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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
    的話

永恆的禮物   撰文︰林淑櫻宣教師

校園事工新攻略  全力推動入校工作   
撰文︰林肇楓弟兄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使徒行傳 2:17)

主題
    報導

　　哪裡會有最多的青少年人？答案當然就是學校了。迦福堂多
年來致力發展青少年工作，所以我們一直盼望能夠與區內學校合
作舉辦活動，透過對青少年的服侍，帶領少年人回到教會當中。

　　持續耕耘  漸露曙光

　　數年前，教會嘗試開展入校福音工作，當時我們以各種不同
的活動如領袖訓練、戶外訓練作推廣，並且用較為低廉的價錢，
與觀塘區及將軍澳區的中學接洽，盼望能吸引學校參加。然而，
起初的回應並不理想，縱然我們已聯絡了區內大部份中學，但多
數學校仍因著各種因素，無意與我們合作，致使入校計劃未能大
力開展。

　　直至 2013 年，我們成功申請教育局的「區本計劃」資助，
舉辦課程讓清貧學生免費參與，自此開始以協作的方式與高雷中
學合辦中、英文學術課程，為學生提供學業上的支援。與此同時，
我們於將軍澳區的入校工作亦漸露曙光，藉著東華三院呂潤財紀
念中學的香港基督少年軍及迦密主恩中學的學生信仰小組，與校
內學生建立了關係；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數年間不斷的接觸、洽
談，我們跟各學校的老師亦建立了網絡，為日後的合作踏出了重
要一步。

迦密主恩中學福音活動

迦密主恩中學小組
福音攤位高雷中學學術課程

　　　　　　　　　 踏入 12 月，各處都洋溢著節日氣氛，提醒著人們聖誕節即將來臨。對教會來說，這更是
值得我們熱烈慶賀，一同紀念主耶穌基督降生的重要日子。

　　主耶穌的降生為我們帶來了救恩這份禮物，作為已領受這份厚禮的信徒，我們
在興高采烈地預備參加各個聖誕聚會、購買聖誕禮物，又或是計劃著假日出外旅行
時，會否先停下來思想，自己可以為這位因我們而願意自限、謙卑地降生在馬槽中
的基督，送上怎樣的聖誕禮物呢？這應該是我們在歡渡這佳節時，最先預備及呈獻
的「聖誕禮物」，而這份禮物必會在永恆中，被愛我們的主所紀念及珍惜的！

　　願各肢體在這佳節中更經歷主的深恩厚愛，使你能愛主更多！祝　聖誕快樂！



聚會
    略影

2014 年洗禮崇拜

《先知風雲》聖經課程 Love Actually 專題系列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哥林多
後書 5:17 上 )

　　9 月 28 日，11 位於迦福堂成長的肢體在 200 多位
弟兄姊妹及親友的見證下，與神立生命之約。當天下
午，眾人都因著這滿有恩典的時刻，聚首於西貢浸信會
神學院參與洗禮崇拜，一同讚美神的偉大和奇妙作為，
並見證這立約的過程。

　　是次洗禮由華人區會主席唐錦光牧師施浸，過程
中，唐牧師逐一為受洗肢體禱告，帶領他們在主前承諾
一生跟主腳蹤，並由主掌管生命。當受洗肢體在洗禮池
中起來那一刻，他們已藉著神的恩典，成為「新造的
人」，然後伴隨著眾人的掌聲，接受大家的祝福。

　　願神保守帶領 11 位肢體的生命，亦願他們時刻以
生命見證上主的大愛。

　　教會一直積極發展青少年事工，不少昔日的少年會
友已開始步入適婚年齡，有的甚至已成家立室。為配合
弟兄姊妹的牧養需要，教會於 11-12 月份舉辦了「Love 
Actually 專題系列」，透過一系列的講座和工作坊，幫
助弟兄姊妹建立健康和正確的價值觀，裝備他們進入戀
愛和婚姻。

　　是次專題系列由李萍牧師擔任講員，主講「戀愛預
告」及「婚姻蜜碼」講座，並舉行了三次工作坊，透過
生動的講解和遊戲，幫助弟兄姊妹認識自己、了解伴侶
相處之道、學習處理衝突和情緒等。整系列活動共有近
80 名肢體參與，當中不乏情侶和新婚夫婦，弟兄姊妹反
應良好，大有裨益。

　　願主繼續賜福予各肢體，帶領我們在生活及戀愛關
係中見證主愛，在世上榮耀主名。

　　華人區會於過去的 10 月份舉辦了《先知風雲：從
建制核心到街頭抗爭》聖經課程，邀請到神召會頌恩堂
堂主任劉偉業牧師主講。

　　迦福堂、九龍堂及沙頭角堂的肢體均反應熱烈，共
91 名肢體報名參與。在聖經的記載中，先知不單是街
頭的抗爭者，同時也是建制中的骨幹，是先知、祭司、
君王這三權分立的結構之柱。劉偉業牧師從聖經的歷史
書開始，到以色列王國的建立，直到被擄時期，剖析先
知在不同時代中的角色和使命，把先知的多元形象和文
化呈現在大家眼前，叫我們細味先知傳統的精彩和挑
戰。

