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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聖 經 及 馬 丁 • 路德 的詩歌

看盼 望

動盪 中的

建道神學院 | 郭鴻標牧師

引言

盼望

目   錄

在

疫情衝擊、世局的不安、對前景憂慮底下，人心中有鬱悶；「正能量」、「再
出發」成為大部份人的心理願望。基督徒期待聽關於講「盼望」的訊息，牧
者也多講「盼望」的訊息。筆者思想如何講「盼望」訊息的時候，覺得不必

要重覆大家可能經常聽過的；而是從根本處去問聖經對「盼望」的整全教導是甚麽？
甚麽是「整全的教導」呢？就是不單憑一兩節經文以偏概全；而是對舊約聖經及新約
聖經有整體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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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特別喜歡一段經文，箴言三十 8-9：「求你使虛假
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
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
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雖然這兩節經文

⋯⋯
「在一個眾說紛紜的時代，我
們應該回歸聖經、回歸基本信
仰、毋忘初心、認真地以基督
信仰作為人生指導思想。」

沒有出現「盼望」的字；但是對「盼望」有重要的教導。
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有些富豪跌出富豪排行榜前列位
置，有些企業由氣勢磅薄變成勉力償還債務利息。當人

希伯來書十一 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的盼望只是今生的財富、名譽、成就，人會活得很痛苦。

的確據。」「未見之事」可以是今生的，亦可以是來生的。

因為人要用盡一切方法控制人無法控制的事。當人將人

不過，重要的是上帝應許的事必然實現，無論是今生或

的位置抬高至上帝的水平，以為人可以掌控一切，最終

是來世的。哥林多前書十五 19：「我們若靠基督，只在

會發現事情卻會「失控」。

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這節經文提醒我們

新約聖經中的「盼望」
羅馬書五 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elpida）；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馬書五 4 在英語聖經
NASB 翻譯：“and perseverance, proven character, and
proven character, hope.”。中文和合本聖經將 “dokimen”
翻 譯 為「 老 練 」； 英 語 聖 經 NASB 翻 譯 為 “proven
character” 或譯「受過考驗的品格」。羅馬書五章 3-5
節指出我們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患難鍛煉我們的

成為基督徒，不要只有對今生事物的盼望；而是對永生
事物的盼望。若果人生只有短短幾十年就終結，我們有
生之年的拼搏、犧牲努力換取得來的就變得虛空和沒有
意義了。這樣說來，基督徒是否厭世、或者像近年的「躺
平主義」呢？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觀非常獨特，是以「天
國」的眼光看「地上的國」，以「永恆」的眼光看「現
在」。基督徒是人，有人性的需要和軟弱；不過得著「天
國」的應許，就不需要盲目追求「地上的國」的事。我
們要知道世界充滿變數，魔鬼不斷向上帝子民發動攻擊，
推倒基督徒的信仰。不過，魔鬼注定失敗。

耐性、建立我們成熟的品格、在好像沒有希望的環境，

筆者特別喜歡一段經文，路加福音十二 15：「於是對眾

不怕別人嘲笑，繼續自己所相信的盼望。因為上帝賜給

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

我們聖靈，讓上帝的愛充滿我們的心。忍耐及盼望不是

命不在乎家道豐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基督

短暫一時；而是要有持續性。只有得著上帝聖靈的力量

徒的盼望亦不在乎家道豐富。我們應該反問自己，我的

和上帝的愛的人，才可以堅持下去。

盼望是甚麼？我的盼望合乎上帝的心意嗎？

⋯⋯
「究竟基督徒應該盼望甚麽呢？
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但是很多人卻完全忽略，
只把心裡所期望的「屬靈化」，完全不覺得需要問，
我心裡所盼望的是否基督徒應該盼望的？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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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保障歌」欣賞
馬丁 ‧ 路德寫「千古保障歌」（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這首歌於 1529 年出現。
德文：

筆者翻譯為：

1. 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ein gute Wehr und Waffen.
Er hilft uns frei aus aller Not, die uns jetzt hat betroffen.
Der alt böse Feind mit Ernst er’s jetzt meint,
groß Macht und viel List sein grausam Rüstung ist,
auf Erd ist nicht seins gleichen.

