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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後感言 

陳玉萍牧師 

                                                  

稱呼改變，衣飾轉變，還是.......? 

不經不覺，被按立為牧師已兩個多月了，忘不了六月十二日按牧

典禮那天，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也是我一個事奉的新里程，不是嗎? 

除了信主受洗、結婚、神學畢業、 生孩子 、我想不到還有那個重要

日子是串連我生命圈的。 

 

被按立成為牧師，是我不配的，全是上帝的恩典，感激上主之情，

直至現在心裏仍洋溢著感恩。感謝上主對我的愛、選召與陶造。又在

我的服事上，為我預備雲彩的見證人，成為我的激勵；在事奉中，也

讓我經歷與衪同工的喜樂。 

 

成為牧師，回到教會，弟兄姊妹對我稱呼改變了，由以往稱陳教

師，改稱陳牧師，對大家也是一個適應，在這裏要特別稱讚大家，大

部分弟兄姊妹很快能自動「轉台」，稱我為陳牧師了。感恩我也像大家

那麼「精靈」，也很快能回應大家對我的稱呼。要感謝的是在大家的稱

呼中、眼神中，是帶著一種支持、肯定和欣賞。對我是莫大的鼓勵！ 

 

由教師轉為牧師，這稱謂的改變也有著兩種含義。 

1. 提醒我按立成為牧師，更加儆醒謹守自己崗位、身份和職事。 

每星期日返教會時， 我不再像往常隨意挑選稱心合意的服飾， 而

是穿上牧師衫。 老實說，每次穿起這牧師衫，不其然特別有敬畏



上主之心， 穿上它，代表著一個召命、一個職份，是上主所選召

的一個神職人員 ! 自己的一舉一動更要特別留心(雖然自覺一向

都謹守傳道人的身份 )但現在更要留神，免得上主的名被羞辱。 

另外，因著職份的改變，也更使我在牧養弟兄姊妹上，有更大的

愛心；教會的事奉上，有更大的承擔。牧師的職份真奇妙 ! 

 

2. 因著牧師的職份，在聖

禮上，更能適切亦更擴

闊了我牧養弟兄姊妹

的闊度，而我對履行

牧師聖職，施行聖禮

上有特別的體會。 

很多弟兄姊妹很關心

我，問我成為牧師

後，是否忙了很多，

並關心地說，不要太操勞，要保重呀!小心身體呀 !

我回答說，是的，真的忙了。但心裏是喜悅的，因為能履行牧師

的職份，那是喜樂的。我開始在崇拜中主持聖餐禮，能實際主持

聖餐、祝謝、擘餅、召請、能為未信者禱告、為有需要的肢體祝

福。當中更體驗牧人與小羊的親密關係。 

此外，也會到患病及行動不便的肢體家中施發聖餐，那種感覺也

是很特別的，因為在那小小的家庭中 (被探訪者與探訪員），只有

幾個人，但上主也藉著聖餐，施恩臨在我們當中，更覺上主的慈

愛與奇妙。 

 

成為牧師，也要學習在婚禮中負責證婚，要與一對新人、伴郎、

伴娘、花仔、花女、司琴、及雙方的父母、家人等進行婚禮綵排，也

著實有不少預備和學問。在婚禮正式舉行當天，原來大部分新人因太

興奮、太緊張，在盟誓過程中，忘記了一些重要細節，負責證婚牧師



的我，就擔當了重要角色，正確的提點，保持笑容和鼓勵，原來也很

重要的呢 !而證婚牧師能近距離見證一對新人的婚姻，分享他們的喜

悅，也是令人感動！ 

 

在此，要特別感謝堂主任楊牧師在過去兩個月中，為我在主持聖

餐、負責證婚的事奉上，作出詳盡的講解、細緻的指導！ 

 

還有，施行聖洗，也是牧師重要的職份，這個要留待十二月聖誕

節時，我這個「新手」牧師在當中學習了，相信也會有更深的體會。 

 

總的來說，成為牧師，不單是稱呼改變，衣飾轉變，乃是邁向一

個更被上主使用的一個僕人，願聖靈繼續賜恩帶領我的服事，讓更多

人得到幫助和祝福，阿們 ! 

