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塘宣年題對聯知多少? 塘宣年題對聯知多少? 

相信各位弟兄姊妹一定有留意到，禮堂前端兩側，長期掛著一幅「對
聯」似的標語，這是教會的「年題」，概括一年的方向和異象。但不
知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幅「對聯」是如何誕生的呢？

塘宣家訊
《2021年2月號》

王以殷傳道

今年第一個主日（1月3日）的崇
拜中，播出了一條短片，教牧同
工們以遊戲 「大電視」 的方式，
「食字」地演繹了今年的年題﹕
「聽道信道，勤讀聖經明真理；
行道佈道，宣揚福音傳救恩」。
透過拍短片，希望大家對年題更
有印象，短片中，同工亦訪問了
年題的作者周永健牧師，講出有
關年題的創作靈感。短片因時間
所 限 ， 只 是 剪 輯 了 訪 問 的 一 部
分 ， 小 編 徵 得 周 牧 師 同 意 ， 在 
《 家 訊 》 中 引 用 訪 問 的 其 餘 內
容：

「同工們定了今年的主題有兩個大方向：讀聖經、傳福音，都是圍繞
一個中心──神的話、神的道，所以我想到這八個字：聽道、信道、
行道、佈道。勤讀聖經，我們要查經、參加主日學、讀經營，明白聖
經真理，叫我們信心有根有基、與日俱增。而下聯是實踐方面，我們
依照聖經教導行事為人，這是『行道』； 而佈道也有很多方面，我們
要做好個人見證，同時教會也有家長班、啟發課程，也是我們可以宣
揚福音的機會，叫人得到救恩。希望以這兩句容易記、容易上口的句
子，帶出今年的目標。」

其實不只今年的年題，過往每年的年題都是以類似的流程誕生的。每
年九、十月左右，一眾教牧同工就會為來年的教會方向一同禱告、
商討，當對此有了共識後，就是創作年題的 「腦力風暴」（brain-
storming）時間了。同工們會按來年的方向拋出一些「鑰字」（Key-
word），一起嘗試「砌」出一些精警又押韻的句子。不過這個步驟往
往叫大家消耗大量腦力，有時又會就著個別字眼不斷琢磨，務求對仗
工整。倘若過了一段時間也沒有進展時，這個重任就會交付給一些文
字功力較深厚的同工，構思初稿再讓大家優化及作決定。



每年的主題都與該年的教會方向或處境息息相關，就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年的年
題，看看是否記得當年教會有哪些回應年題的活動和聚會？

2013年：齊心愛教會，合力建神家。
→ 全教會夏令營「Home識」、開放日「塘宣是我家」

2014年：勤讀聖經，更新靈命；遵行主道，實踐信仰
→ 全教會讀經計劃；領袖門訓

2015年：
愛慕主道，深化生命；
承傳使命，繼往開來
→全教會的《申命記》
講道與查經配合計劃；
全教會研經日營；75週
年堂慶

2016年：
人人委身，作主門徒；
忠於召命，代代相傳
→確立分三階段、合共
兩年半的門訓系統 

2017年：
靠聖靈，同心禱告；
傳基督，關愛社群
→開辦「啟發課程」；
宣小週五家長福音聚會

2018：
興禱告生命，
建立使命群體
→ 全教會禱告奮興營
「Pray營．Pray迎」；
蝴蝶谷基址開堂；設立
探訪隊

2019年：
愛上帝愛鄰舍，
遵守大誡命；
傳基督傳福音，
履行大使命
→ 推行細胞小組，實踐
大誡命大使命；平安夜
「給我幾首歌的時間」
音樂佈道會

2020年：
辦學植堂蒙恩八十載，
行道睦鄰服侍今世代。
→ 80週年堂慶；心連心
網上感恩見證會



疫情下的新常態
編者按﹕ 教會要與社會共同抗疫，2020年年初，在疫情及限聚令影響下，實體崇拜、團契小組聚
會、週三祈禱會、主日學、門訓、啟發課程、兒童事工、探訪及會議等，都要暫停。希伯來書第十
章25節教導門徒「不可停止聚會」，教會希望「停聚會，不停牧養；停見面，不停關心；停開會，
不停禱告」，於是在疫情下，有了新的常態，就是透過資訊科技，進行網上崇拜和聚會。

