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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個不斷劇變、充滿憂慮、新冷戰、移民潮的時代，香港經歷自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最動蕩、多變的時代。承蒙崇真會總會的邀請，配合您們的年題「重

整生命，活出召命」，我們會從《使徒行傳》五段經文，五段神給保羅呼召

和帶領的經文，反思神如何與我們風雨同行，也讓我們學習如何聆聽神在不同時代的

呼召和聲音，讓我們能與神同行：無論得時不得時，要聽主聲音，要聽主吩咐，作主

的見證人，作主的忠僕。

一、我們信主以先，神對我們已有偉大的藍圖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kings），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
的苦難。」（徒九 15-16）

使徒保羅的呼召經文有幾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首先，這是他清楚信主前，神藉著他本

來要到大馬色抓的領袖口中，得到這呼召的内容。這是神另類的恩典，就是讓亞拿尼

亞作保羅的見證人，證明保羅的歸主是主耶穌自己的意思。保羅不是間諜，不是要假

冒身份混進教會。此外，這呼召裏，清楚列明，事奉的路往往是十架路。主耶穌自己

迎向耶路撒冷時，曾預言：「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可

八31）主在那裏，主的僕人也必在那裏？我常挑戰願意委身事奉主的信徒和教牧：「你

真願意像主耶穌嗎？」若是這樣，你就作這禱告：「主啊，我願意經歷你曾有的經歷！

你曾經歷許多的苦！我也願意！」在逆風時代，接受神的呼召，我們願意親身經歷「基

督的經歷」嗎？神深愛未信主的罪人保羅，讓他能像主，讓他能像主「受許多的苦難」。

第三，神給仍未信主的保羅奇妙的藍圖。不單要傳福音給同胞，也要傳福音給外邦人，

更奇妙的是要傳福音給君王們。羅馬帝國的「君王們」多在那裏？在羅馬！蒙召時，

神的呼召就有廣大的藍圖。在動蕩的時代，要記得：神對我們的生命有藍圖，有偉大

的藍圖！不要被灰心捆綁和佔領！要跟隨神的大使命，成爲向君王，向外邦，直到地

極傳主福音的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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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給他所愛的僕人漫長的磨煉期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們卻都怕
他，不信他是門徒。…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弟兄
們知道了就送他下該撒利亞，打發他往大數去。」
（徒九 26-30）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裡禱告的時候，魂
遊象外，看見主向我說：『你趕緊地離開耶路撒冷，
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裡的人必不領
受。』……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
往外邦人那裡去。』」（徒廿二 17-18、21）

滿腔熱忱、視死如歸的保羅，在大馬色勇敢和公開傳福

音三年。因有人要殺他，他就去了耶路撒冷。但那裏的

門徒不信他，仍非常懼怕三年前「追殺信徒和教會領袖

的魔君」，不信保羅是真正的門徒；可能他們認爲保羅

是奸細。「惟有巴拿巴接待他」，信他。保羅希望留在

名城耶路撒冷「爲主作見證」，但那裏的人「要殺他」；

在許多危險和掙扎中，保羅在二十多年後，分享主給他

當時的帶領，就是拒絕了他的心願，不容許他留在耶路

撒冷，要他回到家鄉大數。直到十一章，巴拿巴因著安

提阿教會的發展，想起前人，「往大數去找掃羅」（徒

十一 25）。這時是保羅自大馬色蒙召時的第十三年。在

保羅蒙召後的第四到第十三年期間，聖經沒有記載保羅

的事奉。多偉大的僕人，神也要讓他們接受艱難的磨煉。

默默無聞在家鄉事奉八到十年，是神給保羅事奉早期的

沉默期、磨煉期。神所愛的，神必磨煉！摩西要經歷曠

野四十年，神才大大使用他。在艱難時代，願作主僕的，

幾年後，神容許他們到當代名城亞細亞的以弗所講道，

建立早期教會的一大基地。但在他們領受馬其頓異象時，

神不容許。所以，嚴格上，「去亞細亞講道」是好計劃，

但這個時候不是神認爲適合的時間。此外，保羅計劃從

每西亞（Mysia）往右去庇推尼（Bithynia），但「耶穌

的靈卻不許」！若研究早期教會歷史，那裏就是後來的

君士坦丁堡、尼西亞、迦克墩的名城。基督教大公信仰

的信條是從尼西亞、迦克墩開始。這些是好的宣教目標

地，但耶穌不許。神比保羅有更大更美的藍圖，要他們

進軍歐洲！因著馬其頓異象，保羅團隊進軍歐洲！我們

往往以爲我們的藍圖最好，我們計劃的時間表最好！但

要記得神的時間表最好！並且神有更偉大的藍圖！神不

要保羅留守亞洲，要他們進軍歐洲！因爲神的藍圖是要

我們「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人」！（徒一 7-8）

五、 行動有時！坐牢有時！坐牢也是宣教，也是
傳道，也是見證！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你怎樣在
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
證。」（徒廿三 11）

建立許多外邦人教會後，保羅得知耶路撒冷有經濟需要，

就到處募款，要幫助耶路撒冷的貧窮人，貧窮的教會。

但做好事不一定有好報。結果保羅在耶路撒冷無辜被誣

告，被抓；險些被害死。最終在該撒利亞坐牢兩年，並

作爲囚犯坐船和沉船大半年後才到達羅馬，又在羅馬坐

牢兩年；前後五年坐牢期。「做好事、幫助人、作好人」

反而要坐牢五年。經歷忙碌的三次宣教行程後，保羅希

望仍然到處走，但神要他停下來、慢下來；給他非常特

別的「安息年」，就是「五年的坐牢」。在這時，主站

在他旁，告訴他，他將要在羅馬為主作見證。二十多年

要銘記：神所愛的，神往往不給他們一帆風順；反而，

神卻多多磨煉他們。讓他們知道，能成就奇事的，不是

瓦器，而是瓦器裏的寶貝，是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是

掌管歷史的真神，是世人的救主耶穌基督。逆風時代，

不用懼怕「我們不能」！「只要神能」，就足矣！經歷

漫長「低沉、沒有成就、被拒絕」期，不是神不愛我們，

而是神要磨煉他所深愛的「寶貝兒女」。

三、神讓所愛的僕人從「低」做起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
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
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
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
召他們所做的工。」（徒十三 1-2）

