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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快到 2017 年年終，大家忙著什麼呢?可能你要應付校內

考試、趕交功課，做 project。或是你要趕緊在「死線」前提

交你的案頭上的工作，或你有計劃會去旅行、探親 …… ？ 

 

我和幾位教牧同工、執事們忙著什麼呢？這幾個月，我

們都忙著計劃明年 2018 年教會各部和牧養組工作、制定財

政預算，也要撰寫年終報告和總結 2017 年的財政和各項的

收支。我們亦在安排十二月的平安夜聚會、聖誕主日、聖洗

禮、主日學慶祝會、聖誕愛筵等各項工作。 

 

在 這 忙 碌

的服事中，我們

可能都容易忽

略了一個教會

很重要的節期 

─ 將臨期的來

臨(今年在 3/12)。

將臨期(Advent)，

即將來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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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它承接著聖靈降臨期的最後一個主日，基督君王日開始。

在新的一年裏，將臨期提醒我們要預備自己，記念耶穌基督

降生並盼望祂第二次的來臨。讓我們在這段時間以悔罪、盼

望、儆醒、等候主的來臨。 

 

在九月份教友大會中，我們選出了余家輝弟兄、麥穎

欣姊妹、陳文菁姊妹為新一屆的執事。感謝主，我們看見

更多年青人願意出來服侍，十一月的執事會中，執事們亦

互選了，明年執事部主席為梁燕媚姊妹，副主席為老樂華

弟兄，盼望在新的配搭上可以有更美好的承傳、接棒的工

作，亦讓不同群體弟兄姊妹的意見和需要，帶進會議中。

請大家繼續記念未來教牧執事團隊的配搭和事奉，讓教會

成為一個恩典的出口，各人能按上帝所給的恩賜，彼此服

事，互相配搭，建立基督的身體。 

 

今期家書內容非常豐富，有我們的宣教士陳詠恩姊妹的

消息和代禱資料，呂教師所寫的「教會改革運動 500 週年

聯合崇拜」聚會報導，合一團旅行相片、邱玉蓮姊妹和代秀

麗姊妹分享 11/4 教會大旅行花絮、感受。幾位新手爸媽：

余家輝、歐陽秀婷夫婦；黎偉聰、沈詩華夫婦；胡永明、莊

佩珠夫婦 (已有經

驗啊!) ；阮家星、賴

婉瑩夫婦的分享見

證和相片。喜悅喜

閱，有黃根良弟兄、

梁曦文姊妹及老樂

華弟兄的書籍分享

等……期望大家細

閱並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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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聯合崇拜 

呂穎希教師 

 

2017 年 10 月 31

日，就是馬丁路德把

俗稱《九十五條綱論》

的條文釘到威登堡大

教堂後 500 年的日子。

為了紀念這個在教會

歷史很重要的日子，

香港信義宗聯會及香

港基督教協進會合辦了以「從衝突到共融」為主題的聯合崇拜。 

 

正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在歡迎辭中所

說，這次聯合崇拜實在是一個百年實得一遇的聚會。首先，對

於「教會改革運動」不再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各自表述，在這

次崇拜中也有天主教的代表參與其中。其次，這次崇拜不單有

信義宗的教會(包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

港區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港澳信義會、南亞路德會)參與，

還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聖公會

的參與。 

 

本堂亦有不少弟兄姊妹參與了當日的崇拜，除了參與崇拜

見證這歷史盛會外，還有教牧和弟兄姊妹分別參與在詩班、讀

經、司事、聖餐呈獻、聖餐襄禮、崇拜設計、代禱等，在不同

的崗位中一同服待，把榮耀和讚美歸給上帝。 

 

聚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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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大旅行感想 