 

 

 

 

 

 

 

 

 

 

 

 

 

 

 

 

 



新同工介紹 
呂穎希教師 

 
大家好，主內平安。我是呂穎希 Lydia，

在元朗生命堂長大，爸爸是元光堂的牧師。

經過 3 年的神學訓練，終於畢業，來到活

靈堂，開始全職事奉了！預備開始事奉

時，收到父親的鼓勵卡，內裡附著一張當

年父母為我命名並邀請弟兄姊妹出席嬰

兒洗禮的邀請卡，裡面有一段文字： 

 

「穎，穗也，禾之末也；見穎而思實，

期稼之將熟耳。穎，筆之鋒也，士之才

能拔類者也；故超凡脫俗，出類拔萃者

為之穎。 

希者，寡也，罕也；言物之矜貴難得。 

望也。古曰哀莫大於心死，無望也。 

希望在人間。 

然超凡脫穎之珍希乃基督降世，上帝與人同住，罪人藉賴十架而

得享天福。 

基督復臨以終世界之敗壞，人皆望也。 

故明此希，守此希，宣此希乃基督徒之責也。 

再者，子女乃上帝所賜之業；至珍至寶。 

故名之穎希。」 

  

 鼓勵卡內是父親回想起我的成長、蒙召到神學畢業，更想到我出

生，為我命名時的靈感，因而感謝上主一直的帶領和賜下豐足的恩典。

可能那時我的父母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踏上全職事奉一路，獻

上一生，宣揚基督為人間帶來希望的福音。 



 藉此家書出版的機會，向各位弟兄姊妹介紹我名字的由來。來到

活靈堂服事已經兩個多月了，慢慢地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日後可以

更深入的認識每一位，聽你們細說你的名字所蘊藏的意思和寄語。 

 

 願上主賜福大家！ 

 
 
 
 
肢體分享 - 讓「祂」成為我們的第三者 

 

歐陽秀婷姊妹 

 

常聽說，婚姻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族的事。我說：婚

姻是「你」、「我」、「祂」的事，這個「祂」不是別人，是上帝。 

 

很感恩有機會在這裡寫文章，今次打頭炮會說說我們仨的故

事，未來將會訪問教會內不同的已婚或是新婚夫婦，讓大家互相分

享相處之道，或是新手如何處理家居炸彈（笑）。 

 

【你和我】 

先自我介紹，我是恩悅團契

的 Outing，今年 11 月 19 日即

將與家輝結為夫婦。我在年頭毅

然辭職，現在家從事文字工作。

而家輝在一間外國公司裡做

QC，是個顧家大男孩，超級喜

歡運動。我們在教會裡相遇、

相識、相知、相愛，然後即將

要相守一輩子。 

 



兩個大不同的人不經不覺在一起十年了，一個好靜，一個好動；

一個經常負面想太多，一個樂天到「天跌落嚟真係可以當被冚」；一

個凡事以感情主導，一個理智行先……感恩上帝讓這一凹一凸的配搭

剛剛好，經過多年來的磨合，終於找到對的相處方式，就是「罵不

還口，打不還手」，說笑而已。 

 

【你我祂】 

我們兩個年紀差八年，思想觀點截然不同；我們來自不同的團

契、家庭背景，但因著上帝在中間緊緊抓緊我倆的手，讓我們即使

經歷誘惑太多的大學住宿生活，或是踏入新鮮感十足的社會裡工

作，仍然能夠手牽手走到今天。 

 

十年的相處之道的秘訣很簡單：讓上帝做我們的第三者。 

 

在一段感情關係裡，謹記沒有誰是完美，我們都是罪人。或許，

我們有些時候會「火遮眼」說了一些傷害對方的話、做了讓人失望

的事情，覺得自己全對，或是對方全錯。然後，兩人可能爭持不下，

誰都嚥不下這口氣，不肯首先道歉，久而久之在心裡藏了很多刺，

對關係造成極大影響…… 

 

這時候，一定一定一

定要回轉歸向上帝，因為

上帝教導我們：「不可含

怒到日落。」（以弗所書

4 章 26 節），還有「最要

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

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

罪。」（彼得前書 4 章 8

節） 

 

 

老掉牙的分享，但卻一生都在學習。 

 



肢體分享 - 黃玉蓮姊妹見證 
 

大家好。主內平安。 

感謝主，有機會在這裡分享我和我先生的信主經過。我在小學

讀書時認識一位全家信主的同學，後來，我們都長大了，在社會工

作，同學帶我返教會。起初返教會是因為好奇及好玩，崇拜完了，

我們和幾個基督徒去食飯、飲茶很開心。但因路途遠，要轉車再轉

車，我漸漸沒有跟她返教會了。其實我並不信耶穌，就在心裡想：「想

我信祢除非在我樓下有間教會啦」，因我家住慈雲山，樓下全部都是

店鋪，根本就不可能有教會。 

 