在保羅的第一次的宣教行程，保羅不是領隊，巴拿巴才

是。在聖靈的呼召裏，排名要分先後。聖靈給的排名，

是巴拿巴先，保羅後。從後來的發展，路加特別記載保

羅在傳道的恩賜，話語的恩賜。但在這行程裏，帶領的

領袖不是保羅！聽從神呼召的僕人，要甘心從「低」做

起！想起神在撒母耳時代所留下的名句：「他從灰塵裡

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

得著榮耀的座位。」（撒上二 8）太快成功的僕人，是

恩典？定是試探？很難判斷。但若我們沒有經歷足夠的

挫敗，我們往往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忘記誰是「主」！

讓我們學習施洗約翰：「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

三 30）

四、神有更大的藍圖！更合適的時間表！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Asia）講道，他們就經
過 弗 呂 家、 加 拉 太（Phrygia and Galatia） 一 帶 地
方。到了每西亞（Mysia）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
（Bithynia）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
下到特羅亞（Troas）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
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
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徒十六 6-10）

保羅想去亞細亞講道，但聖靈「暫時」「禁止」他們。

⋯⋯

我們往往以為我們的藍圖最好，	
我們計劃的時間表最好！	
但要記得神的時間表最好！	
並且神有更偉大的藍圖！⋯⋯

前的呼召要實現了，但不是順風

順水地實現，而是帶著十字架的

艱難去實現。彼得曾拒絕十字

架，三次不認主，剩下的，就是

流淚痛哭。主耶穌再三次呼召他：

「你愛我嗎？」從此，彼得決心

「背上十字架去跟隨主」。經歷强權、同胞和掌權者的

逼迫時，改變了的彼得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

受辱。」（徒五 41）

有些僕人，在艱難時代，甚至要坐牢！若不是為害人，犯

罪而坐牢；若因行好事，幫助人，事奉神而坐牢，就應該

感恩！因爲神看我們「配」，配帶著「主僕」的身份去爲

主受苦！「到處傳教」是見證，有主的呼召和吩咐！但有

些時候，「為主坐牢」也是見證，也有主的呼召和吩咐！

作主僕的，要與神與教會與人風雨同行，關鍵不是留或

去！關鍵不是亞洲或歐洲！關鍵是，無論得時不得時，都

聽主聲音，聽主吩咐，作主的忠僕和見證人！

韓國教會在日本侵略時代，最有名的一位殉道牧師叫朱

基徹牧師。他在經歷漫長逼迫後殉道。他留下的幾句教

導大大感動韓國教會歷代的僕人。「十字架下各各他的

路，儘管艱辛悲苦，但那是主所走過的路！我怎麼能拒

走此路！主的門徒彼得倒掛十架為主殉道！苦難擋不住

我腳步，死也不能攔阻我跟從主路。」他有一個有名的

禱告：「祢身為萬有的主宰卻甘願降世成為卑微之人，

成爲乞丐與痲瘋病人的知己，最後在強盜之間赤裸地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每當人們侮辱與蔑視我時，我常火冒

三丈。但主啊，我豈能奢望那些連祢都不曾得到的善待

與歡迎呢？主啊！我何等渴慕祢的謙卑，我願更像祢。」

主啊！讓我們立志：無論祢領我們何往必去！無論得時

不得時，甚至要坐牢，願祢永不離開我們！願祢加力給

我們，讓我們或順或逆，都作祢的忠僕！主啊，我們何

等渴慕像祢！

〈本文版權屬作者所有〉

「十字架下各各他的路，儘管艱辛悲苦，	
但那是主所走過的路！我怎麼能拒走此路！	
主的門徒彼得倒掛十架為主殉道！	
苦難擋不住我腳步，	
死也不能攔阻我跟從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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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給他所愛的僕人漫長的磨煉期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們卻都怕
他，不信他是門徒。…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弟兄
們知道了就送他下該撒利亞，打發他往大數去。」
（徒九 26-30）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裡禱告的時候，魂
遊象外，看見主向我說：『你趕緊地離開耶路撒冷，
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裡的人必不領
受。』……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
往外邦人那裡去。』」（徒廿二 17-18、21）

滿腔熱忱、視死如歸的保羅，在大馬色勇敢和公開傳福

音三年。因有人要殺他，他就去了耶路撒冷。但那裏的

門徒不信他，仍非常懼怕三年前「追殺信徒和教會領袖

的魔君」，不信保羅是真正的門徒；可能他們認爲保羅

是奸細。「惟有巴拿巴接待他」，信他。保羅希望留在

名城耶路撒冷「爲主作見證」，但那裏的人「要殺他」；

在許多危險和掙扎中，保羅在二十多年後，分享主給他

當時的帶領，就是拒絕了他的心願，不容許他留在耶路

撒冷，要他回到家鄉大數。直到十一章，巴拿巴因著安

提阿教會的發展，想起前人，「往大數去找掃羅」（徒

十一 25）。這時是保羅自大馬色蒙召時的第十三年。在

保羅蒙召後的第四到第十三年期間，聖經沒有記載保羅

的事奉。多偉大的僕人，神也要讓他們接受艱難的磨煉。

默默無聞在家鄉事奉八到十年，是神給保羅事奉早期的

沉默期、磨煉期。神所愛的，神必磨煉！摩西要經歷曠

野四十年，神才大大使用他。在艱難時代，願作主僕的，

幾年後，神容許他們到當代名城亞細亞的以弗所講道，

建立早期教會的一大基地。但在他們領受馬其頓異象時，

神不容許。所以，嚴格上，「去亞細亞講道」是好計劃，

但這個時候不是神認爲適合的時間。此外，保羅計劃從

每西亞（Mysia）往右去庇推尼（Bithynia），但「耶穌

的靈卻不許」！若研究早期教會歷史，那裏就是後來的

君士坦丁堡、尼西亞、迦克墩的名城。基督教大公信仰

的信條是從尼西亞、迦克墩開始。這些是好的宣教目標

地，但耶穌不許。神比保羅有更大更美的藍圖，要他們

進軍歐洲！因著馬其頓異象，保羅團隊進軍歐洲！我們

往往以爲我們的藍圖最好，我們計劃的時間表最好！但

要記得神的時間表最好！並且神有更偉大的藍圖！神不

要保羅留守亞洲，要他們進軍歐洲！因爲神的藍圖是要

我們「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人」！（徒一 7-8）

五、 行動有時！坐牢有時！坐牢也是宣教，也是
傳道，也是見證！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你怎樣在
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
證。」（徒廿三 11）