邱玉蓮姊妹 

 秋天是最美的季節，也是郊遊的好日子。十一月四日，

教會一行百多人到新界旅行，先到濕地公園暢遊，下午在流浮

山用膳，繼而參觀綠田園，最後到屏山文物徑，行程緊密。 
 

到達濕地公園，大家來張大合照，各人臉上都掛著燦爛的

笑容。進入園內，迎面就是貝貝之家，內裡住了一條灣鱷，在

園中已生活了十四年，看牠懶洋洋的在陽光下躺著，雖隔著玻

璃，仍感到牠的凶猛。 
 

沿路往前走，兩旁種植了很多草藥，一棵平平無奇的植物，

叫兩面針，原來是製造牙膏的原料。一棵叫苧麻的植物，其纖

維可用來織布，心裡不禁讚嘆主所造的大地，遍地皆是寶。 
 

漫步來到木橋，橋下是一片濕地，雖看不見雀鳥的蹤影，

但四周寧靜，沿著木橋悠然徜徉，秋風颯颯，很久沒有過的舒

暢平靜感覺。離開濕地公園，來到流浮山，午飯前大家在附近

逛海味店，各人都買了「心頭好」，高興地去午膳，其間還一

起為當天生日的朱媽媽唱生日歌，氣氛非常熱鬧。 

聚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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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兩個景點，綠田園專為兒童而設的遊戲地方，可放風

箏，玩水上單車等……最後是屏山文物徑，參觀昔日原居民的

書齋及鄧氏宗祠，最讓人雀躍是宗祠前的一小攤檔，售賣傳統

食品，如花生糖﹑米通﹑香蕉糕等，非常美味。 
 

總觀整日無論天氣、行程，都是主保守順利、平安、喜樂

和滿足。感謝主！ 

 

教會大旅行感想 ….. 

                        代秀麗姊妹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經過漫

長的炎炎夏日，我們信義會活靈堂一眾弟兄姐妹結伴來到濕
地公園，一覽秋日美景。 

 
清澈的水源，茂盛的植物，灑脫的飛鳥，靈動的魚類，令

我們將憂慮和煩惱一掃而空，不禁感念造物的美好，感謝天父
對我們的愛及賦予我們管理全地的責任。天上的飛鳥天父尚
且養活，我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感謝陳牧師的悉心牧養，令我們更加堅信天父的愛，在天

父的家裡，兄弟姐妹的情誼亦如此溫暖。 

聚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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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團契週年旅行  

2017 年 10 月 7 日 

 

 

 

 

 

 

 

 

 

 

聚 

會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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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可峰出生的見證      

沈詩華姊妹 

 

 這一篇見證我承諾了神要寫很
久了，感謝神用陳牧師的口讓我有
機會把它寫出來。:) 
 

回想懷胎十月，似是神給我的
信心的試煉，頭幾個月我曾多次暈
倒地上被送急症室，之後在唐氐綜
合症篩查中被定為高危，懷胎後期
產檢發現 BB 腳仔不尋常的過短，
可能跟唐氐綜合症有關，看了三個
醫生做過三次超聲波都是同一個
結果。  
 

作為一個媽媽，想過無數可能
性，現代醫學技術告訴我，腹中孩兒很可能不正常，深深感受
到生命不在我掌握之中，只能等到出世後才知道結果。  
 

那十個月無數個日與夜哭過喊過，之後慢慢的藉著禱告， 
試著將一切都交托於神。願神保守我兒健康健全，我向身邊的
親人、朋友、教友甚至同事「求助」，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
也好，希望大家能為我兒向神禱告，每晚我捉著非基督徒老公
的手，開聲向神禱告，我們在那無助的十個月，藉著禱告得到
安慰。我信神會回應我們的禱告，雖然不知道以什麼的樣式，
神會供應，將最合適的給我們，只要我們信，不要定眼於我們
心中的黑暗，要定睛於神，這是這十個月中學到的。 
 
 

見

證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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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8 日，黎可峰健康健全的出生，腳不短，出
生後的檢測中一切正常。感謝感謝神！神往往給你求的要多，
一個平凡的早上，媽媽告訴我願意跟我回教會聽道。 願榮耀
歸於神。 

 

 

 
莊佩珠姊妹 

 
大家好，我是 Candy。感謝主，我的小兒子—胡柏謙於 2017

年 8 月 7 日出生了。 
 

回想整個懷孕過程，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感謝主一路保
守看顧，我和 BB 都能健康平安。另外，特別感恩整個過程一
直有弟兄姊妹為我禱告，令我感到弟兄姊妹的愛和支持。 
 

