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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快將踏入下半年，亦進入了教會年歷中最長的節期 -- 生命
成長期，此節期於聖靈降臨節後立即開展，顧名思義，就是期盼
教會眾肢體，能在聖靈的同在之下持續成長，一同實踐福音使命。
要維持屬靈生命的持續成長，先要尋找那從神而來的召命，否則，

回應屬靈召命 追求生命成長    撰文︰林淑櫻宣教師

　　保羅在牢獄中，向提摩太講明蒙召作主門徒的真正意義，保羅指出上主的拯救及呼召是緊密結連，不可分
割的，神的救贖並不是只給予罪人得救的確據，然後人只管憑著自己的努力追求，讓生命達成某些目標、成就。
上主拯救我們離開罪惡的黑暗，是要引領我進入祂對人的聖召當中，讓我們在回應呼召的過程中，能夠尋找及
尋見上帝；救贖帶來的不單是新的生命，更是新的人生方向，亦是我們從主領受的召命。

　　召命的真義並不只是教會聖職人員的蒙召領受，或是個人潛能、事業或專業得以發展的實現。其實，上帝
已為我們確立生命受造的目的及旨意，而我們要在追尋召命的生命旅程中，才能真切地發現創造主與人的同在
同行。弟兄姊妹，我們一生能夠竭力持守及成就那獨特的、寶貴的召命，生命才「配得所蒙的召」，而這對救
恩的回應，是必須以具體的決定和行動來表現的。

感謝主的恩典！教會已於今年 2月底
遷進鴻圖中心 8樓 C室之新辦事處，
地方比 7樓之辦事處大逾千呎，活動

我們只會在自己的學術、專業知識、人生經驗有所增長，而屬靈的生命卻不增反
退，離神漸遠。以下透過經文淺淡何謂「從神而來」的召命。

　　「神拯救了我們，以聖召呼召我們，不是按照我們的行為，而是按照自己的
意旨和恩典；這恩典是他在萬世以前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如今藉着我們救
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顯明出來；他一方面除掉了死亡，另一方面藉著福音把生
命和不朽彰顯出來。」(提摩太後書 1:9-10，《新漢語譯本》）

撰文 :蒙潔文姊妹 　　上主開路，為我們預備地方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
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創世記
22:14)

　　我們深信新辦事處確是上主為我們預備的地方！
鴻圖中心 7 樓之租約原定於明年屆滿，業主去年底向
我們表示，由於大廈發展工程關係，未能續租現時的
單位。躊躇之際，業主主動提出可讓我們以優惠的租
金，租用同座8樓一單位，面積比現時大超過一千呎，
除了遠低於觀塘區的市值租金外，補償的金額亦足夠
應付裝修和搬遷的開支。有見 7 樓的活動空間實在有
限，而區內其他大廈租金亦持續飆升，值理會經過考
慮後，終決定接納業主的建議，遷往 8 樓 C 室作為新
辦事處及聚會點，重新簽租約三年。

空間更寬敞，實在有利教會各項事工的推展！

主禮堂



　　將新堂獻上，為主所用

　　由籌備至搬遷，約 3 個月左右的時間，過程中滿
有上主的保守和供應。由於教會搬到鴻圖中心 7 樓只
有一年多的時間，各樣傢俬、傢俱均完好無缺，可全
數遷到 8 樓使用，節省了不少開支。業主亦願意於裝
修過程中盡力與我們配合，使我們能順利過渡搬遷的
交接期，不致影響教會的日常運作和事工的進行。此
外，亦有賴弟兄姊妹積極支持和配合，在短時間內完
成執拾，終於，迦福堂於 2014 年 3 月起，正式使用
新堂進行聚會了！

　　為感謝主的恩典及將新辦事處獻給上主，教會於
今年 4 月 6 日舉行了「聖餐主日暨鴻圖中心獻堂崇
拜」，當中，弟兄姊妹同心禱告，祈求主使用新辦事
處，並立志積極見證主愛、傳揚福音，叫新堂成為事
奉神、服侍人的地方！

　　柔色設計，寓意光明、盼望

　　新辦事處的設計採用柔和、淺淡的色調，帶來煥
然一新的感覺，亦蘊含光明、盼望的意思，期望弟兄
姊妹能舉目向前，在世上作鹽作光，繼續為主拼搏，
深信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作！