隨著時間過去，我拍拖、結婚、生 BB，因兒子漸漸長大，申請

調遷搬來美林村，樓下是沒有店鋪的，過了不久，我樓下有一個單

位裝修，我隱約見到幾個字寫著什麼基督教，什麼的……我突然想起，

心裡曾說過的一句話「想我信祢……」我就很驚慌，真的嗎？祢要我

相信祢嗎？原來我不認識的耶穌是無處不在的，跟著樓下的教會派

福音單張，我便跟著單張所寫的時間返崇拜了。 

 

其實我未返教會的時候，我是個脾氣不好、不愛說話的人，我

容易發脾氣，我也愛打麻將，每逢時節返奶奶家必定和親戚打麻將，

丈夫會讓我先打，四圈後我便會讓丈夫繼續打。但當我信耶穌後，

我的脾氣已經改好了，沒有打麻將，人開朗了，當有不如意、不開

心的時候便向上帝禱告，人就放鬆了，有耶穌在心裡面，就有平安

了。 

 

我是在 1989 年 9 月洗禮的，隨着兒子出生幾個月後，我和丈夫

發覺兒子有一只眼流眼水及發炎，就帶他去看兒科醫生，醫生轉介

看眼科，眼科醫生說是淚管阻塞要做手術，便轉介到浸會醫院做手

術，當日須全身麻醉，原本 15分鐘完成的手術做了差唔多半小時，



手術後醫生對我們說手術不成功， 現階段只能滴眼水及搽眼膏，待

兒子長大些再說。如是者數月後，某星期日丈夫加班，我帶同兒子

接他放工，其間，我們碰見他的同事，同事問丈夫說：「你兒子隻眼

好了沒有？」「唉！他沒有得醫的了，除非是耶穌用口水點一下他的

眼晴吧，就會好了。」及後過了幾天，我們發覺兒子好像沒有流眼

水， 以為對方為兒子抹過眼，彼此都說沒有，過了一段日子兒子的

眼晴都沒流眼水，就這樣好了。 

 

丈夫不經意的一句話，上帝就應允了，上帝的愛就在此顯明了。

兒子得醫治，我相信是個神蹟，因丈夫並不信耶穌，他喜歡賭錢、

食煙、飲酒，最愛打麻將又大男人，不愛做家務(拍拖時這些嗜好和

性格並不明顯)，直到我洗禮後，上帝改變我，我亦希望丈夫可以有

聽福音的福氣，讓上帝也把他改變。 

 

往後的日子，我有向丈夫傳福音，但他都沒回應….直至十年前

我為他祈禱，希望他信耶穌，腦裡面就閃出一句經文(創：12章 1節）

「你要離開本地，去我要你去的地方…」 當時我想，莫非上帝要我

離開現在的教會(我曾邀請丈夫去樓下的教會崇拜及其他多間教會

的崇拜，他都說不適合】。有一次邀請他去葛福臨的佈道會，他便說：

「以後都不要邀請我參加教會的活動了」。我繼續祈禱，2006年中我

來到活靈堂參加崇拜，在 2007 年中便邀請丈夫返活靈堂崇拜，他不

但沒有推我，更一口答應。啊！感謝主！他來到崇拜後說明白講道

內容，還說在活靈堂崇拜很舒服，第二次返崇拜時，他催促我說：「快 

些啦，遲到啦，不要遲到呀！」噢！真的感謝主啊！在 2010年的聖

誕節，他接受洗禮，成為活靈堂的一份子，我同時也轉會到活靈堂

了，上帝是聽禱告的，上帝真的改變了丈夫，他已經不賭錢、不吸

煙、不飲酒，不打麻將，還幫手做家務哩！真的感謝主，是上帝改

變我們的，願榮耀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編者按： 

  本堂在今年二、三月預苦期間，推行「預苦期奉獻盒」活動，

目的希望弟兄姊妹在預苦期學習克己和倚靠上主而非世界，至於「預

苦期奉獻盒」經由弟兄姊妹節省下來的金錢，則用於支持本會永生

堂及工業福音團契在深水埗區貧窮家庭的支援工作，以回應上主呼

召我們關懷鄰舍的召命。 

  下文為本堂邀請永生堂梁永康教師分享他們的社區關懷服事。 

 

永生堂與社關服事 

梁永康教師 

 

基督徒與社關 

1974 年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大會會議，就「社會關懷」成為當今

基督教一大重要議題。當年《洛桑信約》第 5 條「基督徒的社會責

任」，有這麼一段話：「我們在此表示懺悔，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

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

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

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因為這兩方面是我們在神論和人論的教義上，以及我們對鄰舍的愛

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1換言之，《洛桑信約》對「基督徒應

否參與社會關懷」，持肯定的態度！ 

 

