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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牧人與羊

編者按﹕「德⾼望重」這四個字周永健牧師受之無愧，他

在塘宣擔任「顧問牧師」12年，現改任「義務顧問」，或
有會友問這兩者有何區別？其實兩者都沒有受薪，只是先

前有「⾞敬費」，⽽如今純粹是義務的；作教會的顧問，

省去了牧師的職責，但當⼈⼿不⾜夠時，周牧仍樂意補

位，擔任講道或主持聖餐。⼩編有幸在2022年10⽉尾跟周
牧作訪談，獲益良多。以下整理了當⽇的訪談。

編﹕周牧，你跟塘宣頗有淵源，始於上世紀70年代，可否
談談？

周﹕我1973年由美國學成後回港籌辦神學院，院址在九⿓
塘，1975年「中國神學研究院」成⽴了，我當時到塘宣聚
會，何時鑑牧師就給我事奉的機會，讓我帶領團契和講

道。1980年何牧師退休，我就擔任聖⼯顧問，由於我當時
全職在中神任教，所以我只是兼任義務性質。在82⾄84
年，我任義務主任傳道，後來請到了牧師，⽽我的⺟會

（宣道會尊主堂）⼜需要我回去侍奉，所以暫別了塘宣。

到2010年，我已在神學院退休，神的安排，我⼜回到塘宣
擔任顧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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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你在中神事奉30多年，在塘宣牧養有否覺得服侍的對象和性質不同⽽感到有挑戰？
周﹕神給我的召命是神學教育，無論是教學或教會事奉，都是做福⾳⼯作，沒有什麼不同。在神

學院對象是神學⽣，⽐較單⼀，⽽在教會就可以接觸不同的會友，他們來⾃不同的⾏業、有不同

的⼈⽣經歷，可以豐富我的經驗。我不會當⾃⼰是⼀個教授或院⻑，我只是⼀個傳道⼈。我好珍

惜能參與教會的事奉，因為神學教育是離不開教會的。

編﹕周牧你迎接80歲了，但你仍精神奕奕很有活⼒，你未來還有什麼計劃？
周﹕神的恩典，當我在中神退下教職後，神⼜開路，讓我再在塘宣事奉12年。2023年1⽉我就80
歲了，我主動向教會提出要退下來，免得教會被笑⽼⼈政治。其他機構所擔任的職銜，我亦退下

或減了，例如請辭海天基⾦會董事，推卻擔任培靈會聚會主席等。我仍會講道、主領⼀次性的講

座，但不會任教課程；減少公開活動，集中做⽂字編輯⼯作﹕⼀個是靈⾵基⾦ (Langham
Foundation)中⽂聖經註釋，我擔任主編，是⼀個⼋年的計劃，已進⾏了三年多，還有五年就完
成；另⼀個是漢語聖經協會的《新漢語譯本》，新約已出版，我現在主理舊約翻釋稿件的審閱，

希望2-3年內完成。

1973年周牧哲學博⼠畢業時與師⺟
合照。由求學到⾛上婚姻家庭的道

路，⼆⼈共同成⻑。



編﹕你說﹕「我已服侍了我的世代」（中華神學研究中⼼

研究季報01期2020年10⽉的訪問），你認為現今的牧者要
服侍這個世代的基督徒，要本著怎樣的⼼志、理念或精

神？

周﹕我說「我的世代」不是說有什麼特別，我是指我已經

完成神給我的召命，我可以交棒給新⼀代，讓他們繼續去

服侍。無論那⼀個世代，作為牧者，都是要有使命感，帶

著神給你的召命、託付去侍奉，不可視為⼀份⼯，⽽是要

委⾝，不計較個⼈的得失榮辱，為神⼯作。

編﹕你曾經⽤「專⼀」來總結你的信仰和⽣命，（「⼈⽣

必勝策略在專⼀」，基督教週報2010年1⽉專訪），你覺得
這種專⼀是⼀種幸福還是⼀種考驗？

周﹕專⼀是幸福，是恩典，是選擇。也可以說是⼀種限

制。有些⼈可以⾝兼幾職，可以做得好出⾊，我佩服他

們，但我不會羡慕他們，我滿意、滿⾜⾃⼰做好神所交託

給我的召命。

 
編﹕你對年輕牧者有什麼寄語？

周﹕沒有⼈⽐保羅講得更好，保羅對提摩太說﹕「不可叫

⼈⼩看你年輕，總要在⾔語、⾏為、愛⼼、信⼼、清潔

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年輕是沒經驗，但
不能因沒經驗就缺乏⾃信。慎⾔、慎⾏、⼿潔⼼清，才可

