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過去一年的移民潮，在社會各個層面都開始浮現出某程度的影響力，對香港教會而言更是不容
忽視，「教新」於上年十二月的文章中提到，未來移民信徒的合計比例甚或會超過三成，當中對教
會的影響包括人力、經濟和士氣 ，塘宣亦不能倖免。

九龍塘會址慣常參與的群體，一直以家庭為主，而這班家長群體，在教會不同事奉層面都肩負起重
要角色，但這個群體，亦是選擇移民最多的一群，他們的離開，對一直緊絀的事奉人手更見緊張。
需要弟兄姊妹起來接棒、交接和傳承。

講到接棒、交接、傳承，即時想起保羅對提摩太的囑咐，在提摩太後書二1-3，作基督精兵需要有兩
種態度，想與大家分享。

第一種態度是「承認自己有不足的」
經文提到「你要靠著在基督耶穌裏的恩典剛強起來」，其實上一章保羅強調自己是為福音原故被
囚、受綑鎖，因而有些人可能怕受牽連而離他而去，一個屬靈強人也會有勢孤力弱的時候，但保羅
過去在哥林多教會亦曾有相似經驗，所以他才有「非常樂意誇耀自己的軟弱，好讓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 (林後十二9下)。」保羅知道自己的事奉是出於回應神，所以他不看重自己能力，而是仰望倚靠神
的開路和供應，因此他能感受基督能力的覆庇。

從來上帝不是要求能力強的人事奉祂，只是要忠心又良善的人，雖然我們或會對某些事奉崗位感到
難以勝任，但我們可以「靠着在基督耶穌裏的恩典」經歷到神同在的真實感。

第二種態度是「預備面對隨時的挑戰」
經文提到「你要與我同受苦難，作基督耶穌的精兵」，保羅深信為福音原故受苦，能讓跟隨神的人
變得更好，好像精兵。「受苦」是過程中的感受，一般印象是艱難、困乏、在你毫無準備時叫人措
手不及，若在這期間當為挑戰、操練去看待，過後會成為自己成長的見證。就好像舊約中的約瑟，
他生命中遇過很多艱難不公的問題，但始終堅持不放棄神，做他應做的事情，最終成為耶和華神美
好的見證。

LCC在一月份曾邀請李文耀牧師 (建道神學院教授) 講道，他提到事奉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有時甚至滿
有創傷、批評，但藉著我們忠心事奉能彰顯神的榮光，讓我們都在事奉的挑戰中剛強，成為精兵得
到上帝的獎賞。

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當見到家中有困難有需要，作為家中一份子又豈能視而不見？雖然「事奉不
是浪漫的事」，但過程中能因倚靠上帝而經歷祂的真實，能因完成神對我們的挑戰而得成長得賞
賜，你是否願意回應神，起來接棒，一起參與教會的服侍？

葉俊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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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兩年的執事選舉，因為空缺比候選人數為多，會友無須投票，參選者就自動當選。在此，期望會友
能熱衷擔任執事，讓執事的工作能得以承傳。  

教牧團隊過去不斷提供門徒培訓課程、教導和鼓勵，目的是希望培育有承擔的弟兄姊妹能肩負責任。部
分會友可能因不了解執事工作而卻步，在此嘗試提出一些觀察，讓大家更明白執事工作，釋除疑慮，樂
意參與執事工作。

執事會的運作不斷改進，感謝歷屆同工和執事的努力，執事會已建立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我們的團隊
包括：教牧、執事和事務同工。教牧專注牧養和屬靈工作（傳道、牧養、培訓、聖職等）以及關顧會
友；執事負責管理教會事務（根據本會法團條例1031）稱為「世俗事務」；而事務同工負責日常行政工
作，跟進執事會議決，我們大家彼此配搭成為一個美好團隊。

雖然團隊已人才濟濟，但總會遇到一些難題，這時候的討論讓我們有很好的學習，在塘宣和分堂的會友
中，有一個龐大人力資源庫，不難找到幫助，正如一位同工曾説﹕「塘宣的會友臥虎藏龍」，所以我們
面對難題時不須擔心，只管經歷神奇妙的恩典。

