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活靈家書 

二零一七年七月  第五期 

 
堂主任牧函 

陳玉萍牧師 

                                                  

不經不覺，由一月中做代主任，至今已差不多半年了。

由七月一日起，我更正式成為活靈堂堂主任，這裏要多謝教

會執事和弟兄姊妹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讓我去擔任這重要

的職事。我現在仍在學習中，作為堂主任，要帶領教會事工，

制定和協調教會一切的工作，管理同工和幹事，跟進幼稚園

工作，處理一切教會突發的事情，也要明白及平衡各弟兄姊

妹的需要和意見……真不容易，但既然上帝放置我在這個

崗位上服事，總有祂的心意，我就靠著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去

事奉── 正如保羅所說的「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

能作」。雖不是凡事都盡善盡美，我卻是用心盡力去作，其

餘的事，便以禱告交託上帝。 

 

這段時間，有好些年長或患病的弟兄姊妹在醫院或家中

接受聖洗禮，包括林英好姊妹的父母梁容姊妹，(林榮弟兄，

他於 7 月安息主懷)、朱志明弟兄的母親何蕙英姊妹、郭榮

耀弟兄的弟婦 (張清姊妹, 她於 6 月安息主懷)。另也有弟

兄姊妹患重病需要大家代禱的，楊自力弟兄和康復中的丘

云娣姊妹。 

         

六月份家事會中，談到教會維修事宜和幼稚園事工的需

要，在 7 月開始，我們會因應需要，有多項教會維修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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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園設備工程，詳情可看今期的維

修快訊。 因著楊牧師的離職，我成

為堂主任，同工人手缺乏，我們將

會聘請多一位教牧，負責教會關顧

及成人牧養工作，現已在信義報，

基督教週報和時代論壇刊登誠聘廣

告，請弟兄姊妹為這事禱告，求主

為我們預備一位合適，忠心的同工

與我們一起事奉。另外，今年九月，我們會邀請王國樑弟兄 

(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三年級同學)，到本堂作實習，期

望教會能提供一實習場所予神學生，培育及幫助他們成為

上帝合用的工人。 

 

今期的家書還有 7 月 2 日海宣部差傳節慶及差遣禮的報

導，7 月 9 崇拜事奉人員退修會參與者(李振強弟兄、彭淑玲

姊妹)的分享。見證分享方面，有大 Wing 出發往柬埔寨學習，

短宣前的分享，而喜閱喜悅，就有芍瑤及蕭弟兄的書籍介紹。

還有維修快訊和

教會資訊等資料，

期望大家細閱並

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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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人員退修會感想 

李振強弟兄 

 

感謝上帝讓我參與了由方承方副監督主講的崇拜事奉人

員退修會—成為馨香的祭。 

 

方牧師所分享的道很有力量，使我們醒覺崇拜事奉的中心、

目的和主角是誰。方牧師強調每個事奉崗位對教會的形象及

每位來到教會的人都很重要，所以每人應當「多走一里路」，

意思是每位會友都應該為上帝多做一點事，在自己的崗位上

多出一分力，教會自然有增長、有進步。要知道我們所事奉的

是上帝，不要假借上帝之名來事奉自己，例如：不要為因唱好

了一首詩歌或選擇唱一些自己喜歡的詩歌來「自 High」(自我

抬舉或自己興奮)，這樣，

我們的堂會自然會榮神

益人。 

 

方牧師另外又分享

了他當年做堂會總務執

事時，有一次崇拜的前

一天，堂會的地底渠淤

塞了，他聘請來的通渠

師傅就叫他用舌頭舔水來分

辨流出來的渠水是食水、鹹水、還是糞渠流出的…。當

年的「方執事」為了讓崇拜能如期進行，弟兄姊妹能有一個好

的環境崇拜，方牧師便二話不說親嘗渠水的滋味。他這個愛教

會、在自己崗位上「多走一里路」的心，真使我們佩服。 

聚 

會 

報 

導 



 4 

彭淑玲姊妹 

「一個細細的我

去服侍大大的上帝 , 

還是一個大大的我去

服侍細細的上帝?」 

  

在崇拜事奉人員退修會

中，方牧師提到事奉是 Being(活祭)，不是 Doing(工

作)。我們心被恩感以至 Doing，這是生命的流露，是因着上

帝的恩典和愛，所以我們事奉去回應。事奉不只是屬於個人，

而是屬於群體的行動，並互相影響和彼此塑造，就像主日崇拜

一樣，每一位崇拜參加者都在塑造崇拜，同樣崇拜也在塑造我

們。 

 

