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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的話  

楊有志牧師 

每主日教友來到教會，各有各忙，來去匆匆，坐下來閒談的機

會都不多。因此，執事會決定出版家書，期望作為全教會弟兄姊妹
溝通、交流及分享的園地。從而喚起大家愛教會、關心教會，為教
會和教友感恩和禱告。 
 

這是一份互動的家書。 
這是一份關愛的家書。 
這是一份見證的家書。 

 
「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裏的人了，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
2:19-20 
  

保羅勉勵我們，我們是上帝家裏的人，是上帝的兒女，基督徒
之間就像弟兄姊妹一般。我們是與聖徒同國的人，當尋求上帝的旨
意。作為上帝的子民，就要讓耶穌作我們心中的王，聽祂的命而去
行，愛我們身邊可愛或不可愛的人，別人見到我們的好行為，歸榮
耀給我們天上的父。 

 
這是一份屬於大家的家書，除了同工、執事的分享外，歡迎各

教友，以教會事務、個人生活點滴或屬靈體會等等為題投稿。現時
計劃每季出版一期。展望將來更多人投稿，使我們的《家書》成為
雙月刊或月刊。 
 

願主施恩賜福我們每一位。 
 



牧師職份 

楊有志牧師 

   

以弗所書 4:11 節記載「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他所賜的」表明耶穌把恩賜賞賜給教會五種職份

的人。而「牧師」和「教師」是五種職份中的兩種。「牧師」是一個

職份，不是一個稱函、也不是一個制度(未來在家書中再跟大家表述)。 

 

 信義會的觀點：「按立」不是升職。藉著按立，教會除了公開確

認被按立者的職份外，還為他們祈求，求上帝把聖靈的恩賜施予他

們，讓他們可以履行職務。牧師的職份就是教會給予傳道人的召命。 

 

 現時本堂只有一位男牧師，因著教會的事工發展，我們需要按

立一位女牧師以平衡性別上牧養的需要。本人經禱告後，在 2014 年

11 月跟陳教師分享牧職的意思、本堂牧養的需要及本人有意向執事

會提請按立她為牧師，請陳教師在個人的私禱中等候上帝的帶領。

其間本人跟陳教師分享本人在事奉及過去牧會的體會，並請陳教師

安靜及禱告求問上帝的呼召。陳教師於 2015 年 2 月回覆我：「願意

接受教會的安排。」本人於 2015 年 3 月跟正副主席溝通，又於同年

6 月向全體執事會提請陳教師按立牧師職份，又請全體執事為陳教師

禱告。2015 年 9 月執事會正式提案討論，最後會議通過提請陳教師

為牧師。 

 

按本會按牧的程序，必須在教友大會中提案討論按立陳教師為

牧師，並且最少需要得到三份二出席者同意方可向監督提請按立。

陳教師須要經牧師團考核(包括筆試及面試)，考核合格後，安排於

2016 年 6 月 12 日舉行按牧典禮。 

 

我們為著陳教師在按牧上，尋求上帝的心意、她的事奉方向及

其家庭的支持切切禱告。 



按牧感言 
陳玉萍教師 

 