執事的工作並不是單打獨鬥，我們亦體諒忙碌的弟兄姊妹，避免分配事工讓他們負責。執事會事工一般
以小組形式分配，小組成員包括教牧、執事和事務同工。近年事務同工團隊已趨專業化，大大提升行政
效率，減輕執事的工作，我們齊心協力，發揮團隊精神，事工就變得輕省。每次會議約三小時，絕不是
傳聞中的五、六個小時，過程亦增進弟兄姊妹的了解和連繫，對會務有更深的認識，我認為是滿有喜樂
的團契生活。

教會需要有不同觀點和各行各業經驗的執事，不論什麼年紀都可參與執事工作，年長會友有較多時間和
豐富經驗，年輕會友有創意和衝勁，讓我們集合大家的心志和力量，令管理教會的工作做得最好。

本人轉眼已連續擔任兩屆執事，六年過得很快，期間有不少寶貴學習，見證主保守塘宣，增添我對主的
信心，使我在事奉和個人的生活上，更專心倚靠主。四月即將開始我第三屆執事的事奉，相信將比上兩
屆過得更快，感恩還有精神和健康，我要好好享受參與建立教會的事奉。

當教會邀請你參選執事時，期望你敞開心懷，讓主使用，履行建立教會的責任。作為執事雖在時間和精
神上有所付出，但得着的更多，主的恩典豐厚，期待與你一起體驗。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 林前十五58

余毓繁弟兄
竭力做主工 , 執事將心奉竭力做主工 , 執事將心奉



執事新丁有偈傾，事奉不分老中青執事新丁有偈傾，事奉不分老中青
前言前言
2022年新一屆的候任執事當中，有三位是新丁，包括﹕司徒錦源弟兄、陳麗芳姊妹、鄧博謙弟兄。看過
他們的執事述志，意猶未盡，所以編委找他們做訪談，讓弟兄姊妹可深入了解一下這三位執事新丁。

退而不休的司徒錦源退而不休的司徒錦源
編委﹕司徒，接到教會邀請出選執事信函時，有什麼猶豫、掙扎嗎?
司徒﹕其實都有猶豫、掙扎了十多年，今年似找不到借口，因為已經退休。陳露娥牧師講過﹕在主裡是沒 
 有退休這回事的。唯有接受出選。當時心想﹕教會有如此多猛人，我參選也未必會被選中，豈料出 
 選就變成了當選！

編委﹕據知你女兒也收到執事邀請信，你鼓勵她出選／出任執事嗎?
司徒﹕我不會特別鼓勵，也不會阻止，只要求她想清想楚，當然我也想她透過事奉以便與神的關係建立得 
 更好。我覺得她的性格似我，如果可以，我希望等我退下來時，她才去參選。父女不用同場意見相 
 左。

迎難而上的麗芳姊妹迎難而上的麗芳姊妹
編委﹕麗芳，你出選/出任執事，有掙扎或壓力嗎?
麗芳﹕有的，因為爸爸患腦退化7年了，媽媽週一至週五照顧他，週末由我和弟妹輪流照顧，現今69歲的 
 爸爸情況差了很多，已認不到我，如果小僕擔任執事，要擺上時間精神，恐怕照顧爸爸的時間就少 
 了。

編委﹕有什麼原因驅使你接受這項挑戰呢?
麗芳﹕因我經歷了神的恩典，我更應該向神作出回應。2020年10月我患了腦動脈血管瘤，患這種血管瘤 
 的病人，多是爆破了才知曉，後果嚴重。我因頭痛了三個星期，照MRA發現左眼後有4mm直徑大 
 的血管瘤，連看三位醫生，都說我幸運，一是能及時發現，二是我沒長期病患，身體適合做手術， 
 三是我的血管瘤位置可以施微創手術。而手術後半年，我完全康復，感謝弟兄姊妹為我禱告，我確 
 切經歷了神恩，這是多於由讀經查經這些知識層面上所領受的。神確是 IN HIS TIME、IN HIS WAY 
 來醫治我，我之前覺得無時間、無能力事奉，但經歷過這次的恩典，深深體會到只要在神旨意裏， 
 祂必會開路、引領！

