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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SIS
真正有福的人

上主疆界無限
學校事工獲更大拓展

林淑櫻宣教師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
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
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
便為有福！」(詩篇 1:1-2)

　　《詩篇》一開始，詩人以蒙福
的人與罪人的分別為起首，可見詩
人對如何能成為神眼中蒙福的人十
分重視。經文明確地指出，蒙福的
人不單要遠離惡人及惡事，更要渴
慕上主的話語，並成為平日行事為
人的「座右銘」，這亦是幫助我們
遠離惡事的關鍵。

　　還有數天 2015 年將過去，在
我們迎向新一年的開始，就讓我們
一同立志成為真正蒙福的人，讓神
的話語改變我們的心性品格。

　　在此預祝大家，新年蒙福！

　　一直以來，觀塘區及將軍澳區的學校均有極大的禾場等

待主的工人收割，我們卻苦無進入校園的機會。但上主為我
們開路，三年前，我們透過教育局資助的「區本計劃」成功
與區內中學達成合作協議，舉辦多元化的學術、興趣、自信
心訓練等課程，一班少年團導師助導亦領受使命與異象，用
信心把握此機遇走入校園，直到今天，事工開始擴展起來。

　　學校事工的擴展

　　2013 年，本堂初次以「區本計劃」名義，到觀塘區高雷
中學及將軍澳區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舉辦中、英文學術
課程、領袖訓練及義工訓練。2014 年，除了與高雷中學及呂
潤財紀念中學繼續合作，更與觀塘區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
鳳中學協作，展開一連串的學術課程及「樂歷生命」系列的
活動，以提升學生自信心、效能感及領袖才能；同年，我們
不斷探索更多可合作的學校及活動類別，包括中學生「生涯
規劃」、「領袖生訓練營」等。2015 年，除了與以上三間學
校保持友好的合作關係，包括舉辦學術課程，樂遊海洋公園、
迪士尼活動、自我成長訓練、領袖訓練營、生涯及職涯工作
坊。我們更開展了第四間合作學校——聖安當女書院，在課
程及活動上亦有新嘗試，包括「樂學板棋」通識課程、「閱
讀理解及答題策略」等。

撰文：潘楚賢姊妹

呂郭碧鳳中學．自我發現工作坊

高雷中學．歷奇訓練

主題報導牧者的話

呂潤財中學．
義工訓練及長者探訪



　　在挑戰裡看見異象

　　隨著學校事工的擴張，同工的人手變得非常緊絀，我們需更

有智慧地調配各個課程人手，祈求神為我們開路。感恩的是，縱

然在困難與挑戰裡，我們卻確實透過課程及多元化的活動，擴大

了與中學生的接觸面，再加上少年團的福音活動配套，神將學生

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向他們傳福音，帶領他

們認識神，生命得到改變。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

正為各間學校下學期及暑期

籌劃更多豐富的試後活動，

盼望藉這些活動幫助清貧學

生獲得更多的學習經驗，擴

闊視野。未來，甚願神賜福

與我們，擴張學校事工的境

界，更多學生因著我們的努

力得蒙福音，又願神常與我

們同在，帥領我們的學校事

工，也願神興起更多弟兄姊

妹投身學校事工，為主收取

莊稼。

聖安當女書院．閱讀理解及答題策略

呂郭碧鳳中學．樂遊海洋公園

呂潤財中學．樂學魔術

呂潤財中學．義工訓練及長者探訪

聚會略影

從二到「仨」婚姻講座 《彌迦書》聖經課程
　　隨著不少弟兄姊妹陸續踏入新的人生階段、
成家立室，教會近年積極舉辦針對性的活動和
講座，為弟兄姊妹提供支援。繼去年的「Love 
Actually」婚姻講座後，今年教會於 10-12 月期
間舉辦了「從二到『仨』」婚姻講座，邀請了現
職輔導員的李萍牧師主講，幫助肢體了解育有兒
女後對婚姻及個人的影響，適應從「二人行」到
「三人行」的轉變。

　　是次講座分為三節，共有約 20位肢體參加，
當中除了已育有子女的肢體外，亦有不少計劃生
育或準備進入婚姻的肢體參與，為迎接未來的家
庭成員作準備。

　　李萍牧師於婚姻輔導及牧養方面經驗豐富，
而講座亦以互動形式進行，讓出席的弟兄姊妹藉
著活動和分享，得到不少啟發和提醒。盼望這系
列講座能幫助弟兄姊妹面對人生階段及生活上的
轉變，引導他們行在上主的教導中，以基督的愛
培育下一代，建立榮神益人的家庭。

　　華人區會於今年 9-10 月期間舉辦了《彌迦
書》聖經課程。與去年「先知風雲」聖經課程一
樣，本課程由劉偉業牧師主講，於迦福堂舉行，
報名情況十分踴躍，三間堂會共有約 70位肢體報
名參與。十分感謝神，讓弟兄姊妹在忙碌的生活
中仍有渴慕神話語的心！