作榜樣。年⻘信徒要有榜樣，要有屬靈導師，所以，牧者

要⾃勉，要作年⻘⼈的榜樣。

編﹕周牧在信仰、牧養上的成功不⽤多說，但周牧在婚姻

家庭的成功更讓⼈欣羨，可否分享你和師⺟的相處之道？

周﹕也沒有什麼秘訣，平⽇對⼈有禮、對⼈要忠誠，對配

偶就更加要如此。師⺟做事做⼈是很有分⼨的，遇有意⾒

分歧，⼤家就是要溝通，在爭詏之前就先停下來冷靜。最

重要是有成全對⽅的⼼，對⽅開⼼⾃⼰就開⼼，要取悅對

⽅，你敬她⼀尺，她⼀定敬你⼀丈。我亦以我兒為榮，他

成家⽴室，事業有成，有愛主的⼼，亦熱⼼事奉，令我夫

婦感欣慰，我的家庭全是恩典。

編﹕可否分享⼀句你喜歡的⾦句？

周﹕耶利⽶書15:16「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
語，就當⻝物吃了，你的⾔語，是我⼼中的歡喜快樂，因

我是稱為你名下的⼈。」

編﹕謝謝周牧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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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愛好⾳樂，除喜歡聽京劇、

粵曲，更學習拉⼆胡、⼤提琴，

真是活到⽼學到⽼。

周牧全家福，三個男孫各有恩賜。

周牧夫婦相知相愛60年，師⺟總是
溫婉相伴，實是美好的愛情⾒證。



在2019年，我蒙召離開⻘少年福⾳幹事的崗位去攻讀神
學。2022年，當我為畢業後的⼯場掙扎不已時，上主再
次呼召我回來塘宣。過程中，聖靈幫助我再次發現、確

認對塘宣⻘少年的愛。其實，早在2019年蒙召作傳道
時，上主已經將牧養⻘少年的感動和負擔放在我⼼中。

經歷三年神學，祂亦將神學教育的感動放在我⼼中。主

若願意，我希望數年後可以前往英國再攻讀。哈哈〜這

實在是超難的挑戰。即或未能，我亦甚樂意留下繼續牧

養⻘少年。或右或左，由主帶領。

假若問我，牧養⻘少年有何特別的⽅向和負擔？華⼈教

會普遍都⾯對⻘少年流失之況，我雖無靈丹妙藥，但卻

有感動要以創意教導聖⾔、引導⼈聆聽上主的聲⾳、回

應祂的呼喚。因此，我希望更新現時⻘少年崇拜、⾨徒

訓練與⼩組牧養的模式，讓⻘少牧養「脫悶重⽣」——
Make It Youthful！如果你都對⻘少年⼈有負擔，想⼀⿑
服侍，請加⼊我們的團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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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悶重生~~Make�It�Youthful
鄭穎塱傳道（靑少年事工）

最後，跟你們分享，我在2022年12
⽉10⽇結婚〜實在都需要你們代禱
⽀持〜籌備婚禮實在是⼀件世紀⼤

Project！願主給我和太太 Crystal 可
以拍住上，⼀⿑拆掂佢！

新的異象VS新的同工
朱美儀傳道（兒童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是朱美儀姑娘。在我未成為全職

傳道⼈之前，我是⼀位在兒童之家⼯作的社⼯；我在⺟會

（宣道會宣恩堂）參與兒童事⼯16年。2006年蒙召進⼊建道
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2010年到中國神學研究院進修婚姻及
家庭輔導碩⼠。2022年11⽉神帶領我到塘宣，擔任傳道，負
責兒童事⼯，這實在是好得無⽐，讓我再與⼩孩親近。由於