編委﹕你信心真大，如在執事會中遇到困難，你會如何解決?
麗芳﹕不能單靠人的智慧去解決，需要好好禱告和仰望神。過往有機會於差傳和兒童事工中服侍，從宣教 
 士及兒童事工團隊身上，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力量很有限，遇到的困難甚多，只能信靠神，神確實 
 會守望和開路。

編委﹕擔任執事，你有什麼使命或抱負?
司徒﹕沒想過，說實話，做了二十多年的會友，其實對執事會的架構、運作 
 仍陌生，要進入到執事會中，才能認清教會的需要，到時發現有什麼 
 需要的話，會提出來。

編委﹕果然是實事實幹的人。如果在執事會中遇到困難或阻撓，會如何應對?
司徒﹕神家的工作都是為傳福音，如果真的遇到困難、阻撓，唯有切切禱
 告，或找牧者疏導，或找資深團友傾吐。我相信現在成立了聯會制， 
 減省了分堂事務，執事會的工作應該也會輕省些，或許，未來教會的 
 人手資源也可優化精簡，即是可以減省人手。

編委﹕還有什麼感想或說話要分享?
司徒﹕我希望可以成為會友與執事會之間的橋樑，會友有什麼問題可以告知 
 執事，執事再帶回執事會中去討論。感覺上執事會的透明度不夠，希 
 望可以開放些，例如向會友介紹下執事會的架構或運作，讓人知道開 
 執事會是什麼一回事，等收到執事出選邀請信的會友不必太擔心，以 
 為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編委﹕感謝退而不休的司徒！



吹響號角的鄧博謙吹響號角的鄧博謙
編委﹕相信你是近年來最年輕的執事，有什麼動力驅使你出選/出任執事?
博謙﹕我也是考慮了很久，最後一日才答應。教會要跟上時代，願意邀請年青人去選執事，其實是踏出了 
 一大步。我的同輩中也有人被邀，他們各有原因而推辭了。我想，我們年青一代也應對教會作出回 
 應，就讓我帶頭去試水溫，等後來者有個可以作咨詢或借鑑的人。也想讓大家見證年青一代，願意 
 去承擔責任，年青人在教會也有份。

編委﹕所謂一脈相承，你的祖父、父親都曾擔任執事，幼受庭訓，他們在教會的作為，會是你學習的榜樣 
 嗎?
博謙﹕是的，他們願意事奉神，視教會為家，我們同樣的地方就是都想教會好。我記得爺爺80歲時，仍
 在弟兄團服侍，他們團契聚會時，爺爺會在家親自炒糯米飯，且份量頗多，然後帶回教會與弟兄分 
 享。擺上自己服侍他人的精神我是深受感動的。我跟祖父輩雖生於不同年代，但服侍神、服侍人的 
 心是一樣的。

編委﹕你仍在大學就讀，在執事會中，怕提出意見時會被質疑、被不信任嗎?
博謙﹕擔任執事的，都想教會進步復興，如果是真心為教會好，就不怕被質疑。記得之前的「80+1音樂 
 會」，也是交給年青人去辦，整件事都順暢有成效。我認為大家對我的信任，是出自於我的真誠， 
 真心為到教會好，所以我不擔心被質疑或不被信任，甚至可以證明年青人辦事是值得信任的。面對 
 壓力其實也是一種動力，預計了會面對壓力，唯有咬緊牙關走過去，相信看見教會復興是值得的。