建立許多外邦人教會後，保羅得知耶路撒冷有經濟需要，

就到處募款，要幫助耶路撒冷的貧窮人，貧窮的教會。

但做好事不一定有好報。結果保羅在耶路撒冷無辜被誣

告，被抓；險些被害死。最終在該撒利亞坐牢兩年，並

作爲囚犯坐船和沉船大半年後才到達羅馬，又在羅馬坐

牢兩年；前後五年坐牢期。「做好事、幫助人、作好人」

反而要坐牢五年。經歷忙碌的三次宣教行程後，保羅希

望仍然到處走，但神要他停下來、慢下來；給他非常特

別的「安息年」，就是「五年的坐牢」。在這時，主站

在他旁，告訴他，他將要在羅馬為主作見證。二十多年

要銘記：神所愛的，神往往不給他們一帆風順；反而，

神卻多多磨煉他們。讓他們知道，能成就奇事的，不是

瓦器，而是瓦器裏的寶貝，是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是

掌管歷史的真神，是世人的救主耶穌基督。逆風時代，

不用懼怕「我們不能」！「只要神能」，就足矣！經歷

漫長「低沉、沒有成就、被拒絕」期，不是神不愛我們，

而是神要磨煉他所深愛的「寶貝兒女」。

三、神讓所愛的僕人從「低」做起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
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
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
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
召他們所做的工。」（徒十三 1-2）

在保羅的第一次的宣教行程，保羅不是領隊，巴拿巴才

是。在聖靈的呼召裏，排名要分先後。聖靈給的排名，

是巴拿巴先，保羅後。從後來的發展，路加特別記載保

羅在傳道的恩賜，話語的恩賜。但在這行程裏，帶領的

領袖不是保羅！聽從神呼召的僕人，要甘心從「低」做

起！想起神在撒母耳時代所留下的名句：「他從灰塵裡

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

得著榮耀的座位。」（撒上二 8）太快成功的僕人，是

恩典？定是試探？很難判斷。但若我們沒有經歷足夠的

挫敗，我們往往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忘記誰是「主」！

讓我們學習施洗約翰：「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

三 30）

四、神有更大的藍圖！更合適的時間表！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Asia）講道，他們就經
過 弗 呂 家、 加 拉 太（Phrygia and Galatia） 一 帶 地
方。到了每西亞（Mysia）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
（Bithynia）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
下到特羅亞（Troas）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
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
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徒十六 6-10）

保羅想去亞細亞講道，但聖靈「暫時」「禁止」他們。

⋯⋯

我們往往以為我們的藍圖最好，	
我們計劃的時間表最好！	
但要記得神的時間表最好！	
並且神有更偉大的藍圖！⋯⋯

前的呼召要實現了，但不是順風

順水地實現，而是帶著十字架的

艱難去實現。彼得曾拒絕十字

架，三次不認主，剩下的，就是

流淚痛哭。主耶穌再三次呼召他：

「你愛我嗎？」從此，彼得決心

「背上十字架去跟隨主」。經歷强權、同胞和掌權者的

逼迫時，改變了的彼得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

受辱。」（徒五 41）

有些僕人，在艱難時代，甚至要坐牢！若不是為害人，犯

罪而坐牢；若因行好事，幫助人，事奉神而坐牢，就應該

感恩！因爲神看我們「配」，配帶著「主僕」的身份去爲

主受苦！「到處傳教」是見證，有主的呼召和吩咐！但有

些時候，「為主坐牢」也是見證，也有主的呼召和吩咐！

作主僕的，要與神與教會與人風雨同行，關鍵不是留或

去！關鍵不是亞洲或歐洲！關鍵是，無論得時不得時，都

聽主聲音，聽主吩咐，作主的忠僕和見證人！

韓國教會在日本侵略時代，最有名的一位殉道牧師叫朱

基徹牧師。他在經歷漫長逼迫後殉道。他留下的幾句教

導大大感動韓國教會歷代的僕人。「十字架下各各他的

路，儘管艱辛悲苦，但那是主所走過的路！我怎麼能拒

走此路！主的門徒彼得倒掛十架為主殉道！苦難擋不住

我腳步，死也不能攔阻我跟從主路。」他有一個有名的

禱告：「祢身為萬有的主宰卻甘願降世成為卑微之人，

成爲乞丐與痲瘋病人的知己，最後在強盜之間赤裸地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每當人們侮辱與蔑視我時，我常火冒

三丈。但主啊，我豈能奢望那些連祢都不曾得到的善待

與歡迎呢？主啊！我何等渴慕祢的謙卑，我願更像祢。」

主啊！讓我們立志：無論祢領我們何往必去！無論得時

不得時，甚至要坐牢，願祢永不離開我們！願祢加力給

我們，讓我們或順或逆，都作祢的忠僕！主啊，我們何

等渴慕像祢！

〈本文版權屬作者所有〉

「十字架下各各他的路，儘管艱辛悲苦，	
但那是主所走過的路！我怎麼能拒走此路！	
主的門徒彼得倒掛十架為主殉道！	
苦難擋不住我腳步，	
死也不能攔阻我跟從主路。」

重整					生命
活出      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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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在高中領受全職服侍兒童的呼召，大學
畢業後當了幾年幼師，後來在教會任傳道

助理後就報讀神學再作裝備。2019 年 6 月 15
日，那天我收到神學院的取錄信，晚上在家中一
邊整理行李預備出發去旅行，一邊看著有關金鐘
的報道，那刻我問上帝：「咦，香港而家咁嘅情
況，同時又俾我入到神學院，咁祢想我點？」自
此就踏上不一樣的神學之旅。以往聽過牧者們分
享讀神學時的學院生活，但這三年內，所預期的
都變得不同，在不斷轉變、很多「預料之外」的
環境下渡過。

三年裡停課、網課、復課交替，到教會、機構實
習時經歷聚會模式轉變。在過程中，時常感覺我
們遊走於平行時空。外面槍林彈雨、又或為疫情
奔波忙碌時，但另一邊廂，同時要埋首讀書、
溫習、應付課業要求，有時會覺得「神學生」這
身份很脆弱，甚至覺得是個限制，我內心時常很
渴望，甚至已衝出去作即時的回應，想找自己的
定位。但亦感恩這三年在非常時期內，一邊讀著

教會歷史、原文釋經、教會觀、倫理與牧養等不
同學科，一邊與老師、同學一同作信仰反思，一
同辨識上帝從古至今的作為，這使我有更穩固的	
基礎去作選擇，決定今天要怎樣以我的生命回應
上帝。