我們的神是堅固城堡，是一支配備優良武器
的軍隊。祂幫助我們脫離所有困難，（即）
那些我們正在遇見的（困難）。那老舊邪惡
敵人，正在十分認真地思想，（運用）龐大
權力及眾多狡計，它的裝備是摧毀性的，在
地上是沒可相比的。

2. Mit unsrer Macht ist nichts getan, wir sind gar bald verloren;
es streit für uns der rechte Mann, den Gott hat selbst erkoren.
Fragst du, wer der ist? Er heißt Jesus Christ, der Herr Zebaoth,
und ist kein andrer Gott, das Feld muss er behalten.

藉我們力量並無作為，我們將快失敗。那正
義的人為我們爭戰，是上帝親自揀選。您問
這人是誰 ? 他名耶穌基督，萬軍的主，並沒
有其它的神，那戰場他應該守得住。

3. Und wenn die Welt voll Teufel wär und wollt uns gar verschlingen,
so fürchten wir uns nicht so sehr, es soll uns doch gelingen.
Der Fürst dieser Welt, wie sau’r er sich stellt, tut er uns doch nicht;
das macht, er ist gericht: ein Wörtlein kann ihn fällen.

當世界被魔鬼充滿而它幾乎要吞噬我們，我
們並不太恐懼，我們應該可以勝利。這世界
的首領展示它如何兇猛，（但）對我們沒影
響。它所作的，已被審判，一句話（道）可
使它倒下。

4. Das Wort sie sollen lassen stahn
und kein Dank dazu haben;
er ist bei uns wohl auf dem Plan
mit seinem Geist und Gaben.
Nehmen sie den Leib,
Gut, Ehr, Kind und Weib:
lass fahren dahin,
sie haben’s kein Gewinn,
das Reich muss uns doch bleiben.

這話遠勝魔鬼，無論它喜歡與否。 祂按計劃
與我們同行，藉祂的靈和恩賜。惡魔取去（我
的）身體，美善、婚姻、孩子，及妻子，縱
然這些失去（乘航遠去），它們（惡魔們）
沒有獲勝，上帝國度為我們保存。

馬丁 ‧ 路德經過對當時教會的現象的分析、聖經深入的

（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一方面表達在被圍困中

研究，重整他對基督信仰的理解，提出教會牧養改良的

的感受；另一方面表達對上帝能力的信任，又將正確教

方法。可惜，路德的善意卻換來教會建制的敵意，1520

義表述。

年他已經被驅逐出教，他的生命隨時有危險。面對眾多
的反對聲音和力量，面對生命的威脅，他向上帝禱告，

總結

他內心有恐懼；但是他知道上帝是他堅固保障。他很清

在一個眾說紛紜的時代，我們應該回歸聖經、回歸基本

楚魔鬼一直在攻擊他、攻擊教會，他完全明白他不可能

信仰、毋忘初心、認真地以基督信仰作為人生指導思想。

應付。在四面受敵的情況底下，路德完全依賴從死復活

在思想混亂的狀態中，我們恐懼失去原來擁有的、我們

的耶穌基督。路德已經有心理準備死亡，他深信真理已

很希望得到安全感，我們的盼望可能是甚麼都不改變。

經勝利，他不需要驚怕。因為上帝的道是最有力量的。

不過，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亦是不敢面對現實的態度、

路德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聖經的說話。有上帝的說話

更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觀。我們不可能盼望世界不改變；

表示有上帝的同在，並且有聖靈的恩典。路德不以性命

我們只能夠盼望在上帝的應許中沒有改變。在任何情況

為念，他有殉道心志，知道上帝的道會繼續興旺，上主

中，上帝的應許都會實現、上帝對我的愛都沒有減少；

國度永久長存。路德的事奉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只有增多。在我沒法面對的情況底下，我不是孤單前行；

但是他禱告依靠上帝，一步一步前進。「千古保障歌」

而是上帝與我同行。願上帝賜福大家，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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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磐基長老 生平史略
歷史小品

