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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樹牧師

我希望以上五個設計的原則，能使教會的講壇以基督為中心(教會年曆)，並平衡信息的深度(新/舊約
經卷系列)及廣度(主題式系列)，也能對時代有適切的回應。還有一些細節的考慮，例如平衡經文不
同體裁等安排，因篇幅關係不在此詳述。

以本年的講道系列為例，全年主題為「聽道信道勤讀聖經明真理，行道佈道宣揚福音傳救恩」，強
調讀聖經和傳福音的重要；因此在選擇新約經卷時，選了《約翰福音》(分別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完成
1-12章)，原因是約翰福音有崇高的基督論，強調生命之糧的重要及門徒奉差遺的使命，而整體的寫
作目的是叫人信耶穌是基督並且得生命 (約20:30-31) ，這些主題皆配合教會的全年主題。

至於舊約經卷選了《以斯拉記》，因為當被擄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時，他們都是依從
神的律例典章指引，同樣是強調神話語的重要。今年年底也會讀《彼得前書》，因為自從去年香港
面對各種困擾，弟兄姊妹在信仰和生活上均面對不少考驗，而《彼得前書》作者以耶穌基督復活和
再來的應許，並基督受苦的榜樣，去勉勵信徒勇敢面對患難和挑戰，並活出屬神子民的身份和使
命。今年由於採用了《約翰福音》，有多次講道也與耶穌生平和祂的講論有關，所以節期信息相對
減少。盼望在每次崇拜中都得著 神話語的餵養和幫助，讓每週的講壇塑造我們的屬靈生命。

感謝 神讓我從2016年起有機會協助教會編排全年講道系列，而今期《家訊》邀請我分享這個很特別
的題目 “全年講道編排的背後理念”，實在很有意思！全年講道的編排其實是全體教牧同工一起集思
廣益的成果，而我只是設下幾個設計的原則 (見圖)，讓教會的講壇能按時分糧，並提供「均衡營養」
給全體會眾：



LCC 崇拜講題介紹LCC 崇拜講題介紹
羅錦添牧師

本年度的LCC崇拜講題是由一班年青教牧一起設計出來的，過去LCC講題與大堂主日的講題相同，
為著不同對象和不同需要，今年起我們為LCC訂立一個獨立的講道系列，而主要是貼近青少年。這
樣，弟兄姊妹可按不同需要參與不同形式的敬拜，亦豐富了整間教會的講道內容。

本年LCC的講題設計仍以書卷為主，主要取各兩卷舊約和兩卷新約聖經。舊約尼希米記是以重建為
主；過去兩年，教會內外面對不同的衝擊，重建教會必須先重建「神同人的關係」，相信尼希米記
帶出的訊息是適切的。另一書卷是瑪拉基書，內容是斥責當時有名無實，並世俗化的信仰，實在值
得我們借鏡反思。

另外，揀選了路加福音和啟示錄作為新約的講道經卷。主日崇拜以約翰福音為主，為了更立體認
識我們這位救主耶穌基督，LCC則採用了路加福音為主題。另外，啟示錄這天啟文學也成為講道經
文，藉此向整個世代響起末世訊息，主再來日子臨近，要趕緊悔改歸主。當然，推動傳福音和差傳
仍然是LCC這個群體的首要工作，故以使徒行傳的經文配合。

LCC是以現代敬拜模式為主，期望能以貼近時代的講道訊息，將人帶到主面前，願主的恩手帶領這
個群體成長！

復活節洗禮 ~ 作個新造的人復活節洗禮 ~ 作個新造的人

受洗新葡名單

蝴蝶谷基址:
陳雅廸、梁可怡、唐善瑩、林芊悅、
黃冠華、馮衞佳、葉陳萱遙、王靜怡、
黃卓祺、黎于琪

九龍塘基址:
劉偉成、馮惠玲、徐嘉麗、趙安盈、
顏美謙、楊威林、岑秀茵、文淑儀、
黃景倩、蘇雅欣、翟沛樂、張志權、
周鍶塵、張嘉輝、鄧漢輝、陳妙慧、
朱淑如、孔凱琳

塘宣在4月4日下午舉行了復活節洗禮，由於疫情的關係，
洗禮以滴禮方式進行。當日蝴蝶谷基址共有十位新葡受
洗，由陳嘉榆牧師主禮。九龍塘基址共有十八位新葡受
洗，由羅錦添牧師及車耀宏牧師主禮。