主禮堂

可容納約一百人，主要作大堂祈禱會和各團大型聚會使用。禮
堂背板以黑鐵鑄成的十字架置於中央，象徵基督乃教會之首，
並由全天然黃洞石襯托。講台空間亦比以往大，有助聚會的進
行。禮堂後方之白色屏風，是7樓舊堂入口處之屏風翻新而成，
物盡其用。主禮堂亦可間隔為兩個獨立的房間，使用更具彈性。

副堂

可分為大、小活動區，開放予弟兄姊妹作休閒活動或小組聚會
使用。閒時，不少肢體均愛聚在一起，或靈修唱詩，或交流分
享，十分熱鬧。小活動區設有長型廚櫃，更是各小組舉行甜品
活動之熱點。

會議室、圖書室

可供各單位借用，舉行會議、小組聚會或班組，不但空間比以
往寬敞，圖書室更為弟兄姊妹提供了十分舒適的空間，方便肢
體多閱讀屬靈書籍，靈命得著餵養，生命被主陶造！

副堂

圖書室 主禮堂

繼續攜手 
同走建堂路同聚於主聖殿 -- 華人區會聯合崇拜

撰文︰吳文輝弟兄撰文︰劉慧婷姊妹

本 堂 於 2012
年由觀點中心
12 樓搬遷至鴻
圖中心 7 樓辦

值理
感言

聚會
略影

事處，及租用中學禮堂聚會，
及至今年 3 月，再遷至 8 樓現
址，時歷兩載，搬動頻繁，當
中涉及各樣財務、裝潢工程事
宜，亦難免對教會會友、事務
造成影響，幸蒙神眷顧，以上
種種我們都一一攜手走過，同
心協力，完成各項事宜。

　　展望未來，同樣需要全體
會友上下一心，共同為推展天
國事工而努力，一面並肩同走
天路，一面為建堂事工積極奮
進，繼續體現我們同根生、血
脈相連的手足情。

　　一年一度的五旬節聖潔會華人
區會聯合崇拜於 2014 年 5 月 25 日

　　崇拜於早上 11 時開始，浩大的敬拜讚美聲頓時充滿整個大禮堂。崇拜
中，伍山河總監督再次與我們分享神的話語，使我們的信仰生命得到激勵。
伍牧師亦為我們施聖餐，讓三間堂會的弟兄姊妹一同領主杯和餅，意義深厚。

　　崇拜後，400 多人一起於飯堂裡共晉午膳，令整個場地變得熱鬧萬分。
飯後，部分堂會的弟兄姊妹留在營地進行各樣活動，有 Running Man、查經
或其他小組聚會，一同分享主日的美好時光。

順利舉行。當天三間堂會 -- 沙頭角堂、九龍堂和迦福堂，
約 400 多名會友，同聚於烏溪沙青年新村參與崇拜。



柬埔寨短宣團

諾知原中心 將軍澳福音據點

棋匯坊 為主堅持 學校事工 新開始 新挑戰

撰文︰蒙潔文姊妹

撰文︰潘楚賢姊妹

撰文︰陳烱霖弟兄 撰文︰林肇楓弟兄

聚會
略影

事工
概覽

　　安得烈團今年 5 月 1-9 日再次舉辦柬埔寨
短宣團，進行為期 9 日的宣教服侍和探訪，讓
弟兄姊妹了解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於當地的宣教
事工，開闊屬靈眼界，並透過我們的服侍，傳
揚基督的愛。

　　是次短宣團共有 9 位弟兄姊妹參與，在宣
教士林文尼路牧師 (Rev. Samuel Lamanilao) 的安
排下，我們到訪了金邊、清磅揚和 Champay 的
五旬節聖潔會堂會。旅程中，我們有機會與柬
埔寨的弟兄姊妹分享信仰、一同敬拜，更在教
會中舉辦了不同的福音性活動，招聚當地兒童
和青少年參與，包括英語課程、集體遊戲、製
作五色珠、分享詩歌和聖經故事等。

　　眾所周知，柬埔寨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當
地信徒的生活十分簡樸，但這卻造就他們對上
主那份單純的信心，在缺乏中體會上主恩典的
豐盛，並願意委身於主，積極為主傳揚福音。
上主果然把他們微小的奉獻化為大用，相比
2012 年，我們看到柬埔寨的教會不斷增長，並
持續到境內其他地區殖堂，擴展上主的國。他
們的委身與順服，使我們讚歎上主在人生命中
奇妙的作為，亦大大激勵了我們一班弟兄姊妹
的心，叫我們反思自己如何能在信仰中更盡忠，
作主的門徒。