我⽐較喜歡吃朱古⼒和雪糕，我也不介意⼩朋友叫我雪糕姐

姐呀！盼望能在此與塘宣家眾弟兄姊妹⼀起經歷和⾒證神在

我們⽣命中所運⾏的⼤能。「趁著⽩晝，我們必須作那差我

來者的⼯；⿊夜⼀到，就沒有⼈能作⼯了。」（約9:4 ）



徒」、「信徒」、「基督徒」只是名稱的不同，但同屬指到⼀群跟隨耶穌、回應召命的

⼈。換句話說，⾨徒是過⼀個以整個⽣命回應上主召命的⽣活⽅式，做上主原本設計那樣

的⼈。因此，「⾨徒⽣命之旅」是讓弟兄姊妹在旅程中學習分辨上主對他們的召命，並藉

着⼩組組員的同⾏，彼此⿎勵和守望，⼀同掙扎，⼀同成⻑。

旅程設計主要以「向上」、「向內」和「向外」三個向度為框架。「向上」進深神⼈的關

係，學習並操練讀經、靈修、默想及祈禱。「向內」探索個⼈成⻑與突破，培養情緒健康

的⽣命素質，裝備基督教世界觀的視野，邁向成熟的事奉者和屬靈領袖的⽣命。「向外」

活出召命，積極傳揚福⾳，參與教會事奉，在家庭和職場作主⾒證。

請⼤家時常為着這四⼗位學員和四位導師禱告，因為⽣命的轉化、更新和成⻑全是上主的

作為和恩典，正如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他⽣⻑。」（林前3:6）

「⾨徒⽣命之旅」不經不覺已經啟航半年了，我⾮

常感動，看⾒四⼗位弟兄姊妹每個星期五晚，忠⼼

地出席和積極地參與課堂的學習、討論和分享。他

們的投⼊正正反映出幾位學員在《塘宣家訊》9⽉
號中的分享﹕「渴望在信仰路上有突破和成⻑」。

這⿎勵我們每⼀位導師，應當花更多更好的時間，

為每⼀堂課作最好的預備，⽽更重要的是我們時常

在禱告中為每位學員逐⼀提名代禱！

回想2022年初時，幾位教牧同⼯構思這趟「⾨徒⽣
命之旅」，我們都有同⼀的異象，就是回應主耶穌

的吩咐﹕「使萬⺠作祂的⾨徒」（太28:19）。
「⾨徒」⼀詞在新約聖經出現了335次，其中297次
出現在四福⾳中，⽽38次出現在使徒⾏傳。「信
徒」在新約聖經只出現了5次（徒10:45、15:5，加
6:10，提前4:10、  4:12），⽽「基督徒」僅出現了
3次（徒11:26、26:28，彼前4:16）。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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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向上」、「向內」、「向外」
何漢明傳道

門徒生命之旅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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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幾年擔任執事期間，在事奉上所⾯對的各種挑戰，神不單⼀⼀帶領我們平安渡過，

祂所安排的結果，更是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到的，回望每⼀個經歷都滿有恩典，不能不去讚美

神的作為！能夠去事奉神，是代表我們能與神同⼯，所以我們就更需要留意我們與神的關

係。事奉總會使⾃⼰的⽣活變得更忙碌，但在事奉中對主的經歷，更讓我看到每天親近祂的

重要性，能推動⾃⼰每天努⼒讀聖經、更多去祈禱，求主成就祂的美⼯。

求主藉祂的⼤愛吸引眾弟兄姊妹每天願意親近主，讓我們能靠著主，各按其職⼀起去參與事

奉，照著各體的功⽤彼此相助，使教會不斷增⻑，在愛中彼此建⽴，最終能有效實踐主所交

付給教會的使命。

這世代，很多弟兄姊妹感到在⼯作上已經⾮常忙碌，回家後亦要照顧家⼈及處理家務，那會

有多餘時間去參與事奉？⽽在教會的層⾯，很多事奉項⽬都缺⼈⼿，教會如何找到更多⼈參

與事奉呢？

教會是屬於天⽗上帝的，祂亦是教會⼈⼒資源管理的主，神會差遣祂的僕⼈來事奉，我們需

要做的，是切切禱告，求主差遣更多⼈來作主⼯。

作為主的⾨徒，我們為什麼要參與事奉呢？是因為神⽤⼀個極重的代價，釘在⼗字架上，買

贖了我們，讓我們成為主的奴僕，因此我們的整個⼈應全然屬於主，事奉主是理所當然的！

能夠事奉這⾄⾼、⾄偉⼤的神，我們的⾝份是何等尊貴！這才是我們去事奉主的最⼤動⼒。

我們能夠事奉神，並不是我們有什麼能⼒或經驗，反⽽是我們能有機會與神⼀起同⼯，能更

經歷祂的⼤能，在⾯對困難時更能經歷祂的恩典！

忙碌的⼈⽣

事主的動⼒

在主裡沒有難成的事

感謝神，讓我參與2022年8⽉27⽇舉⾏的⻑執同⼯退修會。退修會安排了兩個主題講座及⼯作
坊，讓我反思教會如何能配合聖靈的⼯作，成為⼀個屬靈領導的組織，能有效實踐神所交託

給我們在地上的使命。

全然屬於主──⻑執同工退修會分享
崔永浩執事



講員張祥志先⽣

2022年10⽉29⽇星期六，是教會⼀年⼀度的讀經⽇營。今次在蝴蝶⾕基址的宣道國際學校第
⼆期的Alliance Hall舉⾏，講員是張祥志先⽣，講題是「合神⼼意的智慧──箴⾔研讀」，⼤
約有200⼈參與。

張⽼師在第三節中講及「箴⾔中的家庭關係」，勾起了過去⼗多年我們與兒⼦成⻑的點滴回

憶。張⽼師提及管教兒⼥是要讓他們有智慧，要杖打和責備，但卻不是宣發洩情緒。這令我

回想第⼀次亦是最後⼀次杖打兒⼦的經歷。兒⼦還是兩三歲的時候，那天晚上已不記得他為

什麼扭計，當時我不知何來的⽕氣，⽤⾐架打了他⼀下！他⾺上⼤哭，這⼤哭像針刺在我

⼼。有了這次經歷，我提醒⾃⼰不可以再杖打兒⼦了。我曾經問過我兒⼦是否對這事有印

象，他說記不起。所以我相信這是神給我的教導⽽不是給我兒⼦的。感謝神，我兒今年剛進

⼊⼤學⼀年級。在他的成⻑過程中，我看⾒他不單是⼀個很聽話的兒⼦，也是很謙虛守紀律

的孩⼦。深信是神給他⼀個謙卑受教的⼼。他⾃少在教會成⻑，漸漸對神的信⼼增加。他現

在於加拿⼤得到⼀位牧師的接待，他説也要效法成為⼀位接待⼈的⼩伙⼦。

「教養孩童，使他⾛當⾏的道，就是到⽼他也不偏離。」（箴22:6）孩⼦能在教會裡成⻑，
真是很⼤的恩典。

讀經日營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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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敎兒女得智慧
張志立弟兄（Michael）