　　盼望透過是次課程，弟兄姊妹能加深對聖經的認
識，建立堅實的信仰基礎，並在生活及行為上實踐聖經
的教導，活出時代的使命！

撰文︰劉慧婷姊妹

撰文︰蒙潔文姊妹 撰文︰蒙潔文姊妹

Love Actually 系列工作坊

洗禮肢體與牧者合照2014 年洗禮崇拜

　　禾場極大  等待收割

　　在 2014-15 學年，我們成功與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
碧鳳中學接洽，透過「區本計劃」舉辦課後中、英、數
共 6 個課後支援班及兩個課餘探訪及訓練活動，有機會
接觸到超過 150 名學生；與高雷中學協辦的學術課程和
領袖訓練亦增加至 4個，可接觸到數十名學生。

　　將軍澳區方面，本學年我們與呂潤財紀念中學首
次舉辦義工訓練活動，招收 30 名中一至中六學生，還
有基督少年軍及迦密主恩中學信仰小組均有新面孔加
入……這對於我們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是主給我們
很大的恩典！目前，教會正積極安排少年團的導師、助
導進入不同班組中認識學生，盼望透過這些機會，以愛
建立關係，帶領他們回到教會中，追求生命成長。

　　未來，我們將要面
對更大的挑戰，包括人
手的分配、接觸少年人
的策略等。我們仍懷著
對上主的信心，勇於
面對挑戰，亦願主興
起更多收莊稼的工人，
投身在福音事工當中，
一同擴展主的國。

呂郭碧鳳中學
課後支援班

呂潤財紀念中學
義工訓練

呂潤財紀念中學
義工探訪

Love Actually 專題講座



事工
    概覽

團契
    快訊

安得烈團及傳恩之家：關係佈道

雅比斯之家：「陰天．晴天．我的天」專題講座

諾知原中心：堅守．盼望

棋匯坊：成為他人的同行者

　　感恩某天某人向我們分享福音，讓我們進到教會，認識耶穌，由未信
到領受福音，得著生命更新！為回應主愛，安得烈團及傳恩之家於 6-11
月舉行一系列福音活動，讓未信者了解福音內涵，亦讓肢體了解未信者狀
況及需要，從中建立關係，讓未信者在教會中體會耶穌的真實！

　　安得烈團的傳光、恩火、雲彩、棋匯坊三家一隊舉辦了「80 後講呢
啲」福音活動系列，而星火之家亦聯同傳恩之家舉辦了針對大專生的連串
福音活動，形式包羅萬有，包括音樂分享會、電影分享、人生探索講座、
Running Man 等，而兩次佈道會合共有 6 人決志信靠耶穌，得著從主而來
的新生命！相信當中也有不少肢體被激勵，新朋友被觸動！

　　願我們繼續活出信仰，為身邊人禱告，並向他們分享福音，帶他們到
教會認識耶穌，願福音種子在他們的心田中發芽成長！

　　雅比斯之家的福音性專題講座「陰天．晴天．我
的天」已於 8 月 30 日當晚順利舉行，由永光堂曾寶玲
牧師講解生理和心理疾病的相互影響，從而帶出基督
教信仰能給予的幫助和改變。另有本家的肢體作分享。

　　當晚最令人開心興奮的莫過於看見未信的朋友出
席，亦很感恩能夠邀請曾牧師到我們當中，曾牧師除

　　感謝主，諾知原中心於今年暑假期間，順利舉辦
多個暑期課程，當中包括首次舉辦的歷奇訓練營、
Wargame 野戰遊戲、Ukulele 夏威夷小結他班、韓文班
及日文班等，吸引 50 多位學生參與，並藉此認識迦福
堂、認識福音。另外，本學年我們再次成功申請教育
局之「區本計劃」資助，舉辦各類免費課程以支援清
貧學生，同時亦與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協作舉辦
義工訓練活動，能接觸更多將軍澳區的學生。盼望將
軍澳福音事工能繼續藉諾知原中心不斷擴張！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1:14上)

　　棋匯坊願被主使用，參與在新朋友及肢體的生活中，彼此承擔，同心同行天國
路！當肢體在棋匯坊學習並實踐彼此相愛時，神的愛就自然地吸引人來追隨基督！

　　棋匯坊於 11月初舉辦「同行者」福音營，當中，雖然新朋友與我們彼此不熟悉，
但在各項活動及分享中，仍願意投入及互相信任，使大家能有更多彼此了解及建立關
係的機會，相信這就是大家同行的開始！

  　回望棋匯坊在 2014 年的發展，至今有 5 人決志信靠基督，有 6 位新朋友穩定參
與信仰分享小組，我們為此獻上感恩。展望未來，請大家繼續在禱告中與棋匯坊同行，
使我們在缺乏下，靠主供應，開展神國，結出果子！