永生堂與社關 

這幾年永生堂有相當的

轉變及更新，藉著我們過往參

與領袖訓練「ACTS」及教會

健康診斷「NCD」，我們眾人

在主裡領受了一個共同異

                                                 
1 洛桑信約，http://www.lausanne.org/content/covenant/lausanne-covenant。 

http://www.lausanne.org/content/covenant/lausanne-covenant


象﹕「我們將會是一間熱衷服事人的教會」。上主為我們開啟了教會

的大門，讓社區人士來到堂會；衪亦感動我們，引領我們在深水埗

區內關心我們的鄰舍。弟兄姊妹，我們實在要感謝上主，因衪不單

引領人回到教會，也讓我們在信仰實踐及服事中成長。弟兄姊妹對

社區的認識及投入也加深不少，使我們不會只是單單聽道，而不行

道，為此榮歸上主。 

 

我們嘗試在堂會舉辦的課程及各項活動，讓更多的人接觸永生

堂，認識教會；我們亦採用「關懷佈道」的方式，持續關懷探訪社

區人士；也學習行區祈禱、探望露宿者、關心金輝樓(本堂身處的大

廈)的住客；而二零一五年成立的「社關部」確立了堂會社關服事的

重視，透過「祝福探訪」、「小社區服事日」以及舉辦社區課程及活

動，增加弟兄姊妹能接觸及服事社區的機會，而「總務部」也成立

了「服事師父」隊工，為區內人士作義務維修，種種的事工建立及

安排都沿著上主給我們的異象方向出發。 

 

然而永生堂的社關服事不是這幾年才展開，早於堂會一九五二

年成立而來，永生堂就是開展「信義平民識字班」，使當時教會事工

得到急速發展。其後更申辦「天台小學」，讓更多社區人使受惠。其

間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委託本堂代派救濟物品予當時因火災失去

家園的人。上主引領我們的先賢、長輩，服事及幫助在社區當中身

心靈有需要的人，今天我們重拾他們行過的路，看見上主一直給予

永生堂的異象和使命，行出實踐信仰的足印。 

 

「服事社區‧實踐

信仰」這路，需要祈求

上主賜給我們智慧與

能力，然而永生堂社關

服事的路上並不是獨



行的，我們一直有同行者。過往工業福音團契(工福)成立了「深水埗

貧窮家庭宣教關注組」(深關組)，呼籲深水埗教會一同為社區協調及

合作並分享資源，現時有三十多間教會及基督教機構參與其中，永

生堂亦是當中一員，體現教會合一。而近年我們也與本會社會服務

部合作舉辦「再培訓課程」，冀望能善用上主給予我們的場地，亦能

有效地服事鄰舍。 

 

早前本會的活靈堂，知道了本堂在深水埗社關服事，特意以奉

獻對本堂社關事工的支持及同行。為此實在讚美上主，他們的行動

不單是金錢上的支持，令我們在事奉上能更有效進行之餘，更是因

活靈堂教牧及眾弟兄姊妹的支持和激勵，體現我們是同一個教會，

一個身體，彼此互為肢體的實現。因著這個支持，我們接下來「中

秋祝福探訪」、金輝樓關懷行動、小服區服事日及籌備中的平安夜社

關聚會，也讓我們可以有更好的預備及擺上，為此我們感謝上主，

亦求主使用各項事工，讓更多人認識教會，也讓眾弟兄姊妹在服事

中成長。讓人在我們身上得見基督，阿門! 

 
 
 
 
 
 
 
 
 
 
 
 



喜悅˙喜閱             陳新興教師 

為響應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閱讀日，堂會栽培部於四月份開始，

逢每月第一主日開設書攤借書服務，目的鼓勵弟兄姊妹多閱讀，增進

知識與學問，讓屬靈生命能夠茁壯成長。 

 

Facebook 的創辦人朱克伯格曾經講過，他的 2015 年度大計就是

閱讀。記得自己小時候也曾讀過宋朝文人黃庭堅的一句說話：「三日不

讀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這句說話後來成為我的座右銘，常用

來提醒自己不可懈怠，要多閱讀。後來信主後，明白到信徒除了平常

參加主日學及崇拜聽道外，「自行餵養」或「自行覓食」，多閱讀屬靈

書籍，對生命成長也是非常重要。而當自己進入神學院讀書後，閱讀

更順理成章成為生活一部份，在課堂時涉獵到原來許多屬靈偉人也是

從閱讀中生命得著光照和改變，例如著名神學家奧古斯丁，他就是在

花園中聽到孩童聲音說︰拿起來讀，拿起來讀，於是他打開書本看到︰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因此他將生

