新校正焦點。這些都是上帝的保守和帶
領。

• Jochen	Kirsch 於 2018 年 11 月獲委任
接替總幹事一職，生效日期為 2019 年
9 月。Jochen 前曾負責差會在非洲的事
工，於 2014 年獲委任差會的國際關係
部門主管。

• 兩位同工的退休及就任典禮將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及 30 日在巴塞爾的差會傳
道節中舉行。求主帶領差會的工作，蒙
主的祝福。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將於6月 2日至 12日舉辦「德瑞交流團」，讓本機構的管理層在提供專

業的社會服務及幼教服務之同時，能進一步認識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的歷史、
昔日宣教士來華的召命及德國和瑞士的社會服務。

• 本機構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獲社會福利署通知成功申辦駐學前服務單位社
工服務先導計劃，於 2019 年 2月起為 14間幼稚園及幼兒學校提供駐單位社
工服務。

• 本部獲社署通知位於沙田石門的安悅幼兒中心可安排收樓，現正跟進相關的
文件。為開辦是項新服務，機構獲丘頌云長老聯繫，於 1月 6日至 9日由幼
管會主席盧婉賢女士率總幹事及服務督導主任參訪新加坡的幼兒服務單位及
幼兒學校，其中就課程內容及如何啟發幼兒方面獲益良多。機構又安排同工
於 2月份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沙田 )幼兒教育學系到台灣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參加為期三天的營運管理訓練證書課程，祈能為新服務的開展作好準備。

• 幼兒服務管理委員會主席盧婉賢女士於 2月 8日代表本部到加拿大出席曾慕
忠長老的安息禮並致悼詞。

總會差傳部
• 本會差派羅兆泉牧師為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宣教士，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參

與倫布語聖經的翻譯工作。為了慶祝倫布語新約聖經的實體版的面世，安排
了 2019 年 4月 24日至 30日在倫布島舉行倫布語新約聖經的奉獻禮，另弟
兄姊妹亦可為印刷費奉獻和填寫祝福心意咭。相關資料已分發各堂，如有任
何問題，請致電總會查詢。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請為菲律賓倫布語新約聖經奉獻禮禱告，當天節目安排由當地信徒負責，請
為一切的預備工作禱告。也請為約50位已決定出席參與的外地來賓，他們會
從香港及世界各地齊集菲律賓。請為交通順利，特別坐長途渡輪的平安禱告。

• 為佩玲師母身體禱告，近日染上感冒，求主幫助醫師處方的中藥可以幫助她
迅速痊癒。

• 為凱恩每天在醫院的工作禱告，特別在流感高峯期日間，工作量超常，求主
保守她的健康和有足夠的休息。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葛福臨佈道團於 1月 19 日至 20日在曼谷舉行了 2天「Amazing	Love」佈
道會，感謝主有超過 4萬人次出席，第一次決志信主共有 2千人。在現場見
證泰國人走向台前決志那刻很是感動，要向上主歡呼！請記念曼谷各教會的
跟進工作。

• 感恩蘇姑娘可以回港度新歲，此外也能為爸爸慶祝生日。還感恩有機會跟一
同成長的弟兄姊妹及朋友相聚，並探望年長的親友。請繼續記念家人早日信
主。

• 去年共有 6個短宣隊前來泰國貧民區服侍，因著這些短期服侍，讓更多香港
的弟兄姊妹了解到曼谷未得之民的情況，並且為泰國的福音事工祈禱，這是
對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 蘇姑娘 7月將回港述職，美女事工和教會的青崇也得暫時放下，請記念人手
的安排。

2019 年3-4 月

差會消息

使命 21 總幹事 Rev. Claudia Bandixen（右）
將於今年榮休，Rev. Jochen Kirsch（左）將接
替總幹事一職。

各部消息總會消息

亞洲團契 (ASF) 各成員參觀深水埗崇真堂。

• 為了落實培植年青一代信徒領袖的靈命成長及事奉心

志，今年暑假期間，總會將與燊火青年網絡（U-Fire	

Networks）合作，推行「暑期青年同工訓練計劃」，由

總會提供一個訓練平台，讓各堂年青人參與為期三個月	

（5月中至 8月中）全時間訓練及實習事奉，培育青年信

徒領袖。（請參閱P.12 有關海報）

• 曾慕忠長老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於溫哥華安息主懷。曾

長老一家都在深水埗堂聚會，她亦在該堂接受孩童洗禮和

堅信禮。曾長老曾在安康及安仁托兒所工作，同時亦積極

參與早期的荃灣堂和葵涌堂的兒童福音工作，並日後兩堂

合併的工作和牧養工作也擔任重要的幫助，讓兩堂合併後

的工作能順利交接。曾長老的安息禮拜已於 2019 年 2 月

8日在溫哥華舉行，本會由社會服務部幼兒服務管理委員

會主席盧婉賢和總會行政幹事葉佩嫦代表出席，盧姊妹亦

代表本會於安息禮拜致詞。	（詳細內容請閱P.4-5）

亞洲團契 
（Asia Fellowship of Mission 21 Partners）
• 差會使命 21（Mission	21）的總議會（Mission	Synod）由