讀經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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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

2022年11⽉30⽇晚上，在陳露娥牧師帶領
下，近三⼗位來⾃不同團組的會友和同⼯在

網上享受了歷時約兩⼩時差傳祈禱會。

差傳部邀請了柬埔寨宣教⼠唐德如傳道

JoJo分享珠⼭事⼯最新發展和需要，如: 學
校登記註冊、⽼師招聘和培訓、物質採購和

安裝，需要主差派海外⼯⼈(英⽂、視藝、
運動、電腦)到珠⼭服侍，教導學⽣並傳揚
福⾳。

此外，⼤家亦為遠在柬埔寨、塞內加爾、剛

果、創啟地區的宣教⼠，及其他宣教機構獻

上代禱。願我們的宣教⼠都⾝⼼靈健康，彼

此於不同國⼟同⼼事奉！

差傳祈禱會：
柬埔寨珠山耀愛中學

差傳祈禱會：
⻄貢街事工����

柬埔寨珠⼭耀愛中學

校舍興建發展計劃2023-2028

差傳祈禱會於2022年9⽉14⽇（三）晚上以
網上形式Zoom舉⾏，當晚有30位弟兄姊妹
出席。祈禱會邀請了New Life Church 責負
⼈⽕柴姐姐分享她在本地服侍少數族裔群體

的事⼯及挑戰，包括西貢街⼩朋友，及星期

五晚上聚會的New Life Church。祈禱會亦
為遠在柬埔寨、塞內加爾、剛果、創啟地區

的宣教⼠，及其他宣教機構獻上代禱。世界

漸漸從疫情中⾛出，宣教⼠都開始忙起來，

願他們為神⼯作時也照顧⾝⼼靈健康！



第⼆站是⾏程中最精彩的「難⺠遊蹤」，先後拜訪清真寺、聖安德

烈堂、佑寧堂及坐落於重慶⼤廈的勵⾏會，更有兩位難⺠親⾝到場

分享得救的經歷。不但了解到伊斯蘭教及可蘭經對⼀些種族及國家

的影響是如何根深蒂固，更令⼈顛覆認知的是，當中⼀些信奉伊斯

蘭教的難⺠來港尋求庇護及⽀援時，竟被他們的同胞拒諸⾨外。相

反地是附近的教會對他們張開雙⼿，給予⽀持，體現出基督的⼤

愛，祂的榮耀及救恩從來都灑遍著每⼀個⼈。

Glocal的第⼀站是到New Life Church進⾏祟拜，當中的弟兄姊妹不但有
南亞裔更有東南亞及⾮洲裔的信徒。當整個禮堂不論男⼥⽼幼⼀起唱

詩、⼩孩⼦踴躍回應時，感到⼗分觸動，發現少數族裔也有著⼀顆屬

靈的⼼，對教會有著需求，同時神⼀直不離不棄的向他們呼召，⼀直

關懷和保守他們。

我們是有福的，但他們更是有福 
陳正豐弟兄（Ethan）

在街上看⾒其他裔藉⼈⼠，不知道會令你聯想到什麼？南亞裔？排隊黨？伊斯蘭教？或者假難⺠？他

們作為少數族裔⽣活在⾹港，⼀個如此國際化、講求平等、公義的社會，⾝上仍然被貼上種種標籤，

總是與⼀些負⾯的形容詞掛鈎，被烙下了負⾯的印記。

說實在的，我在尖沙咀⽣活了⼆⼗年之久，可謂與他們毗鄰⼆⼗載，但在2022年9⽉30⽇⾄10⽉2⽇，
參加了「Glocal⾛進寄居客的宣教」活動後，我才明⽩我對於這些鄰居實在陌⽣得很，甚或乎有著⼀
定的誤解。

藉著神恩，我和太太得以透過Glocal⼀連串的活動去了解少數族裔在港⽣活的遭遇、學懂分辨甚麼是
難⺠、甚麼是尋求庇護者，以及其他宗教對於他們的意義，⽽基督⼜如何關愛他們、⽀持他們、拯救