是次短宣之旅讓眾弟兄姊妹有不同的領受和體會，以下是
其中兩位肢體的分享︰

重踏柬埔寨這片土地，最深
刻的是上帝帶領教會在主愛
成長。當地信徒雖然沒有靈
修書籍，連聖經的知識也不
多，卻會懇切的祈禱，倚靠
上帝去面對生活中各種挑
戰。還記得一位牧者被差派
到一條村落傳道，兩年前聽
他的見證已被激勵，今年聽
到他的分享，感到上帝給他
更大的信心，望著他每天感
恩的笑容，完全想像不到兩
週前他太太懷孕時流產了。
他們沒有因此灰心，反而更
積極去愛村裡的小孩，在他
們身上，我真實地感受到上
帝的愛。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願上主
的愛繼續澆灌柬埔寨！

感謝主，一連 9 天的探訪
順利完成，感恩我們有機
會與當地的小朋友分享福
音，印象最深刻的是被稱
為最大挑戰的 Champay，在
這地方，我們需要住在沒
有床、沒有冷氣的教會與
昆蟲共眠，我卻被這地方
深深吸引，在這地方過著
簡單的生活，多了時間與
人相處，分享福音。回想
在香港，我們每日都在忙
碌地生活，有時忘記了生
活的目標，但我想，在忙
碌的生活中，更需要靠著
神，清楚自己為甚麼而活。
願往後的日子，我能時刻
都緊靠上帝，過上主喜悅
的生活，見證主的恩典。

梁家昌弟兄　 傳光之家 陳美玲姊妹　 星火之家

　　　　　　　 感謝恩主的帥領及保守，本年度由教育局資助的區本計劃差不多到尾聲了，我們成功接觸到
40 多名區內清貧的初中及高小學生，除了為他們提供支援及學習機會，亦積極邀請他們出席少年團契活動，接
觸福音。另一方面，本中心常規課程亦接觸到區內不同學校的學生，導師和同工透過恆常的傾談、共膳及遊戲，
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將他們引領到主的跟前。

　　2014 暑期將要來臨，諾知原中心已展開一連串的暑期活動推廣及宣傳，盼主大大使用這些課程和活動，讓
福音在將軍澳的禾場繼續擴展，上主的名得以彰顯！未來的路，仍要不斷仰望並依靠主的帶領，願主開我們的
眼，奮興我們的靈，讓我們看見福音的異象，為福音火熱！

　　棋匯坊由 2011 年中開始，嘗試以 cafe 形式在教
會等待新朋友來臨，至 2011 年底改到麥當勞主動接
觸年輕人，不斷經歷著挑戰。感恩主一直的帥領及恩
典，棋匯坊逐漸成長，且於 2014 年 7 月成為迦福堂
首個集外展、牧養於一身的隊工！

　　成立初期，幾乎毫無果效，但各肢體為主堅持不
懈，時候到了，不少人開始藉棋匯坊到教會認識基
督及決志追隨耶穌，還令不少弟兄姊妹的靈命有所成
長！面對考驗，棋匯坊將繼續靠著主的愛，為主堅持，
開展主的國！

　　請大家繼續為棋匯坊禱告，讓棋匯坊彰顯基督的
香氣，叫更多人加入教會，彼此相愛，活出主的樣式！

　　不經不覺已到達了學年的尾聲了，大部份的校內
工作亦已將近完結。回首過去一年，教會與學校的
合作十分順暢，更成功配合少年團契的福音月活動，
邀請到少年人回到教會中參加聚會。我們在暑期將繼
續與高雷中學合作舉辦歷奇訓練活動，把握暑假的時
機，並透過暑期活動，吸引他們回到教會中。

　　而在 2014-15 新學年，我們除了繼續與高雷中學
和迦密主恩中學合辦課程及團契小組外，亦成功接觸
到觀塘區呂郭碧鳳中學和將軍澳區呂潤財中學，入校
開辦學術班及義工訓練活動。未來，我們將繼續發掘
更多與學校合作的機會，盼望弟兄姊妹能為學校事工
的發展禱告，求主帶領及開路，讓我們能繼續接觸更
多年輕人，將他們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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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及代禱邀約
教會租用高雷中學的場地聚會已快
兩年，將要與校方商討調整租金事
宜，求主保守與校方傾談的過程，
能順利商討出合宜的租金，亦讓我
們與校方能建立更長遠的租用方
案。