「祢想點？祢想我點？」仍是日常的禱告內容，
但每當我在問我要「做」什麼時，上帝都在教導
我認清「祂是誰」，以及「我是誰」。我明白，
上帝是活著、仍在不斷工作的上帝，我更要透過
進深、到地、恆常的信仰反思去緊貼上帝的心
意，反思過程同步配合行動也是必須的；同時，
我作主門徒，亦要委身成為兒童牧者，仍要不斷
倚靠上帝去成長，作上帝的小孩，在多變的世代
中辨識這時代的兒童及家庭的需要，培育從小獻
身作主門徒的新一代。回想自己在回應呼召的一
刻是感動的，但要堅持為上帝擺上確實不易。我
在過去三年，及往後的日子，仍是要靠著上帝的
恩典，與身邊並肩同行的牧者同伴、每個上帝所
深愛的孩子一同迎接每個挑戰。

⋯⋯ 回應呼召的一刻是感動的，
但要堅持為上帝擺上確實不易。⋯⋯

見證文章 救恩堂  |  湯蕙儀執事

預料之外的堅持
靜思恩言

使命山－誓要去

想像使徒們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彼得與
十一使徒大發熱心，高聲說：「你們眾

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

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上帝叫

他從死裏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除祂

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 10、
12）後來，彼得講道又說：「你們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

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

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上

帝所召來的。」（徒二 38-39） 

我們嘗試用使徒馬太第一身的角度了解，相信
會更容易明白他們豪情的來源：｢ 記得主耶穌
被釘十架，埋葬之後，我們的心的確沉了下
去。我們一班門徒師兄弟經過一輪的折騰後，
終於重聚。主耶穌在受難前約定我們在加利利
重聚（太廿六 32）。天使告訴一些門徒姊妹
耶穌復活的消息，要她們通知我們到加利利與
耶穌會面（太廿八 7）。耶穌復活了。

我們當時只有兩個反應：一是接受，一是不接
受；一是前往，一是留在自己的地方；一是出
發到耶穌約定的山上，一是留在自己的安全地；
一是認定耶穌是上帝敬拜祂，一是站在一處指
指點點。｣ 我們是否願意赴主耶穌的約會？

｢ 我們十一個門徒應約到加利利的一個山上
與我們的生命師傅耶穌會面。主耶穌告訴我
們，門徒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彼得師兄，他清楚知道主指示他牧養猶
太人，同時要他開放心懷，接受外邦人信主的
呼聲，使外邦教會和耶路撒冷教會互相合作。
而我呢，我也心繫猶太的同胞。但主從稅吏中
揀選我得福音，使我能明白稅吏的需要。主使
我們明白我們各人的呼召是獨特，我出身的群
體，與我的使命有著密切的關係，使福音可
以傳到那裡。｣ 當馬太聽到主給自己使徒的位
分，他固然興奮；主給他建立門徒，他也感到
驕傲。

耶穌也給了我們大使命，只有遵守，我們的信
仰、我們的教會群體才得以延續下去。

反省：

大使命是一種決定，決定以耶穌為主，要聽祂、接受祂的教導和指示。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廿八 16-19）

錦泰堂  |  李習庸牧師

⋯⋯ 
感恩這三年在非常時期內，	
一邊讀著教會歷史、原文釋經、教會觀、倫理與牧養等不同學科，	
一邊與老師、同學一同作信仰反思，一同辨識上帝從古至今的作為，	
這使我有更穩固的基礎去作選擇，	
決定今天要怎樣以我的生命回應上帝。⋯⋯

重整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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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在高中領受全職服侍兒童的呼召，大學
畢業後當了幾年幼師，後來在教會任傳道

助理後就報讀神學再作裝備。2019 年 6 月 15
日，那天我收到神學院的取錄信，晚上在家中一
邊整理行李預備出發去旅行，一邊看著有關金鐘
的報道，那刻我問上帝：「咦，香港而家咁嘅情
況，同時又俾我入到神學院，咁祢想我點？」自
此就踏上不一樣的神學之旅。以往聽過牧者們分
享讀神學時的學院生活，但這三年內，所預期的
都變得不同，在不斷轉變、很多「預料之外」的
環境下渡過。

三年裡停課、網課、復課交替，到教會、機構實
習時經歷聚會模式轉變。在過程中，時常感覺我
們遊走於平行時空。外面槍林彈雨、又或為疫情
奔波忙碌時，但另一邊廂，同時要埋首讀書、
溫習、應付課業要求，有時會覺得「神學生」這
身份很脆弱，甚至覺得是個限制，我內心時常很
渴望，甚至已衝出去作即時的回應，想找自己的
定位。但亦感恩這三年在非常時期內，一邊讀著

教會歷史、原文釋經、教會觀、倫理與牧養等不
同學科，一邊與老師、同學一同作信仰反思，一
同辨識上帝從古至今的作為，這使我有更穩固的	
基礎去作選擇，決定今天要怎樣以我的生命回應
上帝。

「祢想點？祢想我點？」仍是日常的禱告內容，
但每當我在問我要「做」什麼時，上帝都在教導
我認清「祂是誰」，以及「我是誰」。我明白，
上帝是活著、仍在不斷工作的上帝，我更要透過
進深、到地、恆常的信仰反思去緊貼上帝的心
意，反思過程同步配合行動也是必須的；同時，
我作主門徒，亦要委身成為兒童牧者，仍要不斷
倚靠上帝去成長，作上帝的小孩，在多變的世代
中辨識這時代的兒童及家庭的需要，培育從小獻
身作主門徒的新一代。回想自己在回應呼召的一
刻是感動的，但要堅持為上帝擺上確實不易。我
在過去三年，及往後的日子，仍是要靠著上帝的
恩典，與身邊並肩同行的牧者同伴、每個上帝所
深愛的孩子一同迎接每個挑戰。

⋯⋯ 回應呼召的一刻是感動的，
但要堅持為上帝擺上確實不易。⋯⋯

見證文章 救恩堂  |  湯蕙儀執事

預料之外的堅持
靜思恩言

使命山－誓要去

想像使徒們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彼得與
十一使徒大發熱心，高聲說：「你們眾

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

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上帝叫

他從死裏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除祂

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 10、
12）後來，彼得講道又說：「你們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

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

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上

帝所召來的。」（徒二 38-39） 

我們嘗試用使徒馬太第一身的角度了解，相信
會更容易明白他們豪情的來源：｢ 記得主耶穌
被釘十架，埋葬之後，我們的心的確沉了下
去。我們一班門徒師兄弟經過一輪的折騰後，
終於重聚。主耶穌在受難前約定我們在加利利
重聚（太廿六 32）。天使告訴一些門徒姊妹
耶穌復活的消息，要她們通知我們到加利利與
耶穌會面（太廿八 7）。耶穌復活了。

我們當時只有兩個反應：一是接受，一是不接
受；一是前往，一是留在自己的地方；一是出
發到耶穌約定的山上，一是留在自己的安全地；
一是認定耶穌是上帝敬拜祂，一是站在一處指
指點點。｣ 我們是否願意赴主耶穌的約會？