編委﹕在執事述志中你講過「希望為教會帶來新的改變和突破」，可以具體的講講嗎?
博謙﹕先前跟受邀出選執事的同輩傾談，他們都被一些「風聞」嚇怕，怕在執事會三年，只得「齋坐、齋 
 聽、齋舉手通過」的功能，我希望執事會的透明度會增加，消除憂懼。我也期望與大家一齊學習， 
 以神為首，「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馬可福音12:30)。如今社會有好多不明朗的 
 因素，包括政治環境（不知將來教會的發展空間如何）、疫情（實體崇拜、開組會受阻）、移民潮 
 （教友離散）等。縱使外在環境有變化，希望內聚力更強，大家珍惜教會生活，以心靈去敬拜，帶 
 領教會一同回應神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召命。

      編委﹕年青人你有什麼話要跟年青人講？
      博謙﹕借此機會想鼓勵所有年青人大膽踏出服侍的腳步，不要對 
       服侍崗位膽怯，不必是某些人、有某些恩賜才能擔重任。 
       除了執事，教會還有很多服侍的崗位。我就算做了執事， 
       仍會在原先的青少部及聖樂部繼續服侍。希望大家都繼續 
       努力忠心為神、為教會擺上。

      編委﹕謝謝你為年青人打強心針。

編委﹕作了執事，你會有什麼承擔或期望?
麗芳﹕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傳福音，教會裏每人皆擔當不同角色為主作工、傳福音。執事代表會衆去參 
 與、處理教會事務，各分部也互相效力，以不同形式向不同對象傳福音。「我們曉得萬事皆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如剛過去的聖誕節，教會舉辦「歡樂聖誕在塘宣」， 我 
 們邀請西貢街的南亞裔朋友來教會過聖誕，也是向異文化群體傳福音的好機會。

編委﹕據知這屆執事會人選八缺一，參選即自動當選了，你有何感想?
麗芳﹕顯然，教會缺事奉的人。我中學時已經返這教會，招鳳玲及陳
 錦嬋兩位宣教士曾是我的導師，李文玉姊妹亦是我的導師，受
 她們的薰陶，我參與差會和兒童事工的事奉較多。我一直受教
 會培育，感受無比的關愛，願神在祂的旨意上使用小僕。
 藉此也鼓勵身邊的弟兄姊妹，齊心一起事奉神！

編委﹕受了教會的培育和眾弟兄姊妹的關愛而作出回饋，是很好的
 反思，謝謝麗芳姊妹。



「各位隊員早晨，我是總指揮 Becky 姨姨...」這句開場白不經不覺已經說了三年了。承擔這使命，完全來
自這個信念──傳承、承傳。

感恩可以從小在塘宣長大，在信仰成長的路上，遇到很多充滿愛心的兒童導師。導師經常鼓勵我們，不論
事奉的大小，都可以參與。所以在初中時就接受了首次事奉的挑戰，就是在保羅團的夏令營擔任兒童關
顧。感恩有主保守和帶領，當年兒童關顧的環節順利完成。讓我有信心繼續在兒童事工上事奉。

遠赴澳洲升學時，我沒有停止兒童事工的服侍，由廣東話「轉台」至英語。因我深知道孩童在成長期間，
能夠聽聞福音、聽從聖經的教導，是十分美好的。我更「升呢」成為主日學導師，陪伴孩童成長，我靈命
也一同增長。

加入塘宣兒童事工，已經有20年了。由起初的秩序員、領詩、信息講員，到
後來參與策劃兒童事工，每個事奉源自於神讓我看到教會的需要。

我在2002年參加塘宣大專團契時信主，由於我的本科是小學教育，信主後便
順理成章地加入兒童崇拜的事奉，20年前的塘宣兒童事工沒有Awana，沒有
教材，沒有架構，兒崇信息時間由教會執事或傳道人輪流負責。後來，麥銘
奇牧師和麥師母開展Awana，為兒童事工帶來新氣象。那時看着麥師母每星
期拿着Sparky布偶公仔由領詩到信息一手包辦，心想為何沒有足夠人手與她
分擔呢？於是，我答應了每月一次講信息，由於沒有課程可依據，每個月需
自行擬定信息的題目和內容，而我本身喜歡看故事，容易被故事情節觸動或
啟發，我便萌生了一個想法﹕藉着分享故事連結信仰，讓小朋友跟我一樣被