《受苦與平安》 受苦節崇拜《受苦與平安》 受苦節崇拜
陳嘉榆牧師

世界正經歷一個不一樣的時代，不論政局、天災人害，新冠狀病毒，都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陰霾。今
年，我負責受苦節崇拜聚會設計及統籌，內心有種莫名的感動，希望透過聚會的每一個環節，帶領會
眾一步一步從黑暗中轉向那位賜人平安的主耶穌。 

參考了陳康博士崇拜程序範例作框架，聚會內容分三部份：
(1) 人生受苦的反思、(2) 基督受苦的記念，和 (3) 信徒受苦的意義。

受苦節聯合崇拜 (2021年4月2日 - 8:00pm) 網上重溫連結: https://youtu.be/usiMEHSd-xY

(1) 播放「人生受苦的反思」的片段、
      每一幅記錄照片都震撼人心靈

這個聚會可以順利進行，不得不向幕後製作的同工致
謝，有花卉設計的李王藹如姊妹，AVIT的同工Jacky與
Ronald。他們花盡心思，務使錄影的成果令網上參與
的會眾可以領受這場豐富的筵席。感謝我們恩主賜下
服侍的機會，願榮耀歸給祢！

(2) 幾位同工與神學生誦讀幾段經文，帶領會眾一幕一
      幕進入「基督受苦」的事件，帶出「神愛世人並甘
      願與世人同受苦難」

(3)小組詩班獻唱《豈獨耶穌背負十架》 (4) 周永健牧師宣講「何謂受苦的心志」，勉勵我們立
      下堅定的「心志」，在俗世洪流中好好裝備自己，
      行走這條基督受苦的道路

(5) 羅錦添牧師主持聖餐，
      深化我們跟隨基督的心志



BV復活節兒童崇拜感想BV復活節兒童崇拜感想
今年因疫情原故，復活節兒崇活動只能在網上舉行，導師團隊無論在活動設計、教材預
備、報名安排和開支預算上都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戰，但同時見到神的預備，感恩賜予事奉
團隊有智慧，萬事都互相効力。今年，「尋蛋遊戲」不再舉行了。取而代之的活動是：讓
孩子們一邊聽聖經故事，一邊打開我們預先寄上的復活蛋，將蛋內剪紙貼在Bingo紙上...

Hallelujah! 孩子們從活動過程中，明白復活節的真正意義，實實在在的感受到耶穌由「被
賣、釘十字架、經歷過死亡、復活，為的是救贖我們的罪」。

賴鳳琼 Penny （導師）

感謝神帶領我們在網上舉行「復活節兒童崇
拜」，讓孩子能在疫情下安全地在家敬拜及記
念主耶穌復活。

盧潔瑩 Stephanie 
（兒童事工福音幹事）

感謝主讓我能與BV Kids一起共渡復活節，認
識復活節的真義，願這小小的種子種在孩子
心中，結出福音的果子！    
 

林紀均 Ruby
（神學生）

非常開心看見孩子們投入地做手工和一同敬拜主！當中還有不少新面孔呢～願孩子們能更多
認識耶穌，使信仰成為他們生命的中心。

李潔盈Kristin （神學生）



疫情下不一樣的關懷疫情下不一樣的關懷
梁燕萍幹事

2017至2020年間，我和40多位熱心事奉的探訪員，分工合作，上門探訪教會中的長者們，他們雖
然不能返教會聚會，仍能感受到關懷愛護。

教會因疫情停了聚會，探訪隊事工也暫緩，變為用通話或訊息來關顧長者。我在電話裡教她們背金
句及祈禱。

復活節期間，我開設了「和諧粉彩復活節咭畫班」，合共有10位探訪員及有興趣的姊妹參加了。大
家合力製作慰問咭。「一人一少步，事奉可到步!」

以往我們在節日會送上祝福禮物給長者，
目前主要送防疫物資，感謝會友慷慨送出
口罩，探訪隊成員專誠把防疫禮物送到有
需要的長者家中，節日也用郵寄方式送上
禮物包。

部份送出的禮物包

謝謝教會安排「復活節之療癒學習和諧粉彩+事奉」
班！今次有機會學習一樣新事物，感覺不錯！

我用了平時休閒時段來學畫畫，感覺要非常習中精神及
細心，但完成畫作後好有滿足感及好開心。

很高興能分享我的畫作，讓我的仔女們知道這些畫是我
在教會學習的!