為將軍澳的福音事工祈禱。諾知原
中心將於 7-8 月開辦約 50 個暑期
課程及青少年活動，亦已進行一連
串推廣及宣傳，包括公開報名日、
設置街站及派傳單，求主保守各暑
期活動的籌備及進行。亦求主賜予
智慧，使我們能藉「Stand by YOU
悠閒室」的空間，接觸更多附近學
校學生，藉已設立的福音據點接觸
更多學生，讓他們能認識福音。求
主帶領將軍澳福音事工能繼續順利
發展。

為學校事工祈禱。我們已成功與觀
塘區兩間學校聯絡，分別為高雷中
學及呂郭碧鳳中學，另外，於將軍
澳區亦與呂潤財中學達成協議，以
協作形式舉辦課程及活動，現正申
請教育局區本計劃資助，以支援校
內有需要之學生。求主保守我們未
來與學校的合作，能互相配合，也
能藉此接觸校內學生，傳揚福音。

為各家及團契下半年的福音活動祈
禱。少年團今年仍舉辦了不少的暑
期興趣班服侍觀塘區內的少年人，
求主使用我們的單張、海報吸引更
多少年人參加，並邀請他們參與教
會聚會。也分別為少年團暑期福音
月活動、福音營、佈道會，安得烈
團及傳恩之家福音活動及佈道會，
及雅比斯之家的福音活動等聚會祈
禱。求神帶領各聚會事前的籌備工
作，更藉此讓更多人認識福音。

教會將於 9 月 28 日舉行洗禮，求
主保守各受洗肢體的信心，帶領他
們與神建立永恆的約，一生跟隨
主，承擔天國的使命。

為迦福堂能有承接教會的新一代感
恩。林肇楓弟兄將於今年 9 月入讀
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接受神學訓
練，裝備自己作主的僕人。
求主保守弟兄於神學
院的學習，並建立他
的心志，帶領他
未來在教會的
服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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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會友
動向

少年團導師吳嘉謙弟兄與星
火之家林淑怡姊妹，已於
2014 年 6 月 7 日，假觀塘浸
信會舉行結婚典禮，共訂婚
盟。願主帶領二人建立愛的
家庭，榮耀主名！

傳恩之家林漢煒弟兄與恩火之家鄭佩娟
姊妹，已於 2014 年 6 月 8 日假信義宗神
學院明節堂，在眾多親朋好友及弟兄姊
妹的見證下立下愛的盟誓。祝願一對新
人婚後的生活繼續蒙神看顧，建立充滿
基督真愛的家庭。

團契
快訊

　　少年團契於 4-5 月的福音月終於圓滿結束了！是次福音月的
主題是逃出密室，以「Hit 爆」的密室活動作為賣點，透過一連串
鬥智鬥力的活動，吸引少年人參加。

　　感謝主！是次佈道會共有 117 位參加者，更有 12 位團友決志
信主，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盼望主能繼續帶領剛決志的團友在
教會中成長，讓他們能投入教會生活，屬靈生命亦能有所成長。

　　這次的佈道會是少年團契本年度的第一個福音月，而佈道會
的出席人數與團契的平均人數比較，大概增加了 50 位年青人。盼
主繼續帶領少年團契的發展，讓我們在接下來的兩次福音月中能
繼續眾志一心，全力以赴，為主作更大的事。

少年團契佈道會 黑暗中的光茫
撰文︰林肇楓弟兄

雅比斯之家外展探訪

　　雅比斯之家今年 6月 7日舉行了外展活動，探訪藍田樂齡中心
的獨居長者。是次探訪有 10多位弟兄姊妹參與，共探訪了 20多戶
獨居長者，並送上豉油、白米及心意卡為禮物，希望藉此將主的
愛和福音廣傳。大部份長者雖過著簡樸的獨居生活，但仍保持樂
觀、知足的心，讓我們感到神的愛，提醒我們無論處於不同環境，
總能找到讚美感恩的地方！而由於長者們年紀與肢體的父母相近，
是次探訪亦提醒弟兄姊妹珍惜與家人的相處，把握機會向未信的
家人分享福音。

　　另外，雅比斯之家將於8月 30日 (禮拜六 )晚上舉行「陰天，
晴天，我的天」福音聚會，邀得永光堂曾寶玲牧師為講員，帶出
信仰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亦有從事醫護工作的基督徒作分享。歡
迎各家、各團契邀請親友出席。

撰文︰譚婉莉姊妹、黃麗珊姊妹

「逃出密室」佈道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