引言：本會前會長薛磐基長老 (1937-2011)，是本會重要的領袖。
薛長老在任會長期間，崇真會與海內外很多機構、差會建立穩健
關係，透過不同的網絡，讓崇真會的堂會領袖和信徒的視野更為
廣闊。1984 年薛長老 47 歲時獲選為崇真會會長，一直擔任此
職至 2000 年共十六年之久，共歷八屆；同時，薛長老在教會內
外擔任很多領導職位，對每個機構和組織都貢獻良多。薛長老為
人謙遜有禮，是位平易近人的長老，他樂於提攜後輩。從薛長老
的一生，我們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愛對祂僕人的無微不至。今期讓
我們認識這位長老的故事。
( 本文取自《活著為耶穌：薛磐基長老紀念冊》[ 頁二至十 ])

生平簡述
薛磐基長老祖藉廣東省新會縣，1937 年 3 月 19 日出生
於香港大澳，是家中幼子，有兩位兄長，一位妹妹。自幼
聰慧勤奮，學習專心，待人接物忠厚親切，極得家人及朋
輩愛護。其父親薛章濤校長任職筲箕灣崇真小學，1940
年代居於巴色道崇真堂側，當時長老和兄長每天乘電車後
再步行上西半山區求學於聖保羅書院。這時期的鍛鍊及教
育培養出長老堅忍謙和的性情，同時開始認真追求真理，
聖保羅書院的校訓「寅畏上主是為智之本」亦成為長老一
生的腳前明燈。

長老少年時代決志信主，於聖光堂領受洗禮及堅信禮，參
與詩班事奉及青少年活動。長老天賦美妙雄渾歌喉，音色
層次分明，感情豐富，極有感染力，曾隨胡然教授及周宏
俊老師習聲樂，演唱藝術歌曲或獻唱聖詩均極投入，引領
聽眾進入藝術境界，令人難忘。

港大 ‧ 教會
長老生平堅持以基督無私的愛服務教會及社群，這信念形
成於他就讀香港大學受業於羅香林教授的時代。羅教授於
1977 年至 1978 年任崇真會會長，長老隨後於 1984 年至
2000 年任崇真會會長，凡十六年之久。能夠追隨恩師的
腳步服侍教會，長老深感恩寵，自此努力實踐他的信念，
以崇真會為起點，漸次擴大服務範圍至其他機構。為了紀
念此時期，他特別在香港大學百周年的建設百周年校園籌
募活動中，捐獻了一塊紀念磚，磚上刻上長老年青時所作
的詩句 - 「青蔥歲月留港大，堅強信念存胸懷」。他能
以平信徒的身份，服務以致領導多個團體，認識各教會領
袖，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服待教會，他知道這是神對他恩
上加恩，他唯求神力上加力。長老患病後仍常記念各項工
作的進度，感到自己服務有不足之處，而各同工亦常來探
望，談起工作常能令長老精神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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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公職

結婚
在 1968 年夏季長老與邵麗紋姊妹結束愛情長跑，在筲箕
灣崇真堂舉行婚禮。他們一起參加教會詩班及青年團契，
志趣相投，信仰相同，同蒙恩典，天父賜予他們二子一女，
從二人世界開展變成一個三代十一人的大家庭。在養病期
間子女及孫兒女常陪伴左右，老少相聚樂陶陶，歡笑聲、
琴音歌聲不絕，盡享天倫之樂，盡享天父所賜恩典，心中
充滿讚美，認為人生無憾矣！

青蔥歲月
十多二十歲時的薛長老是一個文藝青年，喜愛所有文藝創
作，喜愛閱讀中國現代名著，名作家如巴金、魯迅、茅盾、
徐志摩等人的作品更是一看再看。更會寫文投稿，以下是
他的一首新詩：

信念 薛磐基

嫣紅的桃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
南方的燕子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消逝了的是昔日最可珍貴底童心，
當憂悒爬進了那太早悟事底眼簾。
不知多少次了，就只有天上繁星的低喚，
當月亮底睥睨湮沒在浮雲底幽暗；
激動的潮水再三地泛濫著嫩綠的心田，
帶走了青蔥，卻留下碎花瓣瓣！
就這樣地在顛簸的籃中茁壯長大，
沒有感喟，因一切出於主美意的安排；
每一天斬有早上、中午、與黃昏，
深沉底黑夜不過是清晨的前奏！
為此我也不會吝嗇這剎那的等待，
當晶瑩底露水甦醒了佇候中的蓓蕾！
雨過後我會獻上最韾香的燔祭，
為了天邊上新掛起的燦爛彩虹！
1962 年初夏
刊於香港大學文學會 61-62 年刊