他們。

第三環節和第四環節分別是國際視野差會同⼯分享及「義通達」同⼯

帶領玩Borderlines Refugee桌遊。令我體驗到了難⺠來港前後的困難，
在⾹港的境況及在港傳福⾳給他們的挑戰和經驗。感受過後我們得悉

每⼀位難⺠能來⾹港已經屬於奇蹟，他們因戰爭、政治迫害等各種原

因需要拋開家⼈、離鄉別井，經歷九死⼀⽣的旅途來到⾹港尋求庇

護，但最終在⾹港仍是⼨步艱難，不但不能求職⾃⻝其⼒，更悲慘的

是在港⽣活的下⼀代同樣因為難⺠⾝份，⾯對著難以擺脫的厄運。

物資、法律援助等，他們是需要的，但更缺乏的是被愛，被關懷，被接納和機會。我們很感恩能夠參

與這次活動，令我們重新認識我的鄰居，更從中聽到、⾒到很多深刻的⾒證，再次頌讚主的偉⼤，在

⾹港我們可以⾃由地歌唱著讚美主，⼗分⾃豪地承認⾃⼰是基督徒的⾝份，可是在某些地⽅有些弟兄

姊妹卻因為希望跟隨神⽽受迫害，但仍然阻⽌不了他們堅定的信⼼和腳步。「為義受逼迫的⼈有福

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5﹕10）他們是有福的，同時亦警醒我們學會溫柔、懂得虛⼼、去憐恤
⼈，我們也必蒙得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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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感恩崇拜
蝴蝶⾕基址在9⽉11⽇開始遷移到宣道國
際學校第⼆期的Alliance Hall 進⾏崇拜，
求主使⽤這地⽅，使更多⼈聽聞福⾳。

第⼆期三樓的⼯程也順利完成，多個房

間可讓各細胞⼩組使⽤，感謝主為我們

預備地⽅，願弟兄姊妹踴躍參與⼩組及

享受團契⽣活。

轉會禮
10⽉23⽇主⽇崇拜中，有四位弟兄姊妹接受
轉會禮，由羅錦添牧師主禮。

相⽚由左三⾄左六: 
梁海明、朱少珍、吳炳棠、馮潔貞

(另⼀位轉會者馮麗喬姊妹不在港，當天未能
出席。)
歡迎五位加⼊教會。

國際堂
國際堂於10⽉30⽇也遷移到宣道國際學校
聚會，求主賜下平安與喜樂的⼼給兩堂的

會眾，讓兩間教會有美好的配搭，期盼⽇

後共同開拓神國事⼯。

BV�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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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2⽇⾄12⽉18⽇舉辦的
「主⽇家⻑班」，是由九⿓塘宣道

會與宣道幼稚園合辦，在蝴蝶⾕基

址舉⾏，  每週由不同專業講員主
講，全⾯為家⻑提供關於幼兒教

育、幼兒⾝⼼靈健康發展的資訊，

內容豐富。 
今次有⼆⼗位家⻑參加，BV同⼯
和兒童導師也為⼩孩安排了活動，

頒望新來賓藉此對教會和基督教信

仰有更多了解。

主日家⻑班

時光⾶逝，轉眼間到BV 已四年多了。初期對塘宣⺟會有著不捨和掛
念，現在已完全適應和享受BV⼩組，與弟兄姊妹同⼼同⾏，為主作
⼯，都是美好的時光。經歷漫⻑疫情重重挑戰，深深體會弟兄姊妹

互勉互勵，互相禱告守望那份情誼。更重要是感受到神恩⼿拖帶，

在愛裏成⻑，萬分感恩！

2022年9⽉11⽇我們從Lecturer hall遷移到⼆期Alliance Hall崇拜，新
地⽅環境⾮常舒適和設備完善，讓我們可以有很好的場地敬拜神。

Alliance Hall可容納六百多⼈，並且週邊有更多地⽅給⼩組和各樣聚
會使⽤。神的預備超乎我們所想所求，盼望神使⽤這美好地⽅，讓

這個殿好快能夠坐無虛席，讓更多⼈認識和歸向神，願祂的名得榮

耀和⾼舉。

主恩常在~~家⻑班�
曾瑞霞姊妹（Ada）

2022年10⽉2⽇BV也開展週⽇家⻑班事⼯，感恩我和丈夫Lambe能夠再次參與這事奉，成為組⻑
。23年前我倆透過家⻑班信主的，那時講員們的專業知識和信仰分享，對於教育⼦⼥、夫妻關係
和家庭建⽴都有莫⼤幫助，最寶貴讓我倆認識上帝。當時保羅團弟兄姊妹當我們的組⻑，他們的

愛⼼關顧讓我們很快投⼊教會⽣活，他們的忠⼼也成為我們事奉的榜樣。現在我們再次擔任組

⻑，希望這份薪⽕相傳的精神延續下去，讓更多未認識主的家⻑能夠接受這份愛的禮物，讓他們

的家庭經歷神的帶領和祝福。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並⽤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警戒⼈、勸
勉⼈。」（提後4:2）

筆者(相中右⼆)與姊妹們



陳廣煒弟兄（Andy）
感恩見證：祂永不會撇下我
神的恩典不因我反叛的性格⽽離開我，反⽽從⼩就讓神的話語從我⼼𥚃萌芽

⽣⻑。我少年時候認識主，當時⼩學⽼師課堂講授聖經真理，我不明聖經的

教誨 ，只當作容易取分的科⽬。成⻑後，嚮往屬世的所謂成功⼈⽣⽬標，渴
望早點出來⼯作，能夠經濟獨⽴，脫離⽗⺟管教，⾃由⾃在做⾃⼰喜歡的

事。雖然我出來社會⼯作，⾦錢能夠使我養妻活兒，但內⼼卻沒有平安；還

跟隨⽗⺟拜偶像，到處求神問⼘睇相，放縱⽣活。直到我退休，發現⼩腿有

眨眼間在蝴蝶⾕基址聚會和事奉⺒是第五個年頭了。感恩

神將我放在Butterfly Kids兒崇事奉崗位上，與愛主愛⼈的
弟兄姊妹們⼀起回應神的召命。

Butterfly Kids分兩班，分別是Seeker K1-G2和 Explorer G2-
G6，跟成⼈崇拜同步進⾏。兒崇後接著有兒童團契
Children's fellowship和少年團契Youth's fellowship。⽗⺟
們放下兒⼥們後，可安⼼繼續參加細胞⼩組。