畢業回港後，加入了塘宣Awana的事奉團隊。我更加體會到兒童
事工需要承傳的重要性，因為事奉團隊的拍檔，竟然是我兒時的
導師！這麼多年來仍然堅守著兒童事工的崗位，是令我非常敬佩
的。這也令我萌生了「接棒」的想法，要使兒童事工傳承下去，
就要讓更多年輕的導師參與前線的崗位。所以我先後擔任過手冊
導師、秘書，最後就是總指揮。在Awana事奉期間，更與當年受
過我照顧的「孩童」成為事奉拍檔，感受特別深刻。

不經不覺參與兒童事工接近十年，令我繼續堅持的是這金句︰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6:22
願主繼續祝福保守塘宣的兒童事工，阿門。

鮑浩思姊妹 (Cecily)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美好的兒童事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美好的兒童事工

鄺淑玲姊妹 (Becky)昨日的學生，今日的導師昨日的學生，今日的導師
兒童事工的交棒和接棒兒童事工的交棒和接棒

一個又一個故事觸動，從而慢慢思想生命價值和信仰實踐。由那時開始，我埋首於學校圖書館、道聲書局和不同的
繪本館，每月參加閲讀會，為的是搜羅有助表達信仰價值的故事，建構繪本信仰課程。

還記得2010年70週年堂慶，與一班事奉心志相同的肢體同工，籌備亞博兒童慶典，我懷着六個月身孕初嘗同心事奉
的滿足。當了母親，促使我深思兒童事工的價值，許許多多父母每逢主日一早起來帶孩子出席教會聚會，無非為了
讓孩子從小認識聖經，跟隨天父，但回顧我初事奉時遇過的孩子又有多少個長大後仍然留在教會呢？塘宣兒童事工
如何發展才能幫助長大後的孩子繼續跟隨神呢？

後來，陳嘉榆牧師邀請我加入兒崇籌委，再後來接手Super SONday Kids統籌，越事奉越看到兒童事工的需要﹕需
要人手、需要課程、小朋友和導師同樣需要牧養。每次看見需要，我在禱告中問神我可以為這些需要做甚麼呢？一
次一次的求問，不知不覺間天父在我的教學與事奉經歷中回應，讓我愈來愈放膽為兒童事工計劃課程、完善架構、
招募人手。縱然種種問題和需要仍在，但欣見天父招聚一眾對KTAC Kids有承擔的事奉團隊，繼續在逆流中為孩子的
成長而努力。

神若看為美，就把祂的事工成就，人只管盡力為祂去幹。天父，多謝你讓我找到自己的恩賜，看到教會的需要，在
教導孩子上作你的器皿。盼望天父興起更多肢體看到教會的需要，以事奉作回應。

首次參與兒童事工事奉的夏令營大合照`



若要用幾個字去形容這個音樂會，我會用「回到根本」。

音樂會的雛形是教會80周年堂慶的活動，計劃邀請各分堂及屬校的詩班及管弦樂隊於大會堂舉辦一
個音樂盛宴。可惜疫情反覆，令音樂會一再延期。感激聖樂部的信任，於今年讓我、鄧博謙弟兄及
郭以琳姊妹三位年青人接手籌備音樂會。神提醒我們，音樂會的主角不是音樂，也不是慶祝，乃是
用最基本的方式，做信徒和教會最基本的事：是一個敬拜神、與神相遇的聚會。

音樂會主題為「聚焦」，意指聚集神的子民，在這世代中尋求祂托付的焦點。過去兩年，我們感受
到在亂世裏人更需要與神親近，正視生命的意義和召命。神給予我們一個異象：整個教會群體一起
重新認識神和祂的救恩，重新建立屬神的眼光和敬拜生活，及重新立志為神在這世代中作明光照
耀。