2. 週三網上祈禱會分享2. 週三網上祈禱會分享                車耀宏牧師
感恩有機會在塘宣家訊中分享週三網上祈禱會的情況，讓更多弟兄姊妹了解和關心教會的祈禱事
工。2020年週三祈禱會因在年初受疫情影響而暫停了四個月，我在五月時接手負責教會的祈禱事
工，並於6月10日因疫情緩和及教會恢復實體崇拜後的週三晚上舉行實體祈禱會，當時舉行了四
次，出席人數為5至10人(包括教牧同工)，後來因疫情轉差而再次暫停。

在8月中，因著傳道部部委的建議，我和甘樹堅牧師傾談時，想起郭文池牧師在港九培靈研經會最後
一晚奮興會中的呼籲：「我只祈求一件事，我們成為禱告的人，我們的教會成為禱告的教會。你滿
意教會現在的禱告情況嗎？當你怪責別人時，請你先走一步，你願意參與教會禱告會，網上也好，
小組也好，分區聚會也好，教會整體祈禱會也好，請你計劃切實地參加。如果你能聽到這個勸告，
在不久將來我們真的看到以弗所書所說的榮耀教會，否則你聽更多的道，不依靠聖靈的大能，我們
經歷不到，因為我們沒有禱告的操練。」神藉著祂僕人的說話，給我很大的提醒，讓我反思如何計
劃舉行網上祈禱會。

1. 2020年1. 2020年
六月滴禮六月滴禮

縱使原本四月的復活節浸禮無
法按時舉行，當疫情稍緩的時
候，蝴蝶谷基址及九龍塘基址
於6月28日聯合舉行了滴禮，
並由吳玉樹牧師及甘樹堅牧師
共同主禮。

受洗新葡及轉會者名單 
(左上) 鍾羨恒、林美寶、
方美莉、李嘉曦、余梓湄、
羅詠詩、陳靜雯、陳景陽、 
葉綺婷、馮寶琪、蔡漢珠、
陳宗蓮 (右下) 



3. 週年會友大會和3. 週年會友大會和
特別會友大會特別會友大會

之後，我和教牧同工經過商議，決定於9月2日起以網上(zoom)形式舉行週三祈禱會，時間定為45分鐘 
(後期延至1小時內完結)，內容包括：詩歌敬拜、信息分享、本週代禱焦點及禱告服侍(分組)。我在
此分享過去三個多月的情況，當中雖有困難和挑戰，但我見到更多的是主的恩典和弟兄姊妹的支持
和參與，給予我很大的鼓勵。

在網上舉行週三祈禱會，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是網絡的不穩定所帶來的影響，我曾試過在帶領祈禱期
間因「斷線」而退出zoom會議，幸得甘樹堅牧師幫忙補上。此外，由於我在本週代禱焦點的環節
中播放音樂，期望讓弟兄姊妹能在當中安靜地祈禱，但有時音樂會因網絡的不穩定而斷斷續續地播
放，以致成為一些干擾。感恩後來有弟兄姊妹給予的意見和技術支援，經過調較後，情況已有改
善。

「主的恩典夠我用」，感恩有甘樹堅牧師和梁燕萍姑娘在每次zoom會議中擔任聯席主持人，在繁
複的事務上協助，讓我能專注帶領聚會；每個星期我和弟兄姊妹分享10分鐘的簡短信息，讓我有更
多機會研習神的話語，透過分享的信息來牧養和鼓勵弟兄姊妹。此外，弟兄姊妹的分享和回應也給
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有一位姊妹說：「祈禱會的程序很好，是我理想中的模式，因為重點是放在
祈禱事項上，有自己個人的祈禱、又有牧者帶領的禱告、最後分組彼此代禱。」另一方面，過去三
個多月的平均出席人數為41人(包括教牧同工)，喜見弟兄姊妹積極的支持和參與！弟兄姊妹也很投
入分組的環節，能夠跨團組認識其他肢體，彼此禱告服侍。

會友大會和特別會友大會由
余毓繁執事主持, 共186人於
禮堂及zoom 內參與。週年
會友大會(AGM)有2項議程，
特別會友大會(EGM)有6項議
案，合共8項全部通過。 

教會有既定的程序，讓會友
表 決 、 通 過 教 會 財 務 和 會
務，教會才得以順利運作下
去。要組識一個如此大規模
的zoom會，真是殊不簡單，
感謝資訊科技組的同工！