兒童褔⾳事⼯幹事亦會代⾏撰寫BV Kids ⽉訊予家⻑，⽉訊
內容豐富，包括每⽉兒崇主題，導師介紹，活動花絮，活

動預告等。

主的預備真的多⽽⼜多，於2022年9⽉開始，我們已移師到
CAIS第⼆期進⾏聚會，地⽅⽐第⼀期更⼤更美侖美奐，亦
有充⾜的有蓋⼾外空間供孩⼦們作團體活動之⽤。

除此之外，神所賜的產業也漸漸多起來，所以展望搖籃班

在不久的將來⾯世，孩童從⼩在主愛裡成⻑，使他們在世

上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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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愛裡成⻑~~BV兒童事工
賴鳳琼姊妹

腫瘤，當時醫⽣已斷定我必須盡快截肢和化療保命，知悉後，我的精神接近崩潰，準備好到外國安樂

死以逃避痛苦。在經歷⽣死⼤病，我打開聖經不住禱告。感謝神垂聽我的禱告，為我開路，弟兄姊妹

也為我代禱，陳嘉榆牧師和吳⽟樹牧師向我傳福⾳。我是如此的卑微，卻得到神的恩寵，天⽗不離不

棄，醫治我病，⾒證主愛 ，救我靈魂，我是幸運的⼀個，主帶領我進⼊後半⽣，⾒證主的恩典。 
 
我前半⽣所過的「⾃由」⽣活卻綑綁著我，使我無法釋放。現在我閱讀聖經，與神建⽴親密關係，「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由」（約8﹕32），原來不知不覺間，福⾳種⼦已在我⼼內發
芽。讓我健全的雙腿為主奔⾛⾒證，⽴志事奉主，傳揚福⾳。恩主已讓我在聖靈裡得到真正的⾃由，

⾏在神眼中看為正直的事，不再隨從世⼈所認為的「⾃由」⽽偏⾏⼰路。跟隨耶和華，  衪必為我開
路。「你要專⼼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的聰明，在你⼀切所⾏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箴3﹕5-6）



不經不覺，已是第三個年頭擔任遊戲導師了。回望過去，真的感

受到神對我們⼀班導師的看顧、帶領及保守。

兩年多前還是新⼿的我，還未完全掌握遊戲⽅法時，就遇上了新

冠疫情⽽被迫要停⽌實體聚會。當收到通知我們要在網上跟五⼗

多位⼩朋友同時玩遊戲時，覺得是天⽅夜譚的事！要令這麼多⼩

朋友在電腦前留⼼聆聽我們的指⽰已經很難的了，更何況要他們

按指⽰⼀同參與遊戲呢！但感謝神，原來萬事藉着祂都是可能

的！藉着神給各位導師的恩賜，導師四處找尋網上遊戲，再加上

我們幾次的開會、試玩，最終我們都能安排⼀連串合適的遊戲給

⼩朋友。最開⼼的是看到⼩朋友在電腦前玩得興奮投⼊，他們每

星期還會⼀早在網上等候進⼊遊戲聊天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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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不兒戲
高鑑源弟兄（Felix）

KTAC�Kids

好不容易渡過了疫情最嚴重的⽇⼦，我們能回復實體兒童聚會時間，但另⼀挑戰⼜來了——教
會在兒童聚會的時間安排上作了改變，原來的兒童聚會遊戲時間縮短了。起初我們都擔⼼時間

不⾜夠，⼜要解釋遊戲規則，⼜要教導⼩朋友遵守秩序，同時也要他們投⼊遊戲。但感謝神，

藉着神賜給導師們的能⼒，經過數次開會商討後，作出適當的調節，最終我們所安排的遊戲都

能夠在新時段中順利完成，各⼩朋友也樂在遊戲當中，⽽最感恩是看到⼩朋友仍然期待每個星

期⽇早上回到教會參與活動。

回望這兩三年因應疫情和時間安排的轉變，起初都有⼀種不安，往往不⾃覺會帶着懷疑⾃⼰能

否做得好的⼼態，⽽最終各事都能順利完成，才發現原來只要信靠神，倚靠神，神是會作出適

當的安排來成就各樣的事。感謝神！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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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問Awana改⾰1年後有什麼感受？改變中有什麼難處、喜樂、感恩？實在有太多的分享。
在改⾰過程中，各級導師們需要重申適應全新的兒童事⼯mission、  運作、課程編排，特別是怎樣
令⼩朋友們重新適應全新的兒童聚會。