感恩活靈堂的崇拜從來也是井然有序，就是如此塑造我。

每主日我就像電話叉電般，靜靜地閃着那叉電燈⚡。崇拜有

很多細節，一環緊扣一環，全賴弟兄姊妹跟教牧同工一起默默

付出，那怕是很微小的崗位。感謝主讓我們能一同事奉，一同

去經歷上帝這份長闊高深的愛，一起經歷「事主蒙福」。 

 

最後附上退修會中一首詩歌的副歌作結： 

 

<立志擺上> 

立志今擺上 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你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你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聚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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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會第六屆差傳節慶暨宣教士差遣禮 

                        陳新興教師 
 

隨著「差傳小戰士」唱著「歡欣」的詩歌魚貫進場，開始
了本會第六屆差傳節慶暨宣教士差遣禮。今年的節慶聚會在
七月二日假本會真理堂舉行，當天也是我們堂會活靈堂的大
日子，因為我們第一次有宣教士，我們的陳詠恩姊妹，願意委
身接受差遣前往柬埔寨宣教，這是一個感恩的日子。 
 

堂會差傳部為鼓勵更多弟兄姊妹能夠參與這次聚會，特別
在崇拜後安排了膳食及交通工具前往，最後我們出席的人數
達六十多眾，並同來見證這次差遣典禮，為此我們感謝上帝。 
 

由於活靈堂是其中一間差遣堂會，我們負責了場地的佈置，
有一班弟兄姊妹為此一早到達會場協助；另外陳詠恩姊妹所
屬的恩曦團契也參與了詩班的獻唱，還有差傳部員和一些其
他團契的弟兄姊妹也以金錢和行動參與了百人獻唱籌款，為
柬埔寨建校出一分力。他們的付出，除了表達他們對陳詠恩姊
妹的支持外，也見證了他們願意宣教的心，齊來服事及參與，
成就上帝的美事。 
 

學者萊特著作「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中，提到上帝宣教
使命的目標是全世界，我們宣教使命的舞台是全世界。今天我
們堂會差出宣教士到柬埔寨服事是一個好的開始，願我們能
夠胸懷普世，看到我們是走在天路上的朝聖團體，目標是直到
全地，直到地極。馬太福音 28 章 19-20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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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代的終結。」願上帝的話語常在我們心中，讓我們毋忘
主耶穌基督託付我們的使命。阿們！ 

聚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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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感激你們的愛】      

陳詠恩姊妹 

 

 我在活靈堂成長，你們尤如我的家人，想到以後不能每星
期見到你們，一起崇拜團契和談天說地，不捨的感覺日漸增加。
還有約一個月，我將要前往柬埔寨的事奉工場。這段日子，每
次返到活靈堂的時候，大家都會緊張地問我：「準備成點?」、
「你幾時要走呀?」、「走之前要食餐飯呀!」......又或者逐一送
給我「愛心的禮物」，關心我到柬埔寨的所缺。因此，若不需
要去其他堂會分享，我會比前更加珍惜仍與你們在一起的日
子，多寒暄一會，記住你們每一個人的笑臉。 

 
其實教會要差宣教士出工場，是需要有很多的資源和

支援。正因為要回應上帝給教會的使命，活靈堂都盡心盡力
去支持宣教士，牧養弟兄姊妹了解宣教的國度。看到 7 月 2

見

證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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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聯合差遣禮，教會執事部和教牧同工的支持，帶領幾十
位弟兄姊妹參與及出席差遣禮，場面感動非常。  

 
還要感激活靈堂差傳部和關懷宣教士小組，其實在我

未出發之先，已經會時常跟進我的需要，為我籌謀，為我祈
禱。他們的愛心更及至我的家人，所以他們將會 11 月帶領
我的家人(媽媽和哥哥)前去柬埔寨探望我，讓他們安心和了
解我的狀況。 

 
你們每一個在我的生命的出現，你們的關心，你們的

禱告，你們的支持…願上帝親自報答，每天有平安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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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部每月書攤 - 屬靈書籍介紹 

「閱讀‧越喜悅：Read more, Rejoice more」 

 

書名：小屋 The Shack 

出版社：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威廉．保羅．楊 Wm. Paul Young 

譯者：陳敬旻 

                                                            

宋芍瑤姊妹 

 

男主角麥克在童年時經常被父

親酒後毒打。雖然麥克沒有一個好父

親為榜樣，但他在長大後是一個很好

的父親，更擁有幸福的家庭。可惜，

在一次露營中，他的小女兒美思被殺，

屍體亦未能尋回。警察只在一間小屋

中發現美思的血跡和衣服。麥克悲痛

不已。他一直都活在怨恨、內疚和傷

痛中。三年半後，麥克收到一封來自

「老爸」的信（「老爹」是麥克的妻

子對上帝的暱稱），邀請他到女兒遇

害的小屋會面。麥克的好友擔心是兇

手設下的陷阱，力勸他不要前去。經過一番掙扎，麥克決定前

往記憶中最痛的地方與「老爹」會面，看看他玩什麼把戲。 

 