一.我的事奉歷程 

我在 1989 年蒙召入讀信義宗神學院，1992 年 6 月道學碩士畢

業，同年 8 月受召於信義會深信堂作傳道同工，共有三年。 

當時在堂主任張幼麟牧師的指導下，主要牧養兒童、少年、青

年群體，又因堂會在學校內(有幼稚園，小學)，有機會接觸小學生，

負責週會、團契及教導工作。在三年的牧養中，透過不同崗位的服

事︰策劃及推展聖工、講道、教導、主禮、廣傳福音、家校合作、

關顧探訪、輔導等……與牧師、長執及弟兄姊妹一同事奉、學習及

成長，對牧職有更深了解、體會及實踐。 

至 1994 年，大兒子出生，因種種原因，折騰了一段時間，仍找

不到合適的褓母照顧，當時我和丈夫吳牧師祈禱，把這事交託上帝，

上帝給我們感動︰由自己照顧孩子吧！自己教養、栽培，讓他成為

一個愛主愛人，一個傳福音者，再去祝福其他的人。經過掙扎，禱

告後，我在 1995 年暫停了全職的服事。 

但感謝主！上帝對我的呼召、使用，没有因着「全職事奉崗位」

的改變而減少，上帝反倒讓我有不斷事奉的機會。事奉的心志仍然

燃燒。因着丈夫是牧師，他在過去廿多年的牧會中，在兩間堂會服

事︰信義會靈風堂和信義會馬氏紀念禮拜堂，讓我有機會仍在信義

會以師母身份事奉。在這十七年以師母身份事奉中，仍能參與不同

服事︰宣講聖道，崇拜主禮，聖餐襄禮，帶領學校福音工作，教授

主日學，帶領團契，關顧探訪，輔導約談，參與短宣……並有機會

在醫院中進修臨床牧關課程 (CPE)，學習關懷病患者及他的親屬。 

至 2012 年，當兩個兒子成長，分別在教會事奉上帝，見証基督。

我和家人再次思考全時間牧養，當時，自覺雖不是年輕小伙子，但



事奉上帝的心仍然強烈，心裏仍渴望以餘下的光陰服事上帝。感謝

主！就在這時，上帝的帶領便臨到，呼召我到活靈堂作全職事奉。 

活靈堂是一所上帝很祝福的教會，有 66 年悠久的歷史，屹立於

道風山下，成為大圍、沙田區的燈臺。教會內有不同年齡群體，肢

體各有不同恩賜，熱心事主。 

我在這段牧養時期，主要負責宣講聖道、聖餐襄禮、崇拜主禮、

負責關顧部的事奉，教授洗禮班、成青級主日學、帶領少年團、恩

盼團、喜樂組、恩加小組、兒童級主日學等事工。並到醫院探望病

患肢體，亦會探訪會友及新朋友家庭，亦有個別約談、關顧等服事。

藉著這些年月的牧養，上帝透過不同的事奉陶造我，擴闊我牧養的

機會和視野，也讓我更經歷與衪一起同工的喜樂和滿足! 

在 2014 年 11 月楊牧師與我分享活靈堂未來的發展及需要，有

意向教會提請按立我為牧師，請我考慮，並放在禱告中。奇妙的是

與此同時，教會內分別有些弟兄姊妹與我分享：看到教會只有一位

牧師，要牧養二百多位信徒，特別在聖禮上(聖洗和聖餐)，是不足夠

的，教會很需要多一位牧師，詢問我會否願意被按立成為牧師 ? 經

過數月安靜禱告，上帝讓看到教會牧養上的需要，按立成為牧師，

可以藉著聖禮(聖洗和聖餐)，更有效地服事教會，牧養弟兄姊妹。在

今年二月，我回覆了楊牧師的提請，願意接受教會對我這職事的呼

召。 

二.我對聖職的理解 

在信義宗的神學中，我們明白使人得救的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我們因信而稱為義，罪得赦免。 