｢ 我們十一個門徒應約到加利利的一個山上
與我們的生命師傅耶穌會面。主耶穌告訴我
們，門徒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彼得師兄，他清楚知道主指示他牧養猶
太人，同時要他開放心懷，接受外邦人信主的
呼聲，使外邦教會和耶路撒冷教會互相合作。
而我呢，我也心繫猶太的同胞。但主從稅吏中
揀選我得福音，使我能明白稅吏的需要。主使
我們明白我們各人的呼召是獨特，我出身的群
體，與我的使命有著密切的關係，使福音可
以傳到那裡。｣ 當馬太聽到主給自己使徒的位
分，他固然興奮；主給他建立門徒，他也感到
驕傲。

耶穌也給了我們大使命，只有遵守，我們的信
仰、我們的教會群體才得以延續下去。

反省：

大使命是一種決定，決定以耶穌為主，要聽祂、接受祂的教導和指示。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廿八 16-19）

錦泰堂  |  李習庸牧師

⋯⋯ 
感恩這三年在非常時期內，	
一邊讀著教會歷史、原文釋經、教會觀、倫理與牧養等不同學科，	
一邊與老師、同學一同作信仰反思，一同辨識上帝從古至今的作為，	
這使我有更穩固的基礎去作選擇，	
決定今天要怎樣以我的生命回應上帝。⋯⋯

重整					生命
活出      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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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念周天和牧師
本會前區牧周天和牧師於今年 2 月 26 日安息主懷，享年 96 歲。 
周牧師是本會受人愛戴的牧者，本會於 2022 年 7 月 3 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在深水埗崇真堂舉行「周天和牧師追思會」，讓我們一起懷念他。
當日現場及網上直播共約有 150 人參與，現將當天的片段在此分享， 
願藉此感謝上帝為本會預備了這位令人愛戴的牧者。

 (1926-2022)

程序

1. 主席周燕鏞會長宣召《詩篇》第一百十六篇 12-13 節：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我要舉行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2. 會眾頌詩【為主而活】（頌主聖歌 211 首）	

3. 播放周天和牧師生平史略短片

4. 懷念分享：	
-	 周李玉珍師母錄影片段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葉菁華院長
	 -	 昔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同事	

	 江大惠老師錄影片段

6. 梁金華總牧師講道，	
講題：「上帝話語職事的僕人」

7. 崇真會聯合詩班獻詩【美哉主耶穌】

8. 懷念分享：	
- 崇真會前任會長廖文健先生分享	
- 崇真會前任總牧羅祖澄牧師錄影分享	
- 沙巴神學院涂恩友院長錄影分享

5. 馮少雄副會長讀經	
《列王紀上》十三章 1-10 節	
李慧芝副總牧讀經	
《列王紀上》十三章 11-25 節

9. 會眾頌詩【成為我異象】

10. 張愛思執行幹事致謝及報告

11. 麥美蓮副總牧師祝福

12. 禮堂外設有周牧師作
品的小型書展，及
贈書自由奉獻，所
有奉獻收入將撥入
「周天和牧師伉儷
助學金」。

13. 本會與崇基學院神
學院一同出版了特
刊，於追思會送贈
出席者。

重整					生命
活出      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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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念周天和牧師
本會前區牧周天和牧師於今年 2 月 26 日安息主懷，享年 96 歲。 
周牧師是本會受人愛戴的牧者，本會於 2022 年 7 月 3 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在深水埗崇真堂舉行「周天和牧師追思會」，讓我們一起懷念他。
當日現場及網上直播共約有 150 人參與，現將當天的片段在此分享， 
願藉此感謝上帝為本會預備了這位令人愛戴的牧者。

 (1926-2022)

程序

1. 主席周燕鏞會長宣召《詩篇》第一百十六篇 12-13 節：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我要舉行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2. 會眾頌詩【為主而活】（頌主聖歌 211 首）	

3. 播放周天和牧師生平史略短片

4. 懷念分享：	
-	 周李玉珍師母錄影片段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葉菁華院長
	 -	 昔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同事	

	 江大惠老師錄影片段

6. 梁金華總牧師講道，	
講題：「上帝話語職事的僕人」

7. 崇真會聯合詩班獻詩【美哉主耶穌】

8. 懷念分享：	
- 崇真會前任會長廖文健先生分享	
- 崇真會前任總牧羅祖澄牧師錄影分享	
- 沙巴神學院涂恩友院長錄影分享

5. 馮少雄副會長讀經	
《列王紀上》十三章 1-10 節	
李慧芝副總牧讀經	
《列王紀上》十三章 11-25 節

9. 會眾頌詩【成為我異象】

10. 張愛思執行幹事致謝及報告

11. 麥美蓮副總牧師祝福

12. 禮堂外設有周牧師作
品的小型書展，及
贈書自由奉獻，所
有奉獻收入將撥入
「周天和牧師伉儷
助學金」。

13. 本會與崇基學院神
學院一同出版了特
刊，於追思會送贈
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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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會立會 周年
會慶活動一覽

日期：2022 年 9 月 9、16 日及 
 10 月 7、14 日（四個星期五）

形式：網上問答遊戲

內容：遊戲以選擇題模式作答，並透過相片展示本會過去的歷史和事蹟， 
讓弟兄姊妹能更了解上帝如何帶領本會走過百多年的歲月。

參加方法：請進入本會網頁連結或掃瞄右上 QR code 回答問題。

完成四次作答後，於 10 月 29 日「ZOOM GAME 175」活動內揭曉答案，
答中全部問題者將獲得會慶獎品一份。

故事背後 — 崇真會歷史問題遊戲

2022

9/9

2022

9/16

2022

10/7

2022

10/14

175 周年會慶崇拜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深水埗崇真堂

講員：李思敬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 )

2022

10/22

Zoom Game 175
日期： 2022 年 10 月 29 日 ( 星期六 )

地點： 網上 ZOOM

內容： 本會歷史遊戲、分享教會未來想法、 
 立志、祝福等。

2022

10/29

重塑教會故事
內容：

訪問本會弟兄姊妹，重塑教會過去歷史
中的大小有趣故事，拍攝成小故事， 
與各堂分享本會過去的事工。

175
本會於 2022 年為立會 175 周年，原定 3 月 19 日為感恩崇拜，惟疫情緣故， 
一改再改，但今年 9 月起的活動將如期舉行，敬請各堂兄姊能踴躍參加， 
現將 9 月至 10 月內的會慶活動列出，如有任何問題，請與總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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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會立會 周年
會慶活動一覽