今次懷孕至 BB 出生後，
我們一家都很體會到「上帝
必會預備」。其中一件特別的
事就是為 BB 命名。我們一直
都想在聖經中為 BB 找名字，
但就是沒什麼頭緒。怎料有
一次當爸爸在崇拜中聽道
時，突然叮一聲，腦海中有個
「謙」字浮現，久久沒有散
去，因此我們決定將 BB 名為
「柏謙」(哥哥名「柏熙」)，
這是上帝給他的名字。 

見

證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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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有柏謙是一個奇蹟，是天父給我們一家的禮物，而且
上帝預備了我們生活所需。常常有弟兄姊妹或朋友慷慨地送
給我們許多物資，讓我們一無所缺，更甚的，上帝為我們預備
了一架車—丈夫公司的上司竟然願意借出他的車輛給我們用！
這幾個月 BB 需要多出入健康院，有車方便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BB 出生後，哥哥柏熙變得更成熟和懂事，
這是上帝給我們另一份禮物！盼望他倆能兄弟同心、彼此相
愛。 
 

感謝主，因上帝早已預備！ 
 
 
 
 
 
 
 
 
余氏的感恩孕記 

余家輝、歐陽秀婷伉儷 
 
余一言，我倆的孩子，上帝賜給我倆的產業，在二零一七

年八月十八日來到這個世界。 
 

感謝上帝在懷胎十月的路上保守帶領。我沒孕吐、沒不適，
吃得到也睡得好，連纏繞我多年的頭痛問題也因懷孕而消失。 
 

另，家輝在我懷胎六月開始全時間在家陪我安胎，這是上
帝所賜予我倆的最佳回憶：我們一起去產檢、聽孩子心跳、從
超聲波看你由小豆變成手腳長長的人仔、聽育兒講座、將家裡

見

證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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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改頭換臉」、搜羅
寶寶用品等等 ⋯ ⋯三人
行，好快樂。 
 

八月十八的凌晨，陣
痛來了。十小時的痛楚，
除了靠按摩，就是靠大
家禱告的托住，用盡最
後一口氣把一言生出來
（本來我用錯力，醫生
差點要用泵把一言泵出
來）緊急關頭，家輝被趕
離場，可惜剪不到臍帶，
但孩子平安出世就好
了。（原來，生仔真係好
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
何不靠任何陣痛方法，
靠自己力量把一言生下來。「為母則強」是真的真的。） 
 

新手爸媽一開始定會手忙腳亂，從不知道他哭甚麼，到現
在聽聲大概分辨到孩子為何哭；爸爸從慌失失幫寶寶洗澡，到
現在熟能生巧，寶寶下水就平靜 mode ON；從一開尿片就「中
招」，被阿仔請飲茶，到現在已經輕鬆駕馭尿尿攻擊。蝦碌事
何其多，但卻讓我們每天都很開心。 
 

「上帝呀，求祢教導我們，養育一言成為一個愛神愛人的
孩子。」這是我倆由懷孕到寶寶出世以來每天臨睡前的禱告。 
 
爸爸喜歡「一」，媽媽喜歡「言」，所以有了你：「一言」。願你
行在上帝的恩典裡，一言一行都靠著上帝，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不要一言九鼎就是了！哈！） 
 

亦願上帝使用我們這個快樂家庭，去感染更多人認識祢！
阿門！ 

見

證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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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分享 

阮家星弟兄 

感謝天父，我們家的小寶貝阮日晴於九月二十四日出
世了，出世時體重約 3.66kg。 
 

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它們作記號，
定季節、日子、年份， 它們要在天空發光，照在地上。」
（創世記 1:14 ，我們希望女兒能認識創造她的上帝）15-
並運用天父給她的才幹服待他人。此外，祝願她常存感恩

。喜樂地成長，的心  
 

也感謝各弟兄姊
妹在太太懷孕期間
及分娩後對我們的
問候與幫忙，也提
供我們很多的物
資，令我們輕鬆不
少 。讓我們經歷上
帝豐盛的恩典及厚
愛，也感受到弟兄
姐妹與我們同行。 
 