籌備中，經歷了一件深刻又有提醒的事。一次綵排中，由於人手安排的誤會使幾位事奉者發生了矛
盾。很多時誤會或會變成明嘲暗諷的衝突，或是不了了之，但結果弟兄姊妹之間仍有嫌隙。當時我
不知如何是好，團隊中有人提議私下坦誠與對方溝通、面對問題，然後一起禱告求神介入。這件事
中，我看見一個遵行神教導的見證，又看見神的愛在祂的兒女中彰顯。事奉時發生矛盾十分常見，
我盼望這件事也能鼓勵弟兄姊妹用愛心彼此造就，用禱告托住團隊。

很感恩，得知很多弟兄姊妹在音樂會中被感動，聽見神的聲音，也能盡心投入敬拜。套用甘樹堅牧
師的一句話：「等待了81年的敬拜，你有什麼期盼？」我盼望下一次全然為神的敬拜不需要等81
年，因為我們主日參與崇拜就是敬拜，我們每一刻的生活也是敬拜。願神的靈充滿我們、更新我
們，成為一個將生命聚焦於神的信仰群體。神在呼喚我們，在這世代中要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我相
信，若每一個屬神的子民都擁抱神的托付，這個教會，這個城市，這個世界定會不一樣。

李正道弟兄
80+1周年堂慶培靈音樂會80+1周年堂慶培靈音樂會

「聚焦」「聚焦」



杜淑貞姊妹
JOYCATION JOYCATION 歡樂聖誕在塘宣歡樂聖誕在塘宣

2019 年社會事件，2020 年疫情嚴重，2021 年能過一個開心歡樂的聖誕節應該是每一個香港人的
願望。

基於這一個共同願望，傳道部在年中開會商議聖誕活動時，大家不謀而合地提議要籌備一個既開心
又繽紛的聖誕活動，而且活動目標很清晰，好希望弟兄姊妹能藉着今次聖誕活動邀請未信主的親戚
朋友前來！

首先我們將教會內外，包括車來車往的窩打老道，佈置得色彩繽紛美輪美奐，讓經過的車輛及每日
接小朋友上下課的家長都感受到濃濃的聖誕氣氛，同時希望把周邊的鄰舍也吸引前來參與，讓我們
可以把耶穌誕生大喜訊息向未信者傳揚。

潮流興staycation 所以我們也來一個Joycation 把活動橫跨24號平安夜及25號聖誕節。

主耶穌教我們把福音由耶路撒冷傳至地極，所以joycation@KTAC 就由我們的小小耶路撒冷開始，
塘宣核心內圍的宣小宣幼小朋友及家長就成為我們邀請的對象、另一方面過去兩年教會有一批弟兄
姊妹努力向西貢街南亞裔小朋友傳福音，所以我們安排24號下午的時段專門招呼他們。

我們在10月開始宣傳，鼓勵大家準備一點心意禮物送給西貢街小朋友，好快聖誕樹下有過百分的禮
物。

當我們在11月底開放工作坊報名，有些工作坊一出台已經爆滿！



今次歡樂聖誕在塘宣包含眾多元素：聖誕燈飾、報佳音、攤位遊戲、工作坊、攝影棚、扭蛋機遊
戲。豐富的節目也豐富了新舊朋友的心，令大家無比享受！

讓我們為今次歡樂聖誕在塘宣做些統計：
-  活動招呼了600百位以上的朋友參與
-  活動準備了1000多塊曲奇餅
-  活動派出了300個氣球
-  活動送出了500多份禮物
-  活動動員了過100位弟兄姐妹加入天軍行列，一齊事奉

籌備這類大型活動瑣碎事好多，兩日活動體力消耗很大。不過當籌委們看到一班穆斯林兒童甚至乎
婦女一齊唱着聖詩，高聲呼喊耶穌愛你、看著宣小宣幼家長為着參加曲奇餅工作坊一早帶著小朋友
來排隊、不斷有新朋友打電話來教會查詢活動參與方法、目睹小朋友在聖誕節參加完攤位遊戲手持
禮物與氣球開心的笑容、甚至最後有新朋友決志、決定帶小朋友參加我們往後星期日的兒童聚會，
這一切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了！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上帝。