 

聖父、聖子和聖靈竟以三個「人」的形象出現在小屋裏。

聖子為中東男子，聖靈為亞洲女子，聖父則是一位黑人婦女。 

書

籍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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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見面，麥克便向聖父、聖子和聖靈發洩多年來埋藏在心底內

的怨恨。聖父、聖子和聖靈耐心地聆聽麥克的每項指控，並且

為麥克預備一份禮物。這本書沒有為「為什麼上帝容許苦難發

生？」提供一個直接的答案。有宗教人甚至批評《小屋》顛覆

了上帝的形象，誤導讀者。但《小屋》確實為受傷者提供了一

條療傷的道路。 麥克問上帝為何要帶他回到小屋時，上帝回

答他：「因為你的心靈一直被困在這裡。」（Because here is where 

you got stuck.）上帝一直邀請我們前往自己內心的「小屋」去

尋找。問題是，我們有勇氣去面對內心深處的那個傷口嗎？要

療癒必須要面對傷害。上帝希望進入我們的「小屋」去醫治我

們，祂也預備了回應我們的疑惑。我們有麥克的膽量去質問上

帝嗎？有人說過「不敢向上帝算賬，便未能真正認識上帝。」

一般在教會的聚會，我們只談及感恩和讚美的說話。上帝只希

望聽到這些說話嗎？還是祂一直等待聽到我們赤祼的心聲?     

唯有真誠地面對自己和上帝，我們才聽到上帝的回應 。 

 

面對自己最深的傷口絕對不容易，我們甚至會感到所需要

的勇氣是超出我們所擁有的。但是，如果上帝定意要幫助你，

你必會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小屋》最令我感動的地方是看

到上帝堅定不移地去尋找和幫助麥克。書中，上帝告訴我們：

「不是每條路都通向我，大部份的路哪裡都去不了，但是我會

走遍每一條路來找到你。」（Most roads don't lead anywhere. 

What it does mean is that I will travel any road to find you.）如以

賽亞書第五十五章所描寫，幫助我們的是一位不具體地成事

必不徒然返回的上帝。面對自己固然困難，但上帝定必會不惜

一切地去拯救我們。 

 

書

籍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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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創世答問 

出版社：國際創造事工(澳洲) 

作者：唐．巴滕、大衛．卡奇普爾 等 

 (Don Batten, David Catchpoole) 

 

蕭弟兄 

 

作為當代的基督徒，我
們難免失去方向。在現今世
代中，不同主義的興起，世
界大局的轉變，抑或是教會
內種種的分歧，對社會議題
的立場，彷佛在社會中為我
們的信仰蒙上陰影。在這樣
的社會中，我們該如何自
處？相信閱畢這本《創世答
問》後，你會找到答案。書中
為讀者對基督教的不少迷思
作出解答，例如神存在的客
觀證明是什麼? 為何神要容
許災難發生? 又或是該隱的
妻子是誰?......凡此種種值得深思的疑問，本書都有所解答。期
望你能從本書中，找到作為基督徒在這社會中該走的方向。 
 

 

 

 

 

書

籍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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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資訊 

1. 6/8 主日為本堂差傳主日，當日只有一堂崇拜，並舉行陳詠恩宣

教士差遣禮。 

2. 中學團契將於 20/8(日)-22/8(二)舉行暑假營會，地點粉嶺浸會園，

費用$250。請向各導師或呂教師報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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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堂 廣播訊息之電話號碼已更改為 9133 5758，已登記接

收廣播訊息之會友請即更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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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方便崇拜時會友入座，先到會友請靠禮堂中央就座及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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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快訊： 

1. 修補禮堂外牆，修補鐵窗及更換破爛玻璃。 

2. 大堂及禮堂樓梯外牆翻新。 

3. 禮堂樓梯底童廁所改建，裝修後可分為男女童廁及一成人廁。 

4. 下層童廁加建座廁及尿兜。 

5. 燒烤場、中層走廊及各層梯級更換不鏽鋼扶手圍欄。 

6. 401, 402 天花橫樑加固及油防水油漆。 

 

所有工程預算於七月底完成(視乎天氣情況) 

 

http://goo.gl/iYNb0K
http://www.livingspiri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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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禮拜日崇拜時間： 

第一堂 9:00 – 10:15 

第二堂 11:30 – 12:45 (附設兒童崇拜) 

 

顧問：陳玉萍牧師(堂主任) 

編輯委員會：陳玉萍牧師、趙慧德教師、陳新興教師、 

呂穎希教師、梁壽康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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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