大學畢業後長老投身政府工作，任職行政主任，未幾便獲
派往英國深造，於威爾斯大學修讀人事管理文憑。學成回
港後長老曾服務政府多個部門，其中最具挑戰性的工作是
在保安科難民組負責越南難民湧港留港問題。其時長老發
揮他的管理恩賜，迅速而妥善地安置抵港難民，竭力游說
各國領事接收他們，盡力安排他們移民到合適的國家。這
議題不單在香港引起注意，在國際間更是一個熱門議題，
長老斐然的工作成績至今仍常被記起。
1995 年長老從政府總行政主任的崗位上退下，但他對教
會工作及社會工作卻仍具雄心壯志。其時香港社會普遍求
變，各機構甚至宗教機構的制度及章程均欲有所改革，長
老義不容辭，以其經驗及國際視野傾力參與，嬴得各機構
同工認同，代表宗教界成為香港特區第一屆推選委員會委
員，參與推選第一屆行政長官。自此長老更加努力不懈，
戮力推動教育、醫療、宣教、讀經等工作。2003 年春季，
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長老以他一貫沉穩慈愛的心腸與有
關機構度過經濟及人事危機，後來得到蓬勃發展，證明主
的恩典確是豐沛無限。2004 年長老健康已發生變化，於
冬季進行深腦治療手術以紓縵柏金遜症帶來的不適，同時
亦陸續辭卻各項公職，只餘下少數榮譽職銜。
在壯健時長老比別人多做了一些事情，在軟弱時他又比別
人更加軟弱。此時慈愛的天父相應給他加倍的憐惜、加倍
的愛護。無論是醫護人員、教會弟兄姊妹、朋友或家人，
都對他愛護有加。壯健時的見證是憑著天父給予的智慧和
力量，可以作大事情；軟弱時的見證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愛，
要身邊的人以愛連結，以歎息和禱告來互相支持。無怪長
老太太說長老身旁常有天使圍繞，常有出人意料的平安，
事情還沒有祈求便已蒙應允！這幾年來家人目睹長老一直
承受病患的不適，但是他卻從沒有任何投訴，可見他對天
父的安排是絕對順服，仍然以愉快的心情來接待探訪的弟
兄姊妹和朋友；茶聚之中長老雖說話不多，但所說的常能
補眾人之不足；偶然會流淚，那是因為見到親愛的弟兄來
了，他出自真誠的熱淚都被主收在皮袋中了！原來長老早
已默默倚在天父胸懷裡，天父就是他的安慰，他的力量和
智慧的源頭！
2011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 時 17 分長老回天家了，家人都
圍在床沿，輕聲唱著「活著為耶穌」，各人眼眶含淚，內
心雖滿有平安，感情上卻是依依不捨！就在詩歌中長老告
別了，跨步進入那光明寧靜永恆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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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之地見異象
靜思恩言

馬鞍山堂 | 羅釨旗傳道

「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
天就開了，得見上帝的異象。正是約雅斤王被擄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
以西結，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以西結書一 1-3）

自國，北國以色列先被亞述大軍所滅（主前 722

從所羅門王死後，以色列隨即分列為南、北兩

年）；後來南國猶大在巴比倫大軍的圍城下投降（主
前 597 年）。當時作王的約雅斤及一大批官員及國民
被擄到巴比倫去，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另立了約雅
斤的叔叔為猶大的王。（王下廿四 8-17）以西結就
是在這一批被擄的人之中，從猶大被擄到外邦迦勒底
人（即巴比倫）之地，過着離鄉別井的生活。
在被擄後的第五年在迦巴魯河邊，以西結得見從上而
來的異象。被擄不同於今日我們所認識的移民，這是
在極不情願之下，被擄到「敵人」的地方。寄人籬下
的生活，沒有身分也沒有地位，被人歧視甚至被戲
弄。被擄的生活是一首哀歌，從詩篇第一三七篇可以
反映到被擄之民的苦況：「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
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
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