書籍分享書籍分享

《從書卷名稱認識希伯來聖經》《從書卷名稱認識希伯來聖經》
                    (高銘謙牧師著)(高銘謙牧師著)          

聖聖誕誕滴滴禮禮

（上排左至右）譚永堅、梁志楓、
               黎正思、黃德正、韋基晉、高子晴、朱建文
               許錫平、何健生、湯仲滿、胡碧茵、何雅言、林萍
（下排左至右）王舜鳳、陳桂琼
（沒有合照）    黃心怡、朱韻之

這是本一百多頁的小書，是喜愛釋經與舊約的高牧師新作，
透過舊約書卷的希伯來文名字帶出每卷書的神學重點。他希
望讀者能夠尋得聖言的啟迪，轉化自身的生命與思維。
如高牧師在導言所說，我們除了認識基督教會正典及書目排
序所帶來的閱讀期望之外，也可嘗試依希伯來聖經的書目排
序與名稱來了解個別書卷。這樣做不代表放棄了基督教會的
正典，而是嘗試以另一角度來了解同一樣的書卷，並在多元
層次的閱讀中豐富我們對某書卷的認識。
以下節錄三本書卷帶出的一點思考：
《約拿書》的「約拿」解作鴿子，而希伯來聖經分別採用了
鴿子來描述正面及負面的東西。又例如《瑪拉基書》的意思
就是「我的使者」，這名字不常在以色列人中出現，他很有
可能是一個職位的名稱過於是人的名字。最有趣的是《耶利
米哀歌》這個名稱並沒有「耶利米」這名字，亦不是解作「
哀歌」，而是解作「何竟」或「唉」。更多關於這卷「唉」
書的神學理念可以參考作者的另一本書：《耶利米哀歌──悲
哀質問與盟約盼望》。

何志斌弟兄 Philip何志斌弟兄 Philip

2021年12月25日的洗禮由車耀宏牧師主持。由於疫情的關係，以滴禮代替浸禮。
共有17位新葡加入主的大家庭。

新葡與長執
同工合照

九龍塘基址動態九龍塘基址動態



年終感恩見證會年終感恩見證會

LLCCCC十五週年感恩崇拜十五週年感恩崇拜

孩童奉獻禮孩童奉獻禮

年終感恩見證會於2021年12月29日(三)晚上以網上形式(Zoom)舉行，當晚約有70
多位弟兄姊妹出席，13位弟兄姊妹分享感恩見證，數算主的恩典。

孩童奉獻禮於2021年12月26日(主日)聖誕節午堂崇拜舉行，
九龍塘基址共有6位孩童接受孩童奉獻禮，
分別是：李昕㦤（父母：李永寧、李詠雪）、
胡恩樂（父母：胡凱程、張曼瑩）、
曾曜昇（父母：曾睿德、丁昊）、
莫殷瞳、莫靜瞳、莫依瞳（父母：莫僑浩、江思穎）。

感謝神讓LCC十五週年感恩崇拜於2022年1月8日順利
以實體形式進行，並在大家弟兄姊妹的讚頌和愛底下
完成，有好多開心、鼓勵、互勉。最後，在座每位都
拿著預備的電蠟燭，砌成一幅美麗圖書，願神繼續使
用LCC整個群體，祝福我們的身邊人！

2022年LCC有乜睇頭？大家可以去以下的網站看看：
https://youtu.be/z6pvI5DqefE

https://youtu.be/z6pvI5DqefE


蝴蝶谷基址動態蝴蝶谷基址動態
BV 嬰孩奉獻禮BV 嬰孩奉獻禮

BV2021年嬰孩奉獻禮由吳玉樹牧師主持，共有三對夫婦把他們的小天使歸入主名下。

BV年終感恩見證會BV年終感恩見證會
2021年12月26日崇拜後隨即舉行年感恩見證會，
感謝神的帶領，亦盼望弟兄姊妹的分享成為別人的
激勵。

BV 動向 & 代禱BV 動向 & 代禱
BV在今年將舉辦數次主日家庭講座，目的是服侍社區和推動外展。
第一次主日家庭講座將於3月13日(主日)上午11:30 在網上舉行，題
目為《如何與子女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由資深心理輔導員何王
穎慧女士主講。