2020年12月2日的祈禱會



4. 心連心感恩見證分享會4. 心連心感恩見證分享會              杜淑貞姊妹
2020年的年終感恩見證分享會因受疫情影響要改以網上形
式進行。 早在10月份為感恩見證會做籌劃時，已經知道
要做兩手準備。至11月中，眼見疫情越來越嚴峻，就決定
只能用zoom形式進行。

取名「心連心感恩見證分享會」的用意是要表達﹕縱使因
疫情關係，弟兄姐妹未必能面對面、手握手互相問候，但
我們的心仍是相連。2020年正值教會八十週年，本應是充
滿歡欣快樂、值得慶祝的日子，但疫情把很多的安排打亂
了！

今次見證分享會邀請了九位弟兄姊妹分享。他們有些因受
疫情影響以致工作事業或學業發生很大變化及衝擊；有些
是身體出現警號，以祈禱交托信心擺上。他們的分享要事
先錄影拍攝，以便到時過程更順利。幸好得李家穎姑娘幫
忙籌備拍攝，她邀請一班參與過剪接培訓班的弟兄姊妹共
同參與工作，在不足兩星期內，要完成拍攝、剪接及做後
期製作，時間實在非常緊迫。

以網絡平台做見證分享會，所花的時間比實體分享會多，
過程亦更複雜，要兼顧的細節更多，例如網絡的穩定性、
片與片之間播出時能否無縫銜接、環境雜音與播放期間聲
音的監控等，在分享會前整個侍奉團隊都要反覆不斷測試
及綵排。不得不佩服一班對電子科技熟悉的侍奉人員，巨
細無遺地把所有細節都考慮周全。

為了感恩教會八十年來一直蒙上帝看顧，也為了顯示塘宣
是一個兒孫滿堂的大家庭，見證分享會特別拍了「塘宣之
寶」的片段，邀80歲以上長者一一出埸為教會賀壽！

感謝「心連心」侍奉團隊反覆測試
及綵排，確保效果理想

網絡上大合照，一樣見到大家心連心開心的笑容

雖然是網上形式舉行，但最高峰的時間有
超過180個單位參與（包括個人及家庭型式
出席），同時亦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
的親友一齊參與，感受我們這份大家庭的
歡樂，讓新朋友透過弟兄姊妹的分享，明
白基督徒如何面對苦難、有主同在給我們
出人意外的平安！



2020年的上半年，教會福音事工在疫情下差不多
都停罷了，在這種情況下，福音如何傳達到未信的
朋友？家長福音事工若未有實體聚會，教會和家長
可以怎樣互相認識？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教會開始構思透過網絡傳福音，
我也學習一些網絡媒體技術。在七月時，教會開始籌
備一個塘宣家庭網上頻道，播放有關親職教育、教會家
庭見證等短片，透過網上短片和直播親職講座，讓未信
的家長認識基督教價值觀，也藉此認識教會家庭和牧者，
最終認識主耶穌。

不過這是一項新嘗試，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期間，教會
AVIT小組(資訊科技組)給予不少意見和協助，在八月底已
迅速添置相關器材，另外也有好幾個家庭和講員答應拍攝
短片，當時我也開始研究親職講座的網上直播技術。於是，
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這個網絡福音事工，為福音
出一分力。

後來教會更開辦「短片後期製作基礎班」，讓弟兄姊妹都能藉
短片製作接觸更多新朋友。完成兩堂課程後，已有學員在兒崇
服侍時製作短片，也有好幾位學員參與感恩見證會的短片製作
。就是這樣，不同年齡、不同風格的弟兄姊妹在教會不同的事工
上以網絡作服侍，交織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回顧2020年，雖然疫情和限聚令使教會在牧養和傳福音上出現
不少困難，但看到神在大家心裡動工，突破既有思維，為未來發展
作預備。網絡發展仍有很多空間，鼓勵大家為主多思想多學習，以
不同方式把人帶到神面前！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             
   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1:28

攝影棚下的攝影棚下的
網台日子網台日子

李家穎傳道 短片後期製作基礎班

宣小講座的攝影棚

感恩見證會
的短片製作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 
multimedia ministry multimedia ministry 異象   異象   

Philip Ho

Preparing rehearsal 

in B02

Real run with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teacher 

and students

Starting in mid-July, when the second wave of 
COVID-19 began, Evelyn told me that she has 
an idea of creating a youtube channel for APS 
parents. 