榮耀歸神 

 

 

見

證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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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 ─ 大 wing 宣教士 

 

各位活靈堂的弟兄姊妹，

願你們平安！ 

 

柬埔寨沒有四季之分，只

有「雨季」和「旱季」。踏入 11

月，正值「雨季」的尾聲，雨

水減少了，並時常帶點涼風。

尤其早晨和入夜，真的會帶點

涼意，不禁令我想聯想到香港

的「入秋」時分。 

 

我在柬埔寨的生活是十分簡

單 -- 每天定時返 LOC (金邊堆谷信義中心)，整理一下中心

的地方，做一點教學 (團契)的準備工作，溫習柬文，然後下

午 5 時至 6 時半在大學的語言中心上柬文課。逢星期六、日

主要是事奉，帶領團契和主日學。另外，我和「以斯帖」都是

自己煮食，故此，我們都要經常到街市或超市買食物。 

 

柬埔寨人甚少走路，他們大多數人都會駕電單車出入。即

使到市場買餸，都有人會一邊駕著電單車，一邊買餸。當有人

在街上走路，便會有很多 Tuk Tuk 司機問你要不要坐車。故

當我經上在街上走路，漸漸感受到柬埔寨人對我一些奇異的

眼光，說明我是一個「外國人」。因為每星期一至五都要返學，

我後來都買了一架二手單車來代步。雖然馬路的狀況有點危

險，我是有點擔心，但日漸都適應了，而我亦會萬事小心。 

回顧這兩個月，初來報到，我在這邊不能做些甚麼，亦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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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總之，我只希望讓自己的身心靈慢慢適應新的環境。幸

好，我覺得自己真的適應得很好，而且天父亦時刻保守，時常

看見祂的恩典。在工場上，雖然暫時沒有柬埔寨同工協助我們

翻譯，但星期六的團契和星期日的主日學我們如常進行，感恩

的是人數不多但穩定，這就是最美的安排，感謝上帝的體貼。 

一切榮耀歸予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上帝。  

 

代禱： 

1. 求賜工場有合適的新同工(傳道人)，與我們同工。 

2. 求智慧學習柬文，我亦能多嘗試與街坊和學生用簡單柬

文溝通。 

3. 求出入平安，尤其駕著單車往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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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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祈求到靜觀 

作者：譚沛泉博士 

出版：基督教靜觀靈修學會有限公司 

                                                            

黃根良弟兄 

 

這書主要分兩部份，『祈禱

生活的反省』和『耶穌教導我們

祈禱』，共有 13 章節。 

 

書中談到我們很多時候會

透過禱告成就我們想要的事情，

並舉了一些生活例子，如同一處

境，兩個年齡相約的年青人，被

公司解僱，情緒變得緊張、擔憂、

掛慮和不安，又或者是處之平靜，

安然無事，沒什麼大不了，各人所表現的禱告內容便不一樣，

然而我們的心懷意念決定我們對所求的事的觀點和態度。我

們很想成就某一件事情，但原來背後『平安』才是我們最需要

的，神給你的不一定成就你所想的，但祂一定讓你獲得心靈的

平安和滿足，是我們內心心靈深處的需要。 

  

書中也談到祈禱未蒙應允或應允的例子，一些見証人的分

享是怎樣傳達了『神觀』，讓別人怎樣從你身上認識神。如果

我們的禱告未蒙應允，我們會怎樣幫自已解釋和找原因，例如

書

籍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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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找權威的傳道人幫手，代禱的人數不夠多，不夠『神心』

等等，有時我們也會用上一些方法，例如苦行法、群眾法、交

易法等去處理祈禱。 

 

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和思考祈禱生活，給予很大的反

思。 

 

 

書名：《公義在望—在充滿威脅和欺騙的世界中心存盼望》

(Good News about Injustice: A Witness of Courage in a Hurting World) 

作者﹕侯嘉理 (Gary A. Haugen) 