BV月禱會：
每月第四主日崇拜後在網上Zoom舉行，一同為世界、為香港、
為個人需要互相代禱。

為教會祈禱：為教會祈禱：
- 宗教處所納入「疫苗通行證」範圍，帶來事奉上的難處，
   救主賜下智慧和忍耐，讓教會能應對
- 求主保守同工們的身心靈
- 復活節洗禮延期、暑期活動調動、家長福音講座的籌備

「新約概覽」課程，於2月11日至3月18日逢星期五晚
9:00-10:00網上舉行。

徐智輝
 (徐駿能、申藹盈之公子)

楊琬柔
(楊東億、葉麗荃之千金)

何恩叡
(何綽軒、黃詩瑋之公子)



臨別感言臨別感言

大家好！感謝神的安排，讓我在今
年1月加入塘宣的事奉團隊，參與
成人群體的服侍，同心建立教會。
我自2014年畢業於建道神學院，牧
會至今。我有兩個小朋友，大女今
年13歲，而細仔10歲。盼望日後更
多認識大家，在神的真道上彼此造
就，努力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感謝家訊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分享小小的感言。

在塘宣六年多，回憶點點滴滴，此刻心中情感正在「翻滾」，豈是數百字能盡訴，實在是「難寫難
離」，只是同時亦滿心感恩。感恩主一直帶領，讓我來到這裡實習，認識這裡的同工、年青人和大
家。當時已感到自己似乎和這裡「很夾」（希望不是自作多情），因此當將神學畢業時，得知塘宣也
在聘請同工，禱告之後應徵，蒙主拖帶正式加入塘宣的大家庭了。感恩這些年有機會與同工、弟兄姊
妹一同作不同的嘗試和挑戰，一起學習、成長。看到實習時認識的組員，現在成了好隊友，是可以一
同牧養年青人的導師；看到當時的初中生，現在是在牧區並肩作戰的伙伴，他們對科技、影音的熟
練，成了網上聚會的最強後盾；看到初入職時升中的「小朋友」，現在能獨當一面的領敬拜、籌備營
會；看到一個個年青人願意委身信仰，受洗加入教會…… 而他們也見證著我人生階段的轉變﹕畢業、
就職、結婚、生子…… 這裡確是我屬靈的家。將要離別，實在不捨。捨不得在這裡建立的關係，也捨
不得繼續與小羊同行、見證他們成長的機會。

只是，也想起哥林多前書三6-7：「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
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小羊是神的羊，教會是神的家，每個同
工、事奉者都在某階段中，按著神的心意在神家服事、牧養群羊。人的能力、時間有限，總會過去，
唯有神能一直看顧、作工，叫教會繼續成長。尤其這個時代，離合聚散總是難免，自己並不是因甚麼
高言大志而離開，只是與家人討論禱告後所作的決定，但仍然希望不論環境如何、身在何方，也能堅
守當初的呼召，繼續為主所用。同時相信神仍然在呼召他的僕人起來，承接此時此地的栽培牧養。

記得剛入職時，正值教會推行三個階段的「門訓」，統籌者吳牧師分享異象提到：「你在許多見證
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2）。」因為這節是教會傳承的精
要，短短一句中隱含了「四代」相傳，保羅→提摩太→忠心能教導人的人→被忠心者教導的人。保羅
期望提摩太能做的，就是接下福音真理的棒，並且繼續傳下去。願意我們不論面對怎樣的處境，也要
成為「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將主的教導，傳承下去。願共勉之。

新同工介紹：新同工介紹：何漢明傳道(IVAN)何漢明傳道(IVAN)

王以殷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