疫情下我們可以作的不多，假若我們只專注我們的不
能，便會錯失無限的可能了!就如聖經說：「耶穌看著他
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是的，困難
是有的，日子是不容易過的，可做的都不多；但我們信
神的子民，可依靠上帝的大能，信心不動搖！

“We try the best! The God do the rest!”

梁笑馨



謝謝Ada安排和細心教導，劃粉彩畫可以讓我心情平和，
專注於畫中，又有親子時間，當中有兩幅畫是女兒畫的。
學習事奉是一件美好的事。復活十架，再次提醒我，神的
救恩和愛，所以在劃十字架時特別想起有光，有花草，有
鳥兒開心飛翔，神就是光！老人家在疫情影響下無人探訪
很容易感到失落，盼望他們收到這些復活十架粉彩畫，知
道神與他們同在，會感欣慰！願神賜老人家們身心靈平安
健康!

有一年多沒有出動去做探訪，很掛念喔！感謝同工的安排讓
我參與這次和諧粉彩的事奉！希望一班長青的弟兄姊妹收到
時，能感受到神的愛，是超乎一切！疫情無阻我們主內合一
的心！

復活十架，願各人平安！

和諧粉彩畫班的目的是畫百多張以「十字架」爲主題的復活節
咭，以便教會寄給年長的會友。

我曾學習過，滿以為沒有難度，卻發覺在最後畫十字架時是最
困難的。粉彩碎堆積在「十字架」字板邊，好像一條痕，很難
處理，很考功夫。令我聯想起耶穌基督為我們背負十架時的痛
苦及犧牲的愛。希望藉我們製作的復活咭能讓年長會友感受到
神的大愛及盼望。亦願主加力，讓女兒多為主作工。

今次參與畫班，我個人的領受，除了感恩能參與事奉，更能多學
一樣技藝，很有滿足感啊！

既 可 學 習 製 作 技 巧 ， 又 能 參 與 事
奉，對不善畫作的我，帶來了個人
的成功感及滿足感。謝謝探訪隊及
Ada提供了這個有意義的事奉！

Wendy Hung

周燕怡

Lina Kwok

曾淑玲

林元平



靈修分享 — 尋找上帝的足跡靈修分享 — 尋找上帝的足跡
黃超洪

上帝是創造天地、掌管歷史、治理列國的神。從以斯拉記第一章1-4節可以看見上帝的蹤影，祂激動
波斯王塞魯士的心，頒下詔書容許以色列人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他稱呼耶和華為「天上的神」
。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形容上帝的痕跡是遮蔽但又不完全隱匿；上帝以自我啟示的形式
用言語和行動去顯示祂與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上帝是聖經文本的作者，人若在聖言中得到啟示，就可以尋找到上帝的蹤跡，就正如台灣輔大哲學
系教授曾慶豹指出：「當我們提及啟示時，我們乃是與上帝的行動相遇」。5-6節描述第一班回歸的
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和祭司與利未人，他們在上帝「被擄歸回」的劇本中並不是主角，而只是襯
托的綠葉，而主角反而是聖殿中的器皿。

上帝用了五節篇幅（7-11節）去描述全部共五千四百件運回耶路撒冷的金銀器皿。為何上帝會看重
器皿多於以色列人的領袖呢？經文說明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奪而來，顯示出將要重建
的第二聖殿所採用的器皿就是與猶太人一同被擄到巴比倫的器皿，亦即是所羅門所建的第一聖殿曾
使用過的器皿。當以色列人被擄歸回耶路撒冷要重建聖殿的時候，上帝就將聖殿裡的器皿變成實物
教材，要使以色列人回想昔日犯罪的嚴重後果，和沾染罪污所招致的懲罰，以致他們認罪悔改，重
新尋找上帝的踪跡，並求上主的赦免。

結語：

上帝是自顯的神，祂以歷史為經，以祂的言說和行動為緯，將祂對人的愛，在信他名的人
面前表露無遺。筆者曾經歷靈性低潮，問過一個問題：「上帝在那裡呢？為何掩面不聽
我的祈求呢？」其實，祂並沒有離開過我，只是我不察覺祂的存在，沒有承認自己不信的
罪。我們只要從失落中回想神對自己的恩惠，並且以行動回應上帝的愛，就可以尋找到上
主的足跡。