感謝主！讓我們有美好的團隊，無分彼此，當中彼此配合，互補不⾜。

縱使⾯對重重難處，但感謝神不住的陪伴、帶領、指引和教導，讓困難處處轉化為信⼼和喜樂。感

謝主！讓我有⼀班同路⼈在⾝邊環繞著我，彼此分擔和⿎勵、同⼼同⾏。

同⼼同⾏ v.s. 同路⼈

「神愛世⼈、甚⾄將祂的獨⽣⼦賜給他們、叫⼀切信祂的，不⾄滅亡，反得永⽣。」（約3:16）
每位參加Awana的隊員和導師必定懂得背誦這⾦句和當中的使命。所以，每位隊員不論K3-P6都懂得
傳福⾳。

轉瞬間，在塘宣的兒童事⼯事奉了23年了。當中⾒證和經歷了好幾個「朝代」﹕兒童祟拜到 Awana
到 KTAC Kids。感謝神，⼀步⼀步的帶領我在不同的崗位服侍﹕助教 、導師、VBS 總統籌、兒祟籌
委、信息講員、KTAC Kids 級任。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及更具挑戰的，莫過於由 Awana改⾰⾄現時的
KTAC Kids了。

二十三年的福份
徐一心姊妹（Ｏ記）

這兩年適逢移⺠潮，教會不少家庭移⺠，當中不乏兒

童事⼯導師。在導師嚴重短缺下，怎樣物⾊有

potential的弟兄姊妹呢？難道真的要縮減⼩朋友的收
⽣安排嗎？每次想到這裡，⼼裡就很難過，很痛⼼。

主耶穌不是說不要阻擋孩⼦到我跟前來嗎？

感謝神！讓我藉此機會更深認識⾃⼰團契⼩組的團友

和組員，特別他們的恩賜。不經不覺，原來已成功物

⾊和邀請了⼀半團契弟兄姊妹，特別⾃⼰組的組員加

⼊我們這個充滿喜樂、稚氣、服侍⼩朋友的⼤家庭。

⾬後⾒彩虹

什麼信念讓我在兒童事⼯持守了23年？除了⾮常喜歡⼩朋
友外，我也視相處多年的⼩朋友為我的「囝囝囡囡」，陪

伴他們成⻑，教導他們怎樣培養好品格和作天⽗喜愛的好

孩⼦。這2年，有不少「囝囝囡囡」已進化喜歡叫我「O記
BB」。初時覺得很⾁⿇，  但倍感⾼興和欣慰。這證明我
們間有很美好的關係。感謝神讓我有福份由他們幼稚園開

始陪伴他們⻑⼤，願意跟我說說⽣活⽇常，信任我傾⼼

事，傾秘密， 升級到⻘少年也是如是。

O記EE v.s. O記BB

去年，因著⼩學級信息講員不⾜，除了每星期作⼿冊導師，還會每⽉分別在⽕花級和TT34級作詩
歌敬拜和信息講員。不少弟兄姊妹和牧者擔⼼我會否很吃⼒，坦⽩說真的⼀點也不覺得吃⼒，反⽽

得著從神⽽來的恩典和滿有能⼒，滿有喜樂。每次信息的內容和powerpoint整合都是神的
guidance。⼀切完全不是我的能⼒，是神願意藉著我這不配的⼝向祂喜愛的好孩⼦說話。

對我⽽⾔，兒童事⼯不單只是服侍⼩朋友，更是服侍他們的⽗⺟，讓他們更認識主，接受祂的教

導，學習怎樣在⽇常⽣活中實踐出來，願他們⼀家⼈每個主⽇都期待返教會參與我們和神這重要的

「約會」！

願榮耀頌讚歸給天上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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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記事

聖誕洗禮崇拜
塘宣⼀年舉⾏兩次洗禮，傳統上會安排於復活節主⽇及聖誕節當⽇舉⾏。受著新冠疫情影響，本年

度聖誕節洗禮改為滴禮，九⿓塘基址與蝴蝶⾕基址共有11位弟兄姊妹於2022年聖誕⽇在九⿓塘基
址舉⾏實體滴禮：

九⿓塘基址(10位）主禮：⾞耀宏牧師
蝴蝶⾕基址(1位）主禮：陳嘉榆牧師

恭賀11位新葡接受滴禮歸⼊基督名下，願主帶領他們，在主內更得豐盛⽣命！

（第⼀⾏）左⼆：謝秀英、左三：陳嘉倫、左四：何頴怡、左五：王嘉珩、左六：余⼼怡

（第⼆⾏）左⼀：趙彤修、左⼆：楊凱雲、左三：黎卓譽、左四：賴曉軍、左五：袁凱琪、左六：林美華

行政同工團契「聖誕花環工作坊」�
王靜怡姊妹(助理行政主任)

2022年11⽉23 ⽇，插花⼩組為⾏政同⼯團契在塘宣基址舉辦了⼀個「聖誔花環⼯作坊」，
由余毓健姊妹及謝⽟群姊妹教授他們製作花環，⼗多位同⼯各⾃發揮創意，每⼈製作出獨