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詩一三七 1-4）
被擄之民正在絕望、困苦的時刻，上帝就藉着異象臨
到。正當人認為沒有上帝的地方，上帝就選擇在這個
地方顯現，扭轉與更新我們的屬靈視野。《以西結
書》就是在一個被擄的處境下寫成，書中的訊息包
括：上帝的審判，人為何落得如此的境地，究竟當
中人有甚麼需要反思與檢視，人要從失敗中學習。同
時，也包括安慰與盼望，異象的顯現是上帝要祂的子
民知道，祂並沒有遺棄他們。祂會與困苦的人同在，
上帝仍在掌權與統管歷史，祂必審判，祂也必拯救。
同樣，當基督徒正面對困苦、壓迫時，不應只望着令
人感到困苦、無助的地方或人事，嘗試從另一個角度
察看，你會發現有另一種的體會、啟發或亮光。「天
就開了，得見上帝的異象。」

祈禱：
上主啊！不論我們處於甚麼的境況中，無論是順境或逆境，
或是多麼絕望的困難中，仍能把目光的專注放於主祢那裡。
從祢那裡得著盼望的源頭，從新點燃起對主的依靠與盼望。阿們。

總會消息
• 一年一度的同工迎新日已於 2021 年 11 月 9 日在總會舉行，
當天共 19 位新同工參加，當天有朱永生總牧、梁金華副
總牧和張愛思執行幹事的講解，讓各堂新聘任的教牧同工
和幹職同工能夠更認識崇真會的歷史、體制、及行政等，
以幫助他們更快適應這個大家庭。
• 本年度按立禮於 2021 年 11 月 28 日下午於深水埗堂舉行，
當天按立了將軍澳堂周振邦傳道、深水埗堂劉韻詩傳道及
蔡潔儀傳道為本會牧師，按立救恩堂劉素欣姑娘及新翠堂
梁麗燕姑娘為本會傳道，接納崇謙堂吳俊夫牧師為本會牧
師，鑒於疫情，當天主要安排按立同工的堂會現場出席，
同時亦安排了現場直播，讓未能親身出席的弟兄姊妹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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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參與。願主堅立祂的僕人，忠心事奉，建立信徒生命。
• 有關經濟支援堂會方面，總會收到 2 間堂會申請，共 12
間堂會作出奉獻，總會正作資助安排。總會感謝各堂的關
愛行動，實踐崇真一家，願基督得著榮耀。
• 總會將於 2022 年 3 月 19 日 ( 六 ) 在深水埗堂舉行立會
175 周年會慶感恩崇拜，感謝上帝的恩典和保守，讓本會
無論在動盪不安的年代或者安穩的年代，都有上帝的帶
領，讓眾兄姊經歷上帝不變的愛和大能的手時刻的帶領。
感恩崇拜當天蒙李思敬博士擔任講員，盼望各堂積極呼籲
弟兄姊妹出席。

動盪 中的

盼望

旺角堂 | 陳阮素傳道

書名：《 上帝在看 》─ 亂世中擇善而行的小人物
作者：高銘謙
出版：明風出版社

小

信的我們，有時會懷疑上帝在生命中缺席了？又或

對比去刻劃，如夏

是置我們於不顧？上帝不會，上帝在看。

甲的看見與看不

這是一本關於聖經舊約小人物的書，一共記載了十個關於
小人物的故事。如果你喜歡舊約，又喜歡觀察小人物，這
書不容錯過！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小人物，更加不要錯過，
因為故事告訴我們，上帝正在看我們。