西貢街外展事工分享 西貢街外展事工分享 
大愛無分種族大愛無分種族      翁婉貞

2019年初黃志斌弟兄對西貢街公園的兒童事奉有感
動，於是向保羅團S組的弟兄姊妹呼籲加入。我星期
六下午反正悠閒，於是懷着好奇的心前往參觀。到達
現場已有義工在吹氣球、紮氣球派街坊。經介紹後認
識了西貢街兒童事奉的負責人──火柴姐姐Peggy，
也認識了小燕傳道人，她是在公園另一邊事奉長者的
負責人。

火柴姐姐是位大眼睛的長腿姐姐，她充滿活力、聲音
嘹亮，對在場每位小朋友都很熟悉，每個小朋友的名
字她都叫得出，甚至知道他們的背景，小朋友之間的
親屬關係。她自創一些戒條規矩要小朋友遵守，每次
上課前必須重溫一次。而她所創的規條也相當活潑有
趣。因為對象大多數是南亞族裔，所以無論是詩歌或
故事都是中英並用。

除了火柴姐姐外還有一些自願到場的弟兄姊妹幫手，
特別要提的好幫手──火柴姐姐的菲傭姐姐Jenny。她
每次都幫手做搬運、執拾、拍照的工作，她面上總是
帶着笑容，沒有半點被迫的成份。

這個場地很被神使用，加入聚會的小朋友及加入事奉
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物資方面也有豐足的供應。最近
西貢街發生了的火災，一個受災家庭在火柴姐姐的幫
忙下上了公屋，但好些受災家庭面對的困難仍在處理
中。
願神大大使用這個團隊及場地，使更多家庭認識主，
得蒙主的救恩。

實踐「聽道、信道、行道、佈道」實踐「聽道、信道、行道、佈道」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聽道、信道、行道、佈道，鼓勵到西貢街服待的團隊，貫徹基督徒大使命。
這二、三年裏，神給我們在教會以外有侍奉的機會──西貢街外展事工，由最初的招待、帶遊戲、
說聖經故事開始，到落區服待，看到神的異象──佐敦南亞裔和新移民的迫切需要﹕疫情、火災、
貧苦…
帶領事奉的火柴姐姐十分投入，牽引團隊的合作精神，同心解決貧苦人的困難，與他們同行。

求主賜我們團隊聰明智慧，身體力行，滿有主耶穌的同理心，求主悅納我們的侍奉。明天如何?就
讓我們再好好體驗今年教會的主題﹕聽道、信道、行道、佈道，活出基督的樣式。Amen ！

袁國盛



塘宣家有囍事塘宣家有囍事

此乃以前香港喜宴必吃的懷舊熱葷，這個健康版雖然不放肥豬肉，但
仍非常彈牙有口感。廣東話「蟹」，與「諧」諧音，寓意家庭和諧、
幸福美满。普通話「蟹」也與「謝」同音，即要感恩、感謝。百花通
常指蝦膠，蝦，諧音「哈哈」，寓意合家歡樂。所以，當你與親朋享
用這道菜時，要存感恩的心，感謝神賜給我們幸福美滿的家庭。

教友何禮賢伉儷之女兒何智媛姊妹與蘇耀良弟兄
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假座何文田合一堂舉行婚禮

感謝讚美主!

讓June和Adrian當天婚禮有美好天氣和交通，在神的恩手下一切安排非常順暢。縱然疫
情下遇到重重障礙，未能掌握期望的計劃，讓我們倆家人在忍耐和順服上有好多學習。

女兒出嫁萬分不捨，當June和Adrian親自獻唱God is Able，述說神的大能和信實和答
謝父母舐犢之情時，讓我倆流下歡欣眼淚，深信神為他們有最好的預備去建立基督化家
庭。 

          再次多謝弟兄姊妹的禱告支持和收看直播與我們分享喜
          悦！恩典處處！萬般感恩！  

「塘宣和諧笑哈哈」健康食譜分享「塘宣和諧笑哈哈」健康食譜分享
百花釀蟹鉗(Stuffed Crab Claws)             百花釀蟹鉗(Stuffed Crab Claws)             