譯者﹕鄭惠仁 

出版﹕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老樂華弟兄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幫
助受欺壓的，替孤兒伸冤，為寡
婦辯護。」（賽 1:17）「世人哪，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
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上帝同行。」（彌 6:8）聖經中有
關公義的教導，我們或許耳熟能
詳。但在實踐上，我們往往看不
見需要我們行出公義的地方，也
不懂得或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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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曾在盧旺達調查種族屠殺、又在印度釋放被販賣的
強逼童工。他的故事對我們來說或許太遙遠也太偉大。然而，
作者告訴我們，在上帝眼中，不論在什麼地方或為什麼緣故，
濫用權力、剝削弱者就是不公義，都是上帝所恨惡的；祂憐憫
在不公義下受苦的人，會為他們伸張正義。上帝雖然可以運用
自己的超能力完成此功，卻選擇了讓順服祂的子民憑所賜的
聖靈和能力參與其中。作者鼓勵我們，要實踐公義其實不難。
簡單如以愛心憐憫受苦的人和為他們禱告，像好撒瑪利亞人
那樣拒絕視而不見地繞路而行、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並把他
們轉介到更能施以援手的地方，都是對抗不公義的行動。 
 

「當耶穌升天的時候，祂只留下兩樣東西以完成祂所期望
的事：祂的聖靈和祂的信徒。」（30 頁）讓我們從身邊的群體
和社區開始，靠賴上帝所賜的力量和盼望，為主的名改變不公
義的世界，使公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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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 40 天 

作者：大衛·邁思勤 ( J. Davidy Muyskens )著、陳群英譯  

出版：基道出版社 

梁曦文姊妹 

「歸心祈禱操練所產生的
果效，是一種發乎中心的生活」
—本書結合了作者個人靈修經
驗的心得，結合歷代默觀傳統表
表者的著作精華，並且每章都以
聖經的教導來介紹歸心祈禱
( centering prayer )的基礎。整全
的禱告包括三個向度：聽、說和
相交。而「禱告」這個詞在亞蘭
文的意思是向著上帝敞開自己。 
 

歸心祈禱是幫助我們在靜
默中以敞開的心來體會基督同

在的恩典，在愛的關係中與主相交，並藉著靈閱( lectio divina )
來聆聽主向你說的話，進行默想和回應，把主所賜的內心寧靜
帶到日常生活中。本書提供一個容易入手並切合個人需要的
方法，帶領讀者循序漸進地以四十天的時間實踐歸心祈禱和
靈閱，享受主的臨在和愛。 
 

都市人習慣了忙碌，習慣了講求效率、回報，要坐下來安
靜而什麼也不做不想，單單等候上主，看似是浪費時間在「沒
效益」的事上。然而，如作者引述「『使基督…住在你們心裡』
—基督居住之處，乃是我們的心，所以僅是口舌上或頭腦上想
到基督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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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靈魂需要的養份都在上帝的供應中，而祈禱有如枝子

從其根部汲取生命，使我們被神的愛與豐盛所充滿，願意降服
在基督面前，讓上帝在我們身上工作並修剪，使我們「心意更
新而變化」。藉著主所陶造而被轉化的生命，會在生活中更深
意識到創造主與一切受造物，每時每刻都察覺到上帝的同在，
並獲得充足的養份有能力去「結果子」—愛人如己、樂意與人
分享，並關懷社會所需與社會上的公義、和平，亦能使我們從
受制於別人、社會的期望或被處境轄制當中，重新得著神兒女
身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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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資訊 

1. 本堂現已增設救心機於接待處，如遇緊急情況可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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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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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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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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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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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堂聖誕活動： 

24/12(日)上午 9:00/11:30 主日崇拜 

24/12(日) 晚上 7:30-9:00 平安夜崇拜 

25/12(一) 上午 10:30  聖誕崇拜，聖洗禮及聖餐禮  

          崇拜後於本堂內舉行聖誕聚餐 

25/12(一) 上午 10:30  兒童主日學聖誕聯歡會 

                    (內容包括：唱詩、短講、茶點及抽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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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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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