Soon w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importance 
of church presence on the Internet, and we 
entered the preparation stage after obtaining 
the budget approval from the board in 
September. My task was to focus on procuring 
A/V equipment suitable for various scenarios. 
Although I am a problem-solving tech person, 
selecting suitable equipment for non-technical 
pastors can be a challenge. Another constraint 
was that there was no consensus in using which 
room for live events and video taking. Yet the 
consensus in using what kind of software for video 
editing came down quickly. I also 
talked with other local and overseas 
churches with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equipment 
used for producing certain sound and 
video quality. Balancing costs and 
benefits, we finally chose microphones, 
cameras, laptops, backdrops, lighting 
equipment, all of which were portable 
and relatively easy to use. Finally, thank 
God for putting me in this position. In the 
upcoming work, we are looking for more 
helpers in various live events, such as 
Sunday school, interviews, podcasts, etc. 
May his work be done.



由神學生到傳道人由神學生到傳道人

就讀建道神學院，同學必須完成整整兩年於教會進行週末實習。換言
之，星期一至五於長洲校園學習；週六及日便要「出來」市區的教會
實習。與其他同學不同，我需要完成三年的實習，其中包括一個學年
到海外宣教工場作跨文化實習。因此，在塘宣的實習是跨越了整整兩
年的時間，其中九個月在日本做「宣教學徒」。因我從前曾是教師的
關係，對於「實習」這過渡時期並不陌生，不過在塘宣實習的特別之
處在於緊密和有系統的督導。當時主要的督導人是吳玉樹牧師，實習
期間他花了許多心思和時間來設計每個神學生需要學習的範疇，定時
約談和跟進。而作為教會傳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講壇的實戰訓
練。每次我有機會講道，吳牧師都「傾囊相授」，直到現在入職後，
我還是不時與他分享講章，向他請教講道心得與技巧呢！

感謝神的帶領，我在畢業後，以儲備宣教士的身份正式加入塘宣的教
牧團隊，著力推動教會差傳及佈道事工。與實習時期不同，我所服侍
的焦點更加集中，並且可參與許多的策劃和領導。更加驚喜的是，我
可以利用過往的小組經驗，協助塘宣小組事工的推展。

的確，由神學生過渡至傳道人，「稱號」或「職銜」改變了，但我相
信自己立志要作神忠心的僕人這呼召卻從未變更。

不知不覺，在塘宣的新進傳道生涯，已有半年時間了。感謝神的安排，我由神學生轉變到傳道人
的身份，並沒有感到難以適應，可能因為早在一年前已在塘宣實習，這兒的弟兄姊妹們都很友
善，令我很快便有家的感覺。
 
不過隨著身份的不同，事奉的想法確是有異。在實習的時候，主要是在參與之中觀察，去突破自
我的教會觀，在相異處再作出反思，去調整自己的牧養觀念，因實習不是實戰，故此能大膽讓思
想奔馳，天馬行空一番。而現在作傳道人，便要運用過去所學的知識，去配合教會的牧養方向，
透過一邊做一邊觀察，按著教會的氣質而再添以合適的新構想，故此是不斷學習，令自己在考量
事奉工作時要更全面及仔細。

另一個差異，是牧養身份的轉變。在神學院中，除了忙於接
受神學知識，同時亦在享受被老師細心的牧養。而作傳道
人，便要肩負起牧者的職責，過往如何的從被牧養得造就，
今天便要以同樣的心去牧養神所交給教會的羊。現在成了牧
者，一方面回顧過去，便格外感謝神曾賜下不同性格的牧
人，以多方面模造我成祂的僕人，而另一方面領受到，神的
心意是要讓眾教牧互相配搭，讓會友能有著充足多方面的滋
養，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
 
願主繼續引領我在塘宣的事奉路，保守我的牧者心，為的是
造就人，榮耀神。

教師、學生、傳道教師、學生、傳道 楊萃婷傳道

牧者心、造就人、榮耀神。             牧者心、造就人、榮耀神。             劉雅芝傳道



感謝主！蝴蝶谷基址 「A Magical Christmas 兒童神奇聖誕佈道會」 圓滿結束了。 幾個月前，一班
ButterflyKids兒童導師看見在疫情中，孩子們面對很多挑戰，有的要適應長時間在家學習，有的
將要移民，家庭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有見及此，導師們受聖靈的催逼，決定在聖誕節舉辧佈道會，
讓孩子早日認識主、得著救恩、有主耶穌成為他們親密的好朋友。起初我們是構思舉辦實體佈道
會，惟疫情嚴峻，我們改為網上聚會。感謝鄧潔儀姊妹以福音魔術貫穿福音的內容，而11位導師
分小組為孩子作即時栽培。最後，我們接觸到39位孩子，新朋友16位 (包括肢體的親友及國際學
校的學生)，28位決志。請記念我們往後的跟進工作，導師們陸續將「屬靈生日卡」及小禮物送給決
志的孩子們！願主繼續感動孩子與家長參與蝴蝶谷基址的聚會，在信仰上扎根。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10:15下