七個單位組成，包括三個支持差會（Evang.	Mission	 in	the	

Kwango,	Moravian	Church 和巴色差會），另四個來自非

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合作夥伴為差會的普通會員。

四個單位每年選派代表出席差會總議會，參與差會未來的

財務和工作。

• 本會乃是亞洲團契（Asia	Fellowship）（簡稱 ASF）

的成員，這個團契的成員教會有來自馬來西亞的

BCCM、PCS； 印 尼 的 GERMITA、GKE、GKI	di	Tanah	

Papua、GKP、GKPI、GMIM、GMIST、CCI/PGI、SAG	

Sulutteng；韓國的 PCK、PROK；台灣的 PCT；日本的

UCCJ 和本會 TTMHK。

• ASF 每三年舉行一次選舉，選出新一屆的董事會。剛於

2018 年 8 月在台灣台南舉行，本會委派馮少雄副會長（地

區代表）、張愛思執行幹事（婦女代表）和青年部副部長

高靖（青年代表）出席。在選出新一屆董事會上，本會執

行幹事獲選為董事。

• 2019-2021 年度首次的董事會於 2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港舉

行。同時，董事會亦探訪本會與差會在港合作的難民事工

和僱傭事工，並探訪深水埗堂，了解本會的歷史和工作。

• 亞洲各地區的成員教會因應不同處境，面對的牧養工作困

難亦相當不同。其中一位是印尼早前受到海嘯和地震影響

的 Sulawesi 區的區牧，他的家園都受到海嘯破壞。據他所

說，現在仍有很多地區因交通受海嘯破壞，不能到達。很

多主內肢體都未能如常到教會參與崇拜，但因為苦難當前，

彼此間的結連也緊密。牧師期望 ASF 各成員教會能繼續為

他們恢復家園及正常生活代禱。另外，他亦感謝本會的捐

款支持，體驗主內一家的美好。

亞洲團契 (ASF) 各成員來參觀總會辦事處。

亞洲團契 (ASF) 來港的歡迎晚宴。

1110



2019 年3-4 月

筲箕灣堂

• 新一年度教會主題：「新生、成長、壯大」，分題：「徹
底門徒」。

• 本堂第32屆啟發課程已於2月23日開始，至5月11日（逢
星期六晚上），3月 30日至 31 日為啟發營。

富善堂

• 本堂新一年度主題：「讓我們回到聖經」，分題：「愛慕
靈糧、思考律法、踐行真道」。

• 本堂已於 2月 10 日（年初六）在教會舉行新春盤菜宴。

• 本堂於 2月 23日開始「啟發課程」。

大埔堂

• 1 月 27 日，舉行教會長執及事奉人員退修會順利感恩！共
有 20 多位弟兄姊妹參加，地點是崇謙堂村「夏達華聖經
世界」。感謝主賜下美好天氣及安排順利，
求主讓各參加者，對上帝的話語更熱愛。

• 本堂於 3 月 3 日舉行 2018-2019 年度堂
議會，求聖靈引導執事、同工及弟兄姊妹，
共同商討教會未來的事工發展。

窩美堂

• 感謝主！本堂於 1 月 13 日舉行堂議會有
57 位堂議員出席及順利完成，讓會友能回
顧教會 2018 年各項事工的情況，並願在未
來日子裡，教會的事工發展得以更合神的
心意。

• 本堂2019年年標『渴慕主愛、靈裡更新』，
每位弟兄姊妹在新一年，個人在屬靈的栽
培，以基督心為心的屬靈操練，例如：讀經、
祈禱、靈修、安靜、服侍等門徒的生命的
教導，與主同行，幫助教友深入信仰生命
的意義及價值。

• 2 月 19 日，本堂姊妹團到景林庇護工場舉
辦福音活動，探訪院友，並向他們傳講福
音，當日活動一切順利感恩。

元朗堂

• 本堂讀經計劃已完成摩西五經的閱讀及 7
次分享會，並於 2月 3 日舉行頒獎禮，邀
得王福義長老擔任頒獎嘉賓；現正進行《約
書亞記》的閱讀，求主保守弟兄姊妹渴慕
主話的心。

• 感恩上帝讓本堂能夠在聖誕節期間於朗晴
邨協辦聖誕晚會及進行報佳音活動，以關
顧服事朗晴邨，願主繼續帥領本堂在邨內

的福音工作。

粉嶺分堂

• 2019 年本堂主題：「入世不屬世，落地不離天」；3月

24日為社會關懷主日，下午鼓勵弟兄姊妹參與社區服侍。

• 晚間信徒培訓課程：「舊約歷史與概論 II	—	士師記」，3

月開始	（逢星期五，共 8堂）	由林立文傳道教授。

• 2019 年第二季「兒童主日學暨小學功課輔導班」開始招

生，時間：主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對象：小一至小

六同學；費用：全免。目的為招攬更多小學生參加；另有

家長小組研讀「為孩子立界線」教育下一代，又可探討信

仰。求上帝親自引領和賜福本堂的兒童及家庭事工。

白田分堂

• 本堂於 3月 17 日（主日），上午 10 時 30 分，舉行十周

年感恩崇拜。蒙廖文健會長致辭，朱永生總牧證道。眾弟

兄姊妹同證主恩。

各堂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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