而對聖職的理解，按《奧斯堡信條 第五條 論教會聖職》內論

聖職「為要使人得著這種信心，上帝設立了教導人的福音和施行聖

禮的職份。祂藉聖道和聖禮這些媒介，將聖靈賜給人；聖靈隨時隨



地樂意在福音的人中生發信心」牧師所宣講所施行的，乃是聖道和

聖禮，前者是可聽聞的，後者是可看見的，都是上帝的話語，叫領

受的人，可以相信，以致得救。 

在《奧斯堡信條 第七條 論教會》教導︰「……教會是一切聖

徒的結合，在其中，福音得以純正地宣講，聖禮得以正確地施行。

教會真正的合一，只要純正地教導福音及施行聖禮就夠了……」明

顯地，牧師服事教會的職份與聖禮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傳道人「完

整」的職事，在於能同時宣講並施行聖禮，如果缺乏了聖禮的施行，

可說對弟兄姊妹未能盡其「完全」的牧養和關愛。接受牧師的職份，

是為了有更「完全」和「完整」的服事。 

而「教師被按立為牧師」，是教會對他/她的一個呼召、一個召請，

對他/她屬靈生命、品格，並他/她對教會的委身和承擔，有一個更大

的肯定和支持。 

三.我在活靈堂的使命與承擔 

神學畢業至今，作全職服事已踏入第七年了，以師母身份事奉

已十七年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一位牧師，因着上帝的揀選，使我

和丈夫都成為祂的器皿，我們自覺不配，這全是上帝的恩典！ 

在活靈堂事奉的日子，上帝讓我看見自己的卑微和不足，不是

嗎？祂揀選世上愚拙的、軟弱的、卑賤的去事奉祂 (林前 1︰27)。

自覺在學識、經驗、口才等都不足，但上帝卻是讓我經歷耶穌基督

這寶貝在我這瓦器中 (林後 4︰7) 顯明祂的能力，不是我能為主作

甚麼，卻是祂藉我成為流通的管子，祝福他人！對我來說，作傳道

人的最大使命和喜樂，就是能傳講上帝的道，教會亦因此而成長。「務

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

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讓人能夠認識基督，並且確

實知道祂是人類生命之主而歸信祂，領受洗禮，並在上帝的道上生

根建造，信心堅固，成為主的門徒，有豐盛喜樂的生命，為主作見



証，這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和喜樂 ! 

我期盼在聖道宣講、聖經的教導上能更進深，藉着進修、閱讀、

學習、裝備自己，並讓弟兄姊妹得到適時的餵養，特別在現今變化

多端的世代中，以真道引導群羊，藉聖道使人心靈得飽足，生活得

亮光，事奉有力，這實在是牧養中重要的職事。 

而有感於上帝賜我關懷別人的恩賜，為人祈禱代求的負擔，我

十分樂意聆聽關心弟兄姊妹的需要，並藉祈禱、交託經遇憂傷、困

難的肢體予上帝，為他們守望，與他們一起同行，並求聖靈親自安

慰和幫助。關懷的恩賜，亦盼望在接待新朋友中運用，特別這段時

間，教會致力發展幼稚園家長福音工作，盼望能以上帝的愛，去接

待及關心家長們，讓他們認識耶穌，在教會中成長。 

此外，我亦在聖禮的職事上有承擔，透過具體的服事︰ 

1. 施行洗禮，(除教會內，也在教會外，為那些危病或因特殊

需要而願意信主者施洗) ，讓罪人因信耶穌，受洗歸入基督

的死而得着永生。 

2. 施發聖餐，(除教會內，並探訪病患及行動不便的肢體，或

到很久沒返教會的弟兄姊妹家中施發聖餐），讓弟兄姊妹能

在這恩典的筵席中，領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體驗上主的臨

在，得著安慰與祝福，生命得以堅固成長！ 

誠然，牧師的職份，不是一份輕鬆的事奉，是需要受職者盡心

竭力的擺上；牧師的職份更不是用來誇耀的職份，乃是甘願作上帝

的僕人，謙卑事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耶穌，才能建立

生命。求主鍳察我、幫助我成為衪喜悅的僕人，盼望大家為我守望，

為我這牧職禱告，讓主更大的使用我，讓更多人得到祝福。阿們！ 

 



臨別贈言 

鄭義森教師 

 

人生就像一個旅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路線，期間交織出不同

的相遇與分離，體會與經歷。感謝主的帶領，使我經歷這段信義會

活靈堂事奉之路。 

 

我要多謝大家，容讓一位當初毫無牧會經驗的我加入，容忍我

多年進行實驗式的「真情」養牧。五年時間轉瞬即逝，每篇道、每

次查經、每個對話也像昨日發生一般的。遺憾的是未能與各人一一

建立深厚情誼、解答各人心中信仰的疑難、滿足各人心中的期望。

不過作為教牧，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能指示與引導人去到上帝跟前與

祂建立關係，並且親身示範如何將信仰融入生活，所以我珍惜每次

教導的機會，完成主對我的託付，求主鑑察與幫助！ 

 