日期：2022 年 9 月 9、16 日及 
 10 月 7、14 日（四個星期五）

形式：網上問答遊戲

內容：遊戲以選擇題模式作答，並透過相片展示本會過去的歷史和事蹟， 
讓弟兄姊妹能更了解上帝如何帶領本會走過百多年的歲月。

參加方法：請進入本會網頁連結或掃瞄右上 QR code 回答問題。

完成四次作答後，於 10 月 29 日「ZOOM GAME 175」活動內揭曉答案，
答中全部問題者將獲得會慶獎品一份。

故事背後 — 崇真會歷史問題遊戲

2022

9/9

2022

9/16

2022

10/7

2022

10/14

175 周年會慶崇拜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深水埗崇真堂

講員：李思敬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 )

2022

10/22

Zoom Game 175
日期： 2022 年 10 月 29 日 ( 星期六 )

地點： 網上 ZOOM

內容： 本會歷史遊戲、分享教會未來想法、 
 立志、祝福等。

2022

10/29

重塑教會故事
內容：

訪問本會弟兄姊妹，重塑教會過去歷史
中的大小有趣故事，拍攝成小故事， 
與各堂分享本會過去的事工。

175
本會於 2022 年為立會 175 周年，原定 3 月 19 日為感恩崇拜，惟疫情緣故， 
一改再改，但今年 9 月起的活動將如期舉行，敬請各堂兄姊能踴躍參加， 
現將 9 月至 10 月內的會慶活動列出，如有任何問題，請與總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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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   |  馮翠芝傳道

書名：《與自己對話》

作者：帕克．巴默爾（Parker J. Palmer）
譯者：吳家綺

出版社：商周出版

有沒有想過要與自己相遇呢？當我們呱呱墜地的時候，都帶著上帝給
我們與生俱來的天賦，上帝賦予我們每個人最初的我，本來我們一

生就是要成就我生來的這個人（真我）。現實卻是我們一直習慣聽別人、
聽專家、聽世界告訴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過怎樣的生活，很少聽聽
自己生命怎麼說，看它想要我們過什麼樣的生活，如果生命從上帝而來，
為何我們總是往外求而不往內聽呢！

作為信徒，我們也希望活出上帝給我們的「志業」，但作者提醒我們「志
業」並不是用意志求來，它是從聆聽得來。「志業」的英文Vocation 根
源於拉丁文 voice（聲音），不是指追求的目標，而是聽到的召喚。從聆
聽上帝的召喚，我們逐步遇見自己，活出真我。

作者不僅在書中「談志業」，他更是從自己的生命故事「活現志業」。
他與我們一樣在人生上半場不斷從外在的聲音來選擇人生的路，活出別
人期待的自己，被訓練成遠離真我，只朝向可被接受的形象前進。當在
人生的路口迷失，在以為通的道路被封鎖時，作者體會封閉的路和展開
的康莊大道都可以帶給他指引，展開的路徑顯示他的能力，封閉的路則
揭露他的極限，就在生命不斷擁抱能力與限制的過程，作者更信任自己
的天賦，更體現這個真我，活現單單屬於他的「志業」。

書中幾個描述進一步為「志業」具體說明：

志業的最深一層應該是：「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是什麼理由我沒辦法
跟別人解釋，我自己也不盡了解，然而，我就是怎麼都抗拒不了。」（頁
59-60）

畢克納對志業的定義：「它是個人最深的喜悅與世界最深的需要接軌之
處。」（頁 47）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贈禮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體的，來自我體內的有機實
體，就算我把它捐獻出來，它也會自行再造－我自己也是如此。要是我
施予的不是發自我內部的東西，我才會耗用衰竭，同時傷害他人。勉強、
不自然、不實的贈禮，有害無益。（頁 96-97）

「活現志業」不僅往內，也是往下走，因為我們要直面自己的黑暗，穿
過羞辱孕育謙遜，就好像植物需要的腐植質，於是在那片肥沃的土壤，
真我慢慢成長，呈現他獨特的美態。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於 6月 11 日舉行全港賣旗日，謹此多謝各堂會、學

校、社會服務單位的支持，更多謝各位委員參與協助旗站

的工作，使能順利完成。賣旗日的義工逾 2,000 人，其

中大部份為親子義工，共收回 1,350 個旗袋，經點算後，

旗袋收益共 $640,013.23，平均每個旗袋 $474.08，乃

近年之冠！截至 8月 3 日的總收益為 $1,387,226.13 ！

在疫情中的籌款工作能有此佳績，委實是上帝的供應，感

謝讚美主！

• 感謝神！本部幼兒學校暨幼稚園聯合畢業典禮於 8月 5

日順利舉行，又感謝總牧梁金華牧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受疫情影響，是年度的聯合畢業典禮分別在五個場地進

行，畢業生和家長可以透過互聯網一同在線上讚美天父和

聆聽梁總牧的勉勵，畢業生又可親手在各個場地的嘉賓手

中接過畢業證書，全體畢業生更一同以「校園印記」為題，

透過舞蹈及話劇等形式跟嘉賓和家長們分享他們寶貴的校

園生活點滴。

• 本部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邀請參與童亮計劃，

所提交的計劃書已獲接納，五年計劃的總撥款金額為

$71,260,000，按此，本部正積極在沙田區物色合適的處

所作為服務單位，為基層兒童提供服務，以鞏固他們的成

長根基。本部在中西區及深水埗區營運的鄰里支援幼兒照

顧計劃獲得社會福利署延續服務合約至 2024 年 12 月。

總會差傳部
• 7 月 9、16、23 及 30 日（四個星期六），下午 2時至 5

時在禮賢會灣仔堂舉行「本地跨文化訓練」差傳課程，共

有 12 人報名，包括崇真會的 4位弟兄姊妹。感謝神，課

程訓利進行。

• 總差與馬來西亞巴色會中文部於 8月 18 日舉行第三次網

宣。

• 感謝神，為配合 818 網宣，總差於 8月份有短宣隊前往

沙巴訪宣，成員有副部長周振邦牧師和蘇媛慈宣教士。他

們會探訪巴色會在友族事工和無證居民的福音事工，並且

在網宣中分享。請代禱記念他們的行程。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兆泉牧師與太太佩玲師母已完成六個月的海外任務，7月