見。有時則用兩個
不同人物的做法，
如摩西媽媽的放
手與摩西妹妹的
不放手，在放手與

這些故事以三個大時代作為背景，分別是遠古、士師，以

不放手的弔詭中，

及君王大時代。有時一篇故事會出現多個小人物，作者雖

反映她們所做的，

稱呼他們是小人物，但提起他們的名字，只要大家稍為涉

都在上帝的心意

獵過聖經的，也不會對他們感到陌生。

與計劃當中。

在遠古時代的故事裡，我們見到亞伯蘭妻子撒萊的使女夏

作者說，我們很多時候都為自己計劃太多，想得太多，彷

甲、在埃及的收生婆、摩西的母親和妹妹。在士師時代，

彿一切也在自己的時間表裡，其實上帝一直在參與、在工

有妓女喇合、帳棚女子雅憶、向基甸顯現的天使等。到了

作。當摩西媽媽無可奈何地將嬰孩摩西放手時，等同以信

君王時代，作者選了瘸腿王子米非波設、以色列君王亞哈

心來表明這個世界還有祂。上帝從來不會放棄任何一個邪

大臣俄巴底、以利沙用神蹟去拯救的一位窮媽媽和一位富

惡的世代。

媽媽，還有小婢女如何用平凡智慧說服大人物乃縵，讓他
的皮膚病得醫治。
筆者認為，此書有趣的地方，是將人物的不同心理狀態作

這些小人物的信心與勇氣，都十分值得我們學習。無論我
們有多微小，上帝都看見我們，並且看顧著我們！這是何
等的安慰！別輕看自己啊！更要相信上帝！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總會差傳部

• 透過社署安排的全港性賣旗日抽簽儀式，很感恩本部可以藉
後備籌號獲取下年度賣旗日：2021 年 6 月 11 日 ( 星期六 )。
祈請各委員、堂會和學校預留時間予以支持。2021 愛心券
籌款活動已於 11 月 28 日順利完結，點算工作正進行中，謹
此多謝各堂會、學校及委員的鼎力支持。

• 總差的事工在疫情下緩慢進行，短宣行程不知何日可以開
關，企盼明年暑假前可以短宣。

• 感謝社會福利署的資助，大踏步兒童發展中心的流動訓練車
已於 2021 年 10 月正式啟用，讓治療師及特殊幼兒工作員
可以更具彈性地為具特殊需要的幼兒
•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成功申請為「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之網絡伙伴機構，並獲撥款一百四十四萬五千元推行為期兩
年的全方位生涯規劃主流化服務。

• 差傳幹事在 10 月時因腳腫病假，前後入院治療十一天，
11 月 3 日回辦公室。感謝弟兄姊妹的代禱和支持。
• 總差已於 12 月 1 日晚與馬來西亞巴色會中文大會合辦第
二次網上短宣，這次「網宣」主題是「齊來崇拜」，有
247 人出席，以詩歌和小組形式進行，加長分組時間，讓
兩地弟兄姊妹有更多時間交流分享。
• 請為總差明年的工作計劃和預算禱告。總差職員會已經開
會草擬明年的預算和工作計劃。明年剛好是崇真會選舉
年，請為新一年的職員和各堂代表禱告，求主使用推動崇
真會的差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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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消息
各海外宣教士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山國疫情已漸漸緩和了。我們已重啟集體聚會，請繼續記
念其確診數字能持續下降。

• 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剛完成在禮賢會香港堂舉行的「轉化生
命的鑰匙」課程，求主保守各學員對課程的內容有美好的吸
收，並能應用在學員的生命中。
• 兆泉牧師和佩玲師母將從 12 月底開始海外任務六個月， 接
受翻譯顧問訓練兼實習 。求主在這個過渡時期賜下智慧和
引導，也在乘飛機和陸路上，主賜下出入平安，保守他們身
心靈健壯，免受感染。

• 各區學徒於 12 月中會舉行畢業禮，完成一年的委身，可
回家過聖誕和新年，請記念各本地學徒能持續委身，而又
有新學徒在新一年立志報名加入我們。

• 在他們離港期間，差會副總幹事將擔任執行總幹事，求主加
力。 記念在這轉變的時期，求主給予辦公室團隊保護和指
引。

• 請記念 6 小隊國際登山隊的這三星期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2 日 ) 的長途旅程，有「靈巧像蛇」的智慧及平安處理所
有突發事情；又有強健的身體能抵禦任何細菌的侵襲（包
括、傷風、感冒、肺炎、作嘔、肚瀉、床虱等）。守望他
們與隊員、挑夫和村民之間的關係，有「馴良像鴿子」的
溝通和合作，行出佳美的腳蹤。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請記念 2022 年 1 月底將有 5 位國際登山隊員完成委身回
國，另外有 5 位新的隊員加入我們。