⼀無⼆的聖誕花環以打造濃厚的聖誕氣氛。

插花⼩組帶領⾏政同⼯

團契製作獨⼀無⼆的聖

誕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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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感恩見證會
年終感恩⾒證會於2022年12⽉31⽇(六)下午五時在禮堂舉⾏，當⽇約有百多位弟兄姊妹出席。⾒證
會先由LCC敬拜隊帶領會眾⼀同獻唱，接著為因病患⽽未能返教會的會友祈禱。當然少不了⾒證會
必備環節：詩班獻唱「忙碌⼀年」、和個別的感恩⾒證。今年較特別的是，每位出席的弟兄姊妹

皆⼀同參與「⼗五秒快閃分享」，⼤家簡⽽精地數算⼀年當中從神⽽來的恩典。盼望弟兄姊妹的

分享能成為⼤家的激勵，互相守望。

年終感恩⾒證會必備環節：詩班獻唱「忙碌⼀年」

LCC敬拜隊帶領會眾⼀同為主獻上頌讚

陳錦嬋宣教⼠

任尚華伉儷

杜恩輝伉儷

陳美儀姊妹

李王藹如姊妹

盧何杏芳姊妹

⿈雪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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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宣同心圓音樂佈道會
潘健明執事

新命｜新·命/大使命〜〜

闊別數年的佈道會於2023年1⽉7⽇在塘宣基址再
次舉辦，今次的佈道會主題是「新命｜新·命」，
邀請了「同⼼圓 ·敬拜者使團」作敬拜獻呈，其總
幹事霍志鵬先⽣作訊息分享。

佈道會主題顧名思義，讓我們有新的⼀天、靈命上

有新的⼀⾴，⾯對變遷的世代，對主不變的信⼼。

信徒如何迎難⽽上？佈道會的重點除了領⼈歸主之

外，更要讓塘宣弟兄姊妹投⼊及參與，提醒我們不

可忘記天⽗的⼤使命「傳福⾳、作⾒證」。

此次佈道會約有200⼈出席，當中約有80位新朋
友。看⾒當晚不論是作籌備、招待、⼯作⼈員或陪

談員的弟兄姊妹，在佈道會中都全⼼全意的投⼊，

以回應主的召命，喜⾒他們邀請很多新朋友蒞臨，

這美景⾒證弟兄姊妹為主所作同⼼的服待！

今次⾳樂佈道會共收到24份回應表，有12⼈決志
信主。感恩！願主祝福塘宣能繼續成為地上的燈

台。

榮耀主名！

「同⼼圓·敬拜者使團」敬拜獻呈

決志時刻

陪談時刻

陪談組招待組

講員霍志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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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動向：婚訊

會友盧以樂姊妹及梁志楓弟兄，

於2022年9⽉10⽇假座塘宣基址舉⾏婚禮。
祝願⼀對新⼈更蒙主恩典、婚姻幸福⼜美滿！

「在主愛裡，將心獻上」

會友⻩樂怡姊妹及何君俊弟兄，2022年12⽉10⽇，
在塘宣基址共證婚盟，⽗⺟祝願⼀對新⼈﹕

婚後夫妻同⼼合意事奉主，作主的好僕⼈。

「天緣巧合，笙磬同音」

⿆倩儀傳道及楊皓誼弟兄，

2022年12⽉11⽇在塘宣基址共偕連理，祝願﹕
相親相愛幸福永，同德同⼼幸福⻑。

「蒙神賜福，蒂結良緣」



⼤家好，我係BV嘅新副幹事陳加恩Grace。
我係「信三代」，在⼀個基督教家庭⻑⼤，我嘅

⺟會係信義會真理堂。未嚟呢度做之前我係⼀名

時裝內⾐設計師。

由於設計嘅⼯時⼜⻑⼜趕，每⽇營營役役不斷趕

project、presentation，漸漸地覺得⾃⼰只像個
機械⼈，活得沒有意義。

就在思考轉⼯時，神讓我遇⾒這份⼯。

雖然現在所做的跟我以往的⼯種有很⼤分別，亦

很有挑戰，需要暫停⾃⼰本⾝的事奉崗位，但相

信主恩夠⽤。

在此跟⼤家分享⼀⾸

我⼩時候很喜歡的詩歌：

「我知誰掌管前途

 我知祂握著我⼿
 在神萬事⾮偶然
 都是祂計劃萬有
 故我⾯臨的遭遇
 不論⼤⼩的難處
 我信靠⾏奇事的神
 ⼀切交托主」
 請各位多多指教，願主賜福予您。

18

新同工介紹

⼤家好，我是陳茜Ceci，新⼊職的兒童
福⾳幹事。起初在恩福堂擔任兒童主⽇

學導師，純粹因為喜歡⼩孩⼦。神感動

我在兒童事⼯進深服侍，有什麼⽐能從

⼩認識主，能在主的愛裡成⻑更可貴的

呢？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可以在這裡更

多被祂使⽤！



2023年�教會全年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