初平安回港。請繼續記念兆泉牧師未來三年在香港威克理

夫聖經翻譯會擔當總幹事的職務，求主賜智慧和能力給他

在港推動差傳工作，支援會員的需要，也分配時間參與倫

布語舊約聖經翻譯工作。

• 請為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派往世界各地從事聖經翻譯

的宣教士禱吿，他們辛勞工作，面對不同的挑戰；也請記

念差會在港招募新會員的事工。

• 感恩小女兒凱晴剛辭退學校教職，神隨即給她一份新的工

作，教授三名接受在家教學（home	school）的學生，並

且為他們策劃課程。這份工作不但能累積她教師的年資，

也讓她獲得更好的待遇，求主保守她，賜恩典和智慧給

她。下半年也可能開始進修碩士的課程。

• 感恩大女兒凱恩回港繼續在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

心工作，照顧輕度或中度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病人。

求主賜她愛心和專業的照料。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請記念蘇姑娘將於 10 月份回港述職的安排，以及能於述

職前完成曼谷的各事工。

• 請記念隊工的人事改變和張力，求主賜下隊員甘心樂意服

侍主和仰望恩主。

• 請記念爸爸的動脈血管瘤引起的痛楚，以及父母能早日信

主。

• 請記念泰國的雨季來臨，求主保守蘇姑娘的居所不要雨水

入浸。

總會消息

• 周天和牧師追思會已於 2022 年 7月 3日主日下午在深水

埗堂舉行，當天有近 150 人出席，除有本會代表、親友及

神學院同事及學生親臨或錄影分享，亦有本會梁金華總牧

證道，禮堂外設有周牧師作品的小型書展；為記念本會前

區牧周牧師，本會與崇基學院神學院一同出版了特刊，於

追思會送贈出席者。（詳情請參閱 6-7 頁）

• 「長執培訓課程」已於 2022年 7月 28日完成最後一課，

感謝主，有 21 間堂會合共 91 位長執參加，一同學習，彼

此激勵。

• 175周年會慶感恩崇拜將於2022年 10月22日（星期六）

下午三時在深水埗堂舉行，講員為李思敬博士，請預留時

間出席，一同獻上感恩，見證上帝的信實及多年來的保守

與帶領。（其他會慶活動詳情請參閱 8-9 頁）

重整					生命
活出      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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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   |  馮翠芝傳道

書名：《與自己對話》

作者：帕克．巴默爾（Parker J. Palmer）
譯者：吳家綺

出版社：商周出版

有沒有想過要與自己相遇呢？當我們呱呱墜地的時候，都帶著上帝給
我們與生俱來的天賦，上帝賦予我們每個人最初的我，本來我們一

生就是要成就我生來的這個人（真我）。現實卻是我們一直習慣聽別人、
聽專家、聽世界告訴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過怎樣的生活，很少聽聽
自己生命怎麼說，看它想要我們過什麼樣的生活，如果生命從上帝而來，
為何我們總是往外求而不往內聽呢！

作為信徒，我們也希望活出上帝給我們的「志業」，但作者提醒我們「志
業」並不是用意志求來，它是從聆聽得來。「志業」的英文Vocation 根
源於拉丁文 voice（聲音），不是指追求的目標，而是聽到的召喚。從聆
聽上帝的召喚，我們逐步遇見自己，活出真我。

作者不僅在書中「談志業」，他更是從自己的生命故事「活現志業」。
他與我們一樣在人生上半場不斷從外在的聲音來選擇人生的路，活出別
人期待的自己，被訓練成遠離真我，只朝向可被接受的形象前進。當在
人生的路口迷失，在以為通的道路被封鎖時，作者體會封閉的路和展開
的康莊大道都可以帶給他指引，展開的路徑顯示他的能力，封閉的路則
揭露他的極限，就在生命不斷擁抱能力與限制的過程，作者更信任自己
的天賦，更體現這個真我，活現單單屬於他的「志業」。

書中幾個描述進一步為「志業」具體說明：

志業的最深一層應該是：「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是什麼理由我沒辦法
跟別人解釋，我自己也不盡了解，然而，我就是怎麼都抗拒不了。」（頁
59-60）

畢克納對志業的定義：「它是個人最深的喜悅與世界最深的需要接軌之
處。」（頁 47）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贈禮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體的，來自我體內的有機實
體，就算我把它捐獻出來，它也會自行再造－我自己也是如此。要是我
施予的不是發自我內部的東西，我才會耗用衰竭，同時傷害他人。勉強、
不自然、不實的贈禮，有害無益。（頁 96-97）

「活現志業」不僅往內，也是往下走，因為我們要直面自己的黑暗，穿
過羞辱孕育謙遜，就好像植物需要的腐植質，於是在那片肥沃的土壤，
真我慢慢成長，呈現他獨特的美態。

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於 6月 11 日舉行全港賣旗日，謹此多謝各堂會、學

校、社會服務單位的支持，更多謝各位委員參與協助旗站

的工作，使能順利完成。賣旗日的義工逾 2,000 人，其

中大部份為親子義工，共收回 1,350 個旗袋，經點算後，

旗袋收益共 $640,013.23，平均每個旗袋 $474.08，乃

近年之冠！截至 8月 3 日的總收益為 $1,387,226.13 ！

在疫情中的籌款工作能有此佳績，委實是上帝的供應，感

謝讚美主！

• 感謝神！本部幼兒學校暨幼稚園聯合畢業典禮於 8月 5

日順利舉行，又感謝總牧梁金華牧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受疫情影響，是年度的聯合畢業典禮分別在五個場地進

行，畢業生和家長可以透過互聯網一同在線上讚美天父和

聆聽梁總牧的勉勵，畢業生又可親手在各個場地的嘉賓手

中接過畢業證書，全體畢業生更一同以「校園印記」為題，

透過舞蹈及話劇等形式跟嘉賓和家長們分享他們寶貴的校

園生活點滴。

• 本部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邀請參與童亮計劃，

所提交的計劃書已獲接納，五年計劃的總撥款金額為

$71,260,000，按此，本部正積極在沙田區物色合適的處

所作為服務單位，為基層兒童提供服務，以鞏固他們的成

長根基。本部在中西區及深水埗區營運的鄰里支援幼兒照

顧計劃獲得社會福利署延續服務合約至 2024 年 12 月。

總會差傳部
• 7 月 9、16、23 及 30 日（四個星期六），下午 2時至 5

時在禮賢會灣仔堂舉行「本地跨文化訓練」差傳課程，共

有 12 人報名，包括崇真會的 4位弟兄姊妹。感謝神，課

程訓利進行。

• 總差與馬來西亞巴色會中文部於 8月 18 日舉行第三次網

宣。

• 感謝神，為配合 818 網宣，總差於 8月份有短宣隊前往

沙巴訪宣，成員有副部長周振邦牧師和蘇媛慈宣教士。他

們會探訪巴色會在友族事工和無證居民的福音事工，並且

在網宣中分享。請代禱記念他們的行程。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兆泉牧師與太太佩玲師母已完成六個月的海外任務，7月