材料 (8人份量) ：
1.  新鮮肉蟹 1隻 
2.  雪藏蝦仁 1包
3.  咸蛋白 1個
4.  馬蹄 6粒
5.  粟粉 少許

做法：
1.  肉蟹用鹽及生粉洗擦，再用清水洗淨，用吸水紙 
     抹乾，大火蒸10分鐘，冷卻後取出蟹肉及留下蟹
     鉗、蟹腳備用。
2. 蝦仁洗淨抹乾後剁成蝦膠，加入咸蛋白一個調  
    味，放入雪櫃内15分鐘。
3.  馬蹄去皮，剁碎備用。
4. 把雪好了的蝦膠、蟹肉及馬蹄碎拌匀，搓揉成橢
     圓形，在一端插入一枝蟹鉗或蟹腳，平均沾上薄
     薄粟粉。
5.  放入熱油，用中火炸至浮起，隔油後即可享
     用。也可沾上蛋醬、麵包糠炸熟， 或用已預熱
     的氣炸鍋，噴少許油，以180 度炸8-10分鐘至金
     黃色，以泰國甜酸醬或大紅淅醋蘸吃。

Lambe & Ada

陳鄧潔儀



見證篇見證篇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
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歌林多後書 12:9

當人將所有都交託予神，之後所發生的，人往往能看清神的恩典。

那一天接到消息，知道嫲嫲在醫院的情況很不樂觀，在辦公室內頓時不知所措。神的安慰提醒臨
到，知道必須要放下工作，趕往醫院。一踏出辦公大樓，一架沒載客的的士已轉彎來到面前，我其
實還沒來得及去想「如果沒有車應該怎辦？」到達她的病床旁邊，赫然發覺自己是第一個來到。獨
個兒看著床上的她微微的呼吸著，安慰她說大家正在路上。突然間，儀器上的心跳讀數不斷下降，
那無情的機器大聲的響起來，那個震撼的情境直令人發抖。讀數由50多、40、30、20、跌至17，
然後數字沒有了…

就是這樣，作為她在場唯一的親人，雖然整個情境很震撼，但真的感謝神的安排，讓我有機會及時
來到，能在她離開前與她共處，靜靜看著她的生命在慢慢的流逝，回復平靜。

神的安排永遠很奇妙，我們還未意識到所擔心的所謂何事，亦未想到解決方法時，神已為我們一一
的預備，而所預備的亦遠超乎我們的想像。祂的恩典夠我們用，祂必然看顧保守。感謝神！

神 解我困局, 我和朋友經營的教育中心，在2020全年只能開到 3、4個月面授課堂，其餘網上教
學；尚可維持教職員薪金和租金。

2020年我做腸胃鏡檢查，為什麼醫生還要我做下腹磁力共振？報告結果，腸胃正常，但右邊腎有
個小水囊；醫生說：「觀察一年，再跟進。」

讚嘆神周詳的安排，2021年3月中心復課，學生倍增。我們憑愛心再聘一位舊同事，於4月7日上
班。不過，我在4月9日收到報告，指「小水囊已變成一個第三期的囊腫」，由於位置太近主要血
管，不能用微創切除。主內姊妹幫忙，找到泌尿科何醫生，於4月30日為我進行手術。

理性上我接受病情，但每想到老爸，兒子(兩個仍未信主)及丈夫，我就好像被無數鐵線綁住。尤其
晚上情緒崩潰至發惡夢，緊張至背部肌肉劇痛，雖然不斷祈禱，總睡不著。我問自己「信主多年還
如此軟弱嗎？怕甚麽？死亡嗎？」。謝謝各位為我祈禱，傾談開解我，但「鐵線」仍在。

神要我重整生命的優次：夫妻關係，教養兒子的方向…手術前的晚上，丈夫和我回望過往10年的關
係，我兩抱頭痛哭，坦白承認虧欠對方，也虧欠神。我終於明白生命在神的手，祂豈不更愛我父親
和兒子？我不再讓黑暗勢力打擾我，當晚，我懷著平安入睡。

神的作為，人不能猜透; 手術前一晚，我決定放棄一邊腎，避免日後可能再開刀。何醫生知道我的
決定，便主動提出開聲為手術祈禱，令我非常感動。手術後化驗報告確認了它是一種惡性而罕有的
低侵略性囊腫，沒有擴散風險，不用做化療或電療。