• 泰國的事工與疫情掛勾，感恩暫時仍可有限度的探訪和進
行事工，請繼續記念。
• 泰國政府公佈，准許酒吧、夜店於 2022 年 1 月中可以營
業，雖然有部份的夜店已在營業中，但為免觸犯法例，所
以並未開始作外展的工作，請記念。

• 請記念潘潘現正接受國際領袖訓練，祈求有智慧做作業和
在工作中可活學活用，請繼續記念在港的爸媽身心健康，
有平安、喜樂和盼望。

• 請繼續記念在港的家人身體健康，及早日認識主。

各堂消息
• 本堂於 12 月 6 日舉行冬季洗禮，接受成人洗禮 5 人、孩
童洗禮 2 人、 堅信禮 1 人及轉會禮 5 人。
• 本堂今年的聖誕及新年聚會如下：
－ 12 月 19 日，於筲箕灣區「Christmas Love 2020」
出隊探訪活動。
－ 12 月 24 日，東區醫院報佳音，詩班錄製聖誕詩歌供
東區醫院院牧事工於平安夜期間網上播出。
－ 12 月 25 日，舉行網上聖誕崇拜。
－ 12 月 31 日，晚上在教會實體舉行守歲感恩祈禱會。
－ 2022 年 1 月 2 日，本堂舉行 160 周年感恩崇拜，並
於晚上舉行 160 周年堂慶，以及朱牧師榮休晚宴。
• 本堂將於 1 月 16 日，午堂崇拜後舉行 2022-2024 年度
執事選舉暨委任堂主任之堂議會。

旺角堂
• 本堂委任朱伯威牧師為署理堂主任，獲總會牧職小組接納，
由 2021 年 12 月 9 日起生效。
• 本堂每年聖誕節 (12 月 25 日 ) 與白田堂、錦泰堂、將軍澳堂、
高怡堂舉行聖誕聯合崇拜，今年因疫情所限，改為只在旺角
堂舉行，並有網上直播，讓四間堂會之會眾在網上參與。

大埔堂
• 本堂已於 10 月 30 日至 31 日舉行教友日旅行，地點是粉
嶺浸會園，共有 69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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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為感恩主日，崇拜中有多位肢體分享感恩見證，
崇拜後設感恩聚餐，共有 40 多人參加。
• 12 月 31 日舉行網上跨年祈禱會，肢體彼此同心禱告，頌
讚主恩。

窩美堂
• 感謝主！今年的「長者主日」一班老友記在主日獻詩，其
中一位長者已經超過 100 歲，祝願 他們各人有健康身體。
• 感謝主！本堂 12 月 25 日聖誕節洗禮日有 1 位嬰孩洗禮，
願上帝的靈引導他，健康快樂成長。
• 因仍有人數限制，今年本堂的報佳音將預先把信息及詩歌
進行錄音。並以小組形式到各村口擺街站播放，以 2 人一
組在村內派發禮物包，眾弟兄姊妹同心地將耶穌降生的福
音傳揚。

救恩堂粉嶺分堂
• 本堂 10-12 月份開辦新一季週五晚間培訓課程：《啟示錄
導讀》，共八堂，由卓誌雲姑娘任教。有 21 位學員。
• 由 11 月開始，本堂「一碗糖水惠老師」關愛行動正式展開。
由教會弟兄姊妹煲愛心糖水或湯水為粉嶺救恩書院教職員
打氣，每月一次。
• 12 月 4 日和 18 日，本堂舉辦「家長鬆一鬆」興趣班，邀
請經驗導師來教授「和諧粉彩」和製作甜品，約 10 位家
長參與。
• 12 月 5 日，本堂廿一周年堂慶感恩崇拜，邀請救恩堂堂主
任姚健偉牧師來證道。粉嶺救恩書院校長率領 10 多位老
師來參與崇拜，共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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