初平安回港。請繼續記念兆泉牧師未來三年在香港威克理

夫聖經翻譯會擔當總幹事的職務，求主賜智慧和能力給他

在港推動差傳工作，支援會員的需要，也分配時間參與倫

布語舊約聖經翻譯工作。

• 請為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派往世界各地從事聖經翻譯

的宣教士禱吿，他們辛勞工作，面對不同的挑戰；也請記

念差會在港招募新會員的事工。

• 感恩小女兒凱晴剛辭退學校教職，神隨即給她一份新的工

作，教授三名接受在家教學（home	school）的學生，並

且為他們策劃課程。這份工作不但能累積她教師的年資，

也讓她獲得更好的待遇，求主保守她，賜恩典和智慧給

她。下半年也可能開始進修碩士的課程。

• 感恩大女兒凱恩回港繼續在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

心工作，照顧輕度或中度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病人。

求主賜她愛心和專業的照料。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請記念蘇姑娘將於 10 月份回港述職的安排，以及能於述

職前完成曼谷的各事工。

• 請記念隊工的人事改變和張力，求主賜下隊員甘心樂意服

侍主和仰望恩主。

• 請記念爸爸的動脈血管瘤引起的痛楚，以及父母能早日信

主。

• 請記念泰國的雨季來臨，求主保守蘇姑娘的居所不要雨水

入浸。

總會消息

• 周天和牧師追思會已於 2022 年 7月 3日主日下午在深水

埗堂舉行，當天有近 150 人出席，除有本會代表、親友及

神學院同事及學生親臨或錄影分享，亦有本會梁金華總牧

證道，禮堂外設有周牧師作品的小型書展；為記念本會前

區牧周牧師，本會與崇基學院神學院一同出版了特刊，於

追思會送贈出席者。（詳情請參閱 6-7 頁）

• 「長執培訓課程」已於 2022年 7月 28日完成最後一課，

感謝主，有 21 間堂會合共 91 位長執參加，一同學習，彼

此激勵。

• 175周年會慶感恩崇拜將於2022年 10月22日（星期六）

下午三時在深水埗堂舉行，講員為李思敬博士，請預留時

間出席，一同獻上感恩，見證上帝的信實及多年來的保守

與帶領。（其他會慶活動詳情請參閱 8-9 頁）

重整					生命
活出      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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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堂

• 9 月份為差傳月，主題：「回應召命、邁步差傳」。

• 9 月 4日，為福音主日，講員為吳綺娜姑娘。

• 9 月 25 日，為家庭主日，講員為林玉巧女士。					

富善堂

• 於 8月份暑假，於救恩書院開辦三個興趣班，包括：桌遊

學習、和諧粉彩及木箱鼓初班。

• 8 月 28 日，舉行教育主日，邀請救恩書院周家駒校長及

眾老師出席崇拜，同頌主恩。

窩美堂

• 感謝神！本堂於 5-7 月份連續舉行了三個講座，如下：

• 5 月 15 日，舉辦情緒講座「重建不一樣的自己」，

• 6 月 12 日，舉辦生死教育講座「反思生死，好好的活」，

• 7 月 10 日，舉辦福音電影「等一個關係」，聚會平均有

40人出席。感謝神！

• 本堂有9位學員用上十多年時間，完成金色《門徒》課程。

他們已於 6月 26日參與第十八屆聯合畢業典禮。

• 今年度有 11 位學員報讀紅色《門徒》課程，將於 9月份

開課。

救恩堂粉嶺分堂

• 本堂全體管委於 7月份一起參與總會培訓部開辦的長執培

訓課程，有美好的學習和分享。

• 本堂各個小組於 7月開始新的周期。新任的組長將接受培

訓。另，新人組由盧永蓮傳道帶領。

• 本堂教牧領袖團隊已於 7月 1日在校外聚會點進行日營。

• 卓誌雲姑娘於 7月 3日起正式轉會加入救恩堂。

• 本堂於 8月 14 日舉行教會大旅行。有近 60位弟兄姊妹和

校內家庭參與。

各堂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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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海外宣教士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請記念由 7月中開始，山國再出現確診數字，我們的團隊

也有確診個案，亦有不少人患上感冒。

• 7-9 月份，各部門都忙於走到八個區域訓練本地學徒，請

記念各導師的旅程和教導。

• 8 月底，將有 9位新成員（5女 4男）加入國際登山隊，

請記念他們預備出發的事，以及到達後各種的適應。

• 新一批成員將會是潘潘自回山國以來，第四隊接待的團

隊，請記念潘潘和另一隊工有體力和智慧與他們同行，並

繼續祈求有適合人選加入牧養團隊。

• 請持續記念爸媽的身心靈強健，常存喜樂平安。

蕃薯家庭 － 麵包國

• 小蕃薯上幼稚園之後，蕃薯家庭計劃搬家至幼稚園附近生

活，方便照顧及接送。可是，蕃薯國最近租金及物價大幅

上升，需要為生活費、搬遷及租屋籌募奉獻，請為蕃薯家

庭尋到合適居所代禱。

 

• 希望新居有以下設施：

	 －	單位有獨立式熱水爐，冬天可以有足夠的熱水。

	 －	可隔音的雙層隔音玻璃窗。蕃薯國的文化是每逢週末開

派對至凌晨，非常熱鬧。現時的居所沒隔音玻璃，派對

音樂很影響睡眠。

	 －	乾淨的食水。

	 －	樓齡不超過 15 年，現時居所樓齡超過 30 年，電力及

供水也出現問題。

	 －	可以使用抽油煙機，現時居所沒有接駁抽油煙機喉管，

無法使用。

雅慈宣教士

• 這個學期的語言學習已過了差不多四個星期了，每個星期

最少要背一百個生詞，另外還有一些句法。好多時都覺得

腦袋裝不下了，祈求有堅忍的心去繼續語言學習，同時有

更多機會將所學到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操練及應用。

• 由於語言的聽講能力進步緩慢，於是決定入住寄宿家庭。

感恩在短短兩星期就找到合適的地方，計劃於8月底搬家。

將來同住的屋主是一位獨居婦人，熱心參與大家庭聚會，

也樂於助人。祈求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及與人共住的生活。

• 隨著新冠疫情緩減，本地大家庭的活動開始回復正常，雅

慈也有機會參加小組活動，認識了一些大家庭成員。期望

能跟他 / 她們慢慢在屬靈上有更多分享及支持。

各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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