Hallelujah! 感謝主！整整一個月，我已行過死陰幽谷。人算甚麼？我要向耶和華我的神說：「祢
是我生命唯一的主宰，要叫我得著益處，我迎接祢為我預備的未來，我一生一世，必有祢的恩惠、
慈愛隨著我」。

神美好的安排神美好的安排 文蘇靜雯

人遇上患難=神工作開始             人遇上患難=神工作開始             吳逸端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4:19

疫情下未能衝出香港的保團F組，還是
開心地遊遍港、九、新界、離島！

感謝主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謝玉群

神！你造的天地何其美，人算甚麼？

你竟顧念他，耶和華我們的主，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周謝素雁(大生圍魚塘)

每次望向山，最大的提醒就是：

「耶和華是我的幫助」

耶和華要保護我，也要保護你。

讓我們一齊來欣賞上帝的創造，榮耀歸主！
　　　　　　　　　　    

黃德正

攝影傑作分享攝影傑作分享

世界像炭一樣黑，但紅紅烈火就像主的愛
一樣，眾水也不熄滅，在黑暗的世界中也
能發光發熱。主的愛就在世界的罪和黑暗裏
向我們顯明了，神要使用每一個黑暗處、
每一塊炭，讓福音傳遍世界的每一處。

鄧博謙



編者感言編者感言

感謝姊妹邀請我加入「塘宣家訊」的事
奉，我轉到蝴蝶谷崇拜已兩年多，但仍
然留意塘宣的活動和弟兄姊妹的近況，
盼望這個崗位可使我成為聯繫九龍塘和
蝴蝶谷基址的角色，過去一年因疫情關
係，沒有實體崇拜，沒有聚會，只靠網
上小組維繫和互相代禱，實在掛念大
家，「塘宣家訊」是各團契、小組的分
享園地，很榮幸能夠參與當中事奉，求
主帶領各編委發揮所長，互補不足，期
待會友踴躍投稿，分享見證，彼此勉
勵。

黎子君 (Inez)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很高興能成為新一屆塘宣家訊編委的一份子，為
塘宣家出一分力。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
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約翰福音 15:5)

過去一年多，因為疫情的關係，各人的生活方式
和步伐都有大大小小的改變，實體崇拜和小組聚
會亦變得彌足珍貴，縱然我們未能常常見面，期
望塘宣家訊能成為連結會內眾弟兄姊妹的其中一
道橋，藉此加深彼此間的聯繫，亦求主在這多變
的世代給眾人內心有平安。阿門。

林素霞 (Phoebe)

「塘宣家訊」一如以往有很多美點，今期包
括：按時分糧的講壇，LCC崇拜講題介紹，受
苦節崇拜、BV 復活節兒童崇拜感想、復活節洗
禮，疫情下不一樣的關懷，靈修分享，西貢街
外展事工，塘宣和諧笑哈哈～食譜，塘宣家有
囍事，見證篇，攝影傑作及編者感言等；滿盤
盛載星輝、數不盡感恩的心聲。

我首次參加編輯工作，深受鼓勵；感謝神帶領
團隊合作，使弟兄姊妹有機會「閱讀理解」神
藉塘宣的家事向我們的教導。你有神「家事」
告訴我們？快投稿於下期刊登呀！ 
        
           文爾琳

回想自己事奉的道路，轉眼已有三十多年了 ，很感
恩和珍惜能夠與一班牧者、同工、執事和弟兄姊妹
一起事奉，一同經歷每個感動時刻。這麼多年的事
奉，經歷過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當中有喜有悲、
有感恩，亦有眼淚，深信每個經歷都有主的美意，
若不是有神的許可，並不會臨到教會或我們身上。
事奉多年本計劃要退位讓賢，歇息一下，感謝「
塘宣家訊」部長文爾琳執事的邀請，參與新一屆編
委，當猶疑和考慮中，腦海浮現兩節經文提醒(林前
四章1-2節)：主不是看重我們有甚麼能力、才幹、聰
明、智慧、外表...而是那份對神的「忠心」。最後
我願意接受編委一職，繼續服侍神，希望藉此可承
傳下一梯隊的接捧人，直到有一天我無力辦事的時
候，仍可參與代禱的服事，願我們都珍惜服事的機
會，能服事就是感恩！
            李文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