命交予主，受洗歸入教會。而信義會的的先賢馬丁路德，也是閱讀到

「義人必因信得生」，使他明白『上帝的義』，明白上帝透過恩典和憐

憫使我們因信稱義，結果他的生命，如他所形容，立時感到重生，像

進入天堂之門，有說不出的甜蜜。更奇妙的是，循道衛理宗的創始人

約翰衛斯理，他從無力和不安中得著復興，正是因為有一天在艾德門

街的一個會社聚會中，閱讀到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序文，描述『上

帝藉着人對基督的信心，在人裏面施行改變』時，突然大受感動，心

中覺得奇異地溫暖，覺得自己確實已藉着信靠基督得着救恩，上帝已

除去他的罪，救他脫離了死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7%90%8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6%9B%B8


弟兄姊妹，閱讀就是穿越時空，讓我們能夠與歷代聖徒、先賢、

學者相通。我們往往只需花上少許時間，就能得到書本作者窮數年，

甚至半生光陰所得來的學問、智慧和經驗。閱讀提升我們的生命質素，

特別在現今的社會，閱讀讓我們能夠擴闊眼目和心思，與時並進，有

獨立判斷，不會人云亦云，不會在濁水中隨波逐流，能夠有能力面對

不斷轉變的社會環境，面對每日不同的衝擊和挑戰。 
 
事實上，閱讀並不只是在「閱」書，而是以一種學習的目光「閱」

人和事，甚至讓我們更懂得謙卑「閱」明上帝的心意和旨意。 
 
願在下次的每月書攤，能留下你的駐足與身影。 

 

 
 
栽培部每月書攤 - 閱讀‧越喜悅 Read more, Rejoice more 

屬靈書籍介紹：認識聖經的八堂課、負傷的治療者、信心日引 

 
我們讀經的態度往往是囫圇吞棗，應付

了事，面對各種文體的經文，好似霧裡

看花，隔靴搔癢；如果「看不懂」、「抓

不到重點」、「與生活脫節」成為常態，

長期下來便無法從中受益，讀經也變成

一樁苦差事。這樣一來，豈不是把珍貴

寶藏埋在地裡了？ 

福音派大師斯托得牧師，在這短短八堂

課中，提供瞭解聖經的八個關鍵。因為

聖經是神在特定的歷史和地理環境下，

藉由特定的民族，啟示讓人得救的真

理，所以為了要瞭解聖經故事，我們就



必須對其背景有所認識。斯托得牧師也進一步幫助讀者明白，在面

對聖經權威，釋經原則及運用等問題時，應掌握哪些原則，才能在

正確的軌道上認識聖經，活出真理。斯托得牧師強調聖經乃是一本

「救恩之書」，藉著基督為世人帶來救贖，所以整本聖經乃是以基督

為中心的。當我們更認識聖經，也將同時對基督有更深更廣的認識。 

 

 「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才可以生存，他愈

甘心樂意進入他和別人都知道的痛苦處

境，就愈有可能成為領袖，帶領追隨者離開

曠野，進入應許地。」──盧雲 

 

「盧雲以親切而有生命洞見的筆觸，提示治

療者要面對人羣及治療者本身的眾假象，並

正視此痛苦及絕望的人生。雖然治療者的使

命是治療，也不得不承認他會受傷，他也沒

有使人得醫治的把握。 

 

馬丁路德是教會歷史中一位十分重要人物，

因為上帝使用他改革了基督教教會。路德是

教授、神學家、前修道士、學者、作家、聖

經譯譯者，以及信仰的護衞者，而「信心」

這個主題則貫穿於他所有著作中，他極力宣

揚因信稱義的道理，並且維護這個教義。本

書原著為德文，現編輯成 365 篇以「信心」

為主題的靈修信息，便於個人靈修閱讀之

用，並附有主題索引，幫助信徒了解信心的

重要、體會信心的奧祕。 

(節錄自基道書室網上資料) 



代禱欄 

1. 為呂穎希教師適應本堂工作禱告。 

2. 為教牧同工與各執事事奉及身體健康禱告。 

3. 為教會制定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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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有意接收最新訊息，請到招待處索取並簽回確認回條。 

3. 登入本堂網頁 http://www.livingspirit.hk，下載家書電子版。 

 

 

 

 

歡迎教友投稿，詳情請聯絡行政主任。 

 

禮拜日崇拜時間： 

第一堂 9:00 – 10:15 

第二堂 11:30 – 12:45 

 

編輯委員會：刁偉明執事、陳新興教師、梁壽康行政主任 

顧問：楊有志牧師(堂主任) 

 

 

http://goo.gl/iYNb0K
http://www.livingspiri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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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