　　本中心正在籌劃
明年的課程，盼望能
在將軍澳區爭取更多
傳福音的機遇，不斷
結出福音的果子。在忙碌的歲月裡，甚願上帝悅納我
們所獻上的祭，也願各位參與在事工當中的弟兄姊妹，
用耐心、信心堅守上主委託我們的使命，讓主帶領我
們前往祂所賜的應許之地。願榮耀、頌讚歸於至高的
上帝！阿們！

了在講座中跟我們分享，她對雅比斯之家的肢體和狀
況亦十分熟悉，頗有親切感，在聚會前的傾談中，也
令大家獲益良多。

  「有人播種，有人收割」，傳福音是一世的債，期
望福音的種子藉著我們散播，日後我們能感染更多的
肢體一同為主收割。

撰文︰陳烱霖弟兄、林漢煒弟兄

撰文︰黃麗珊姊妹

撰文︰潘楚賢姊妹

撰文︰陳烱霖弟兄

「人生講呢啲」探索講座

「狗仔大翻身」佈道會講員
歐建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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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團近況：
無論得時不得時 務要傳道

愛在基督裡

　　不知不覺已經來到 2014 年的尾聲，亦是我們要進
行檢討工作的時間了。少年團於 2014 年順利完成了三
次福音月，當中最觸目的就是 8 月 16 日的「大逃脫」
話劇佈道會，於觀塘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行，總共
有 155 位參加者出席，共 12 位少年人決志信主。緊接
的 10 月 18 日，少年團舉辦了名為「偉大航道之大秘
寶」佈道會，共有 64 人參與，有 6 位團友決志。盼望
主能繼續帶領他們成長，投入教會生活。

　　在少年團的發展中，團契及活動的參加人數不免
有起有落，但綜觀整年，在神的帶領下，亦有很多的
少年人透過不同活動認識甚至加入我們的教會。盼望
我們亦能像聖經所說一樣，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
道，懷著主給我們的盼望，盡力實踐我們從主領受的
使命，讓少年團在 2015 年繼續為主作鹽作光！

撰文︰林肇楓弟兄

感恩及代禱邀約

為 12 月 24 日晚於高雷中學禮堂舉行的平安夜崇
拜禱告，求主保守各肢體不會受地點所影響，堅
持回到主的殿中，一同慶賀主基督的降生，又願
參與的肢體及新朋友都能感受神的大愛，一同分
享這普天同慶的喜訊。

為學校事工祈禱。我們現正於觀塘區的高雷中學、
呂郭碧鳳中學，及將軍澳區的呂潤財中學，舉辦
學術課程、義工訓練及歷奇活動，正積極接觸近
100 名學生。求主繼續保守我們與學校的合作，能
互相配合，更求主加力給接觸學生的肢體，主動
及積極地與學生建立關係，並帶領他們認識福音。

教會正於鴻圖中心開辦高中通識課程，約 70 位中
五及中六學生參與，為配合福音工作之推展，我
們將於 12 月尾開辦自修室，以及一連串適合中學
文憑試考生的活動，例如：中英文口試訓練班、
升學支援工作坊等，盼望能接觸參與課程及區內
之高中生，帶領他們認識福音，生命得以改變。

1.

2.

3.

4.

5.

6.

為鴻圖中心開辦之成人課程祈禱。課程以觀塘商
貿區之職青及區內居民為對象，期望能向他們傳
揚福音。求主賜我們智慧拓展觀塘區的福音工作，
並激勵各肢體的心志，能積極配合及接觸參加者，
讓神國得以擴展。

為將軍澳的福音事工祈禱。諾知原中心將於 2-5
月繼續開辦學術課程及青少年活動，求主保守各
類課程的籌備及推廣。另外，於呂潤財中學舉辦
的基督少年軍及迦密主恩中學的信仰小組仍繼續
進行，求主帶領各項事工的推展，讓我們藉已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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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快將過去，各團契及家已就明年的計劃及
事工作出商議，求主與各負責的家長、導師及組
長同在，讓他們能從過去一年中學習，使他們在
未來一年，能按著主的心意，繼續帶領各團契及
家的發展，讓福音藉著他們得以傳揚。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會友
    動向 　　恩火之家徐志源弟兄與許樂欣

姊妹已於 2014 年 9 月 20 日，假香

　　雲彩之家鄭婉萍姊妹與梁振輝
弟兄，將於 2014 年 12 月 27 日，假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禮
拜堂舉行結婚典禮，共訂婚盟。祝
願一對新人婚後互相守望、建立充
滿基督真愛的家庭。

　　葉家雯姊妹與黃仲安弟兄，亦
將於 2015 年 1 月 3 日，假九龍閩
南中華基督教會閩南堂舉行結婚典
禮。願主帶領二人今後互相扶持，
建立愛的家庭，榮耀主名。

港浸信會神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
禮，在神及眾親朋好友面前立下愛
的盟約。

　　於同年的 12 月 20 日，王德勝
弟兄與范樂蔚姊妹亦在眾親友的見
證下，假香港浸會大學禮拜堂立下
愛的盟誓。

　　在此祝願恩火之家的兩對新人
在婚後繼續經歷主的恩典，同心建
立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在主愛中
互相建立，彼此勉勵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