雖然我快將離開活靈堂，但我仍然是信義

會的教牧，大家的消息會「不請自來」。所以

在往後的日子，大家要努力，在聖靈裡合

而為一，各人要看別人比自己強，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我盼

望可以快快在別的堂會和社區，聽到活靈

堂的美名，分享大家努力的成果和喜悅。

我會繼續在祈禱中記念大家！請不要忘記

在主內我們仍然是一起的，願主賜福各位！ 



誰是校監？ 

詹偉基 

沙田信義幼稚園校監 

 

多年前教會委任我在沙田信義幼稚園當校董，其實我並不想承

擔，但也找不到推卻的理由。我對教育工作不太認識，更談不上有

熱誠。在劉碧芳校監和李惠蓮校監的鼓勵支持下，才能完成相關的

任務。但我在這事奉中經歴主的帶領，更深信上主是藉着幼稚園祝

福教會和信眾。 

 

沙田信義幼稚園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以「孩童為本，愛心為

本，美育為本」的精神為沙田社區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從過往收

生財政困難到今天薄有名聲，本園真的經歷了幾許風雨。但最要的

是校董們和參與此待奉者看到了祝福和傳福音的異象。 

 

上主的預備：你可看到原來在六十多年前上主己為我們打造今

天的幼稚園？寛敞的校園，裝備教友在才能、財務和禱告上的支持，

賜與專業的校長教學團隊……。這不是上帝美好的預備嗎？祂的恩

賜真的多於我們所想所求。 

 

遼闊的禾塲：你知道每次幼稚園的活動是上百人參加和座無虛

設嗎？我們看到不單是家長和學生，他們更是上帝的羊，活靈堂傳

福音的對象！教會和信徒們的回應是視而不見或積極行動？主的莊

稼在面前，我們必須起來行動，收成沒法估計。 

 

禱告的孩子：你可同意不懂禱告的教會和信眾是靈命低落的？

我們深信幼稚園要教導孩子知識，更要教導他們禱告，與上帝建立

良好的溝通和關係。也藉此祝福學生們的家庭，祝福我們的教學團



隊。小孩們能長大後在任何境況下

抓緊上帝就成了。我們如此教導小

孩子，就是為了讓他們到上帝面

前，領受基督的愛。 

 

上帝才是沙田信義幼稚園的

校監啊！不要問我們收了多少學

生，只要問我們傳了多少福音；不

要問我們賺了多少錢財，只要問我

們救了多少靈魂，祝福了多少個家

庭。幼稚園不只是我們以基督愛服

務社區的機會，更是我們全教會靈

裡合一和傳福音的契機。你願意來幫忙嗎？能成為基督徒是世上最

寶貴的禮物，我們又能如何報答主呢。 

  



代禱欄 

1. 執事會議決繼續聘請傳道同工，以推動教會事工，為聘牧安排

禱告。 

2. 為教會制定來年的三年計劃和牧養事工禱告。 

 

 

教會資訊 

1. 各會友可登入 http://goo.gl/iYNb0K 查閱本堂行事曆，緊貼教會

近況，同時亦可依網頁指示將教會行事曆匯入個人行事曆內。 

2. 本堂現以「  廣播訊息」發放有關本堂及本會活動資訊，

如  閣下有意接收此類訊息，請到招待處索取並簽回確認回條。 

3. 本家書可登入本堂網頁 http://www.livingspirit.hk 下載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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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教友投稿，詳情請聯絡行政主任。 

 

本堂崇拜時間： 

第一堂 上午 9:00 – 10:15 

第二堂 上午 11:30 – 12:45 

 

編輯委員會：黃根良執事、梁壽康行政主任 

顧問：楊有志牧師(堂主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地址：沙田大圍銅鑼灣山路一號 

電話：2691 2047 

傳真：3011 5226 

電郵：livingsp@elchk.org.hk 

網址：http://www.livingspirit.hk 

http://www.livingspiri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