蝴蝶谷基址 -──蝴蝶谷基址 -──
讓小孩到主跟前來讓小孩到主跟前來

A Magical Christmas 兒童神奇聖誕佈道A Magical Christmas 兒童神奇聖誕佈道
陳嘉榆牧師 (蝴蝶谷基址教牧同工)

網上的兒童佈道會 收到靚靚決志禮物的同學仔

化身成速遞的導師們



在蝴蝶谷基址(BV)兒崇事奉短短兩年多的時間，感恩神賜了我們一羣兒崇導師，有很多未曾嘗試
過的第一次。2020年12月20日兒童網上聖誕佈道會就是BV的其中三個第一次了。

在疫情下，所有實體聚會都取消了，要構思兒童聖誕活動，看似是無望之際，神讓兒崇籌委無忘
初心，想到向兒童傳揚福音到決志信主，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於是Butterfly Kids為孩子預備了一
個「A Magical Christmas 兒童神奇聖誕佈道會」，內容包括由Mikie鄧潔儀姊妺負責福音魔術及
聖誕主日信息。可能因疫情的緣故，家長們都很想尋找活動給小朋友，以解他們在家的苦悶，所
以佈道會當天不乏新朋友參與 ，共28位小朋友決志信主，參加者也包括了一些未信主的父母呢！  
Hallelujah 讚美主！ 

疫情下無阻見證神的預備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只要我們願意委身事奉，神必供應保守，得蒙
神的悦納。

我的第一次我的第一次                            
賴鳳瓊姊妹 (蝴蝶谷基址兒童事工隊隊長)

In October 2020, I was overwhelmed with joy and excitement when I knew I was  
invited to present the salvation message with gospel magic to the Butterfly Kids at  
Christmas. I empirically knew that gospel magic is a very effective way of communicating the  
Biblical messages to children of all ages.

When I was preparing, I kept praying to God to give me the wisdom and the skill in  
selecting the right tricks to illustrate the truth. Thank God that He talked to me first 
through the gospel tract “The Good News”. Eventually, God provided me with insight into 
three tricks in demonstrating how Satan controls our minds and leads us into the temp-
tation of doing wrong and how God sent His only beloved son, Jesus, to save us and wash 
away our sins. It was amazing that God provided us an unexpected number of children 
and a team of devoted teachers who led all the children to accept Christ as their personal  
Saviour at the end.
 
Thank God that these visual tricks and illusions really caught every child’s attention 
and increased their retention of the important message with amazing effect. But only 
God can do real miracles. He is the one who gave these children a magical Christmas of 
turning their lives over to Him.

God can do real miraclesGod can do real miracles                        

鄧潔儀 (蝴蝶谷基址兒童事工導師)

網上聖誕佈道會背後的兒童導師 Mikie 導師的福音魔術



肢體動態 肢體動態 之之 神家新一代 神家新一代

感謝神賜我們的女兒2020年4月6日平安出世！
她的乳名叫「住住B」，主與人同在，真名是「李昕懿」。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主內平安！

Sharon & Jan

感謝神的恩典，我們的女兒取
名琬柔，希望她成為謙虛溫柔
忍耐的人，對己待人也有一顆
溫柔的心，榮神益人。

楊東億  葉麗荃

「大家好，我係袁琋璇，我爸爸係袁
子健，媽媽係盧曉靖，我喺上年除夕
（2020年12月31日）出世喇！好開心
加入塘宣呢個大家庭，希望可以快啲
見到大家啦！」

感謝神的恩典！為我們家增加第三個小孩子。現今
世代中，我們好希望他能在光明底下生活，所以為
他取名范尚皓，期望他一生都能活在神的光照中。

范國雄  何莉馨

2020年11月出世的女兒旨允，名字取自
主禱文中的「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以及禱告蒙應「允」
的意思。

黃進輝  陳婉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