　　面對現今社會的紛擾，彌迦先知的教導從不
過時。劉偉業牧師除了跟弟兄姊妹一同探討經文
的內容、修辭和釋義，更引領弟兄姊妹去思考經
文對我們生命的提醒，反省自己需要回轉的地
方，及鼓勵我們走進世界，在世俗中，以生命去
宣講和見證神的審判與拯救。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
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迦書 6:8)　願弟
兄姊妹領受上主的話語，在日常生活中時刻省察
自己，並且秉行主的公義和憐憫，使我們能面對
世界的挑戰，成為上主在世上的見證者。

撰文：蒙潔文姊妹

呂郭碧鳳中學．自我發現工作坊



團契快訊

新任值理介紹

主內的情誼
揭西教會探訪團

在神凡事都能
諾知原中心發展概況

真生命之啟航 安得烈團及傳恩之家

　　新一屆值理已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的會員大
會中選出，為本會添換新姿，當中劉真真姊妹獲
選晉身值理行列，承擔聖工，現特以短篇介紹，
讓眾肢體能對她有進一步認識。與此同時，值理

　　今年 8月 4-9 日，林淑櫻宣教師帶領 34 位弟
兄姊妹到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河婆鎮基督教河婆
堂，進行教會探訪及服侍。一如以往，我們主要
透過英語課程幫助內地的青少年學習，並且透過
音樂晚會與他們分享信仰及福音。

　　今年與過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今年有到
耕地勞作的機會。河婆堂的弟兄姊妹帶著我們到
他們的田裡一起勞作，體驗他們的生活。我們只
是耕種小小的土地，就已經滿身汗水，還有些時
候會弄得一團糟，以致河婆堂的弟兄姊妹要幫我
們善後。在過程中雖然辛苦，但卻透過一起勞作，
讓我們更了解當地肢體的生活。

　　不知不覺，我們已第五年來到河婆堂作探訪
及服侍了。正如主任牧師所說：「不知不覺已經
五年了，你們看著孩子長大，我們也看著你們長
大。」在這五年中，我們在主內建立了寶貴的情
誼，亦盼望我們繼續能在信仰中互相勉勵及代
禱，在不同地方同心事奉神。

　　安得烈團及傳恩之家今年合辦福音活動系
列，主題為「我要真生命」，讓新朋友與我們從
多角度認識及探討生活現狀與基督裡的真生命。

　　「玩轉人生」讓參加者藉遊戲體驗人生的抉
擇及規劃；「Crazy Life」藉音樂引導參加者分
享人生不同階段的困惑及出路；「生命偽術」有
劉偉業牧師點出我們其實活在虛假及操控中，要
醒來歸回造物主的真生命裡；而「我要真生命」
佈道會裡，廖雲龍先生的見證，讓參與者發現：

虛假生活破壞生命，
而靠著那愛我們的
主，我們在基督裡成
為新造的人，得著豐
盛的真生命！

　　是次福音活動系
列讓我們接觸到數十
名新朋友及未信者，福音種子已落到眾人心裡，
願我們繼續同心協力，結出更多真生命果子。

　　感恩，本中心於 7-8 月期間，成功舉辦多個
暑期活動，其中「Boardgame 天地」活動吸引了
20 多位學生參與，實在令我們喜出望外！當中更
有部分學生接續參與少年團的暑期活動。此外，
本學年我們再次成功申請教育局的「區本計劃」
資助，繼續與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合辦活
動。在過程中看到神的帶領和保守，為配合學校
的需要，有些課程的模式有所改變，例如義工探
訪改為魔術班，我們也曾擔心會減少接觸學生的
機會，但感謝主，我們與學生反而有更多互動，
這再一次提醒我們不要以自己的判斷去限制上帝
的工作，而要仰望祂的大能，因為在人不能，在

神凡事都能！求主繼續
開闊我們的眼界和心
志，盼望我們能時刻在
事奉當中單單信靠神，
跟隨神進入祂所賜的應
許之地！

司徒偉誠弟兄將於本年底任滿，暫別值理會，在
此感謝弟兄歷年來的付出，並盡心盡意事奉，深
知主必眷顧，保守他在新一年度的事奉崗位有更
美好的得著。

「大家好 ! 我是新一屆值理——劉真真。由初中起我就參與迦福堂的聚會，在傳光之
家先後擔任組長、家長職分，來年則將會加入棋匯坊拓展福音事工。多年的事奉讓我
經歷了很多神的磨練和恩典，使我靈命和心志日漸成長。感謝神再次給予機會，讓我
能擔此重任，為主和教會出一分力。盼望透過值理一職，成為教會和弟兄姊妹間溝通
的橋樑，亦能協助建堂事工，與眾肢體一同建立榮神益人的教會。」

撰文：吳文輝弟兄

撰文：林肇楓弟兄

撰文：何澤鋒弟兄

撰文：陳烱霖弟兄

值理的話

事工概覽

揭西教會探訪團．農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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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之間，又到 2015 年的年終了。因著諾知
原中心及學校事工的推展，今年少年團有很多不
同的突破及發展。就如7月11日的「Running 咩」
活動，因為有諾知原中心的配合，該次聚會總共
有 148 位參加者；此外，8 月 22 日的「我要真英
雄話劇佈道會」則有 179 位參加者，更有 22 位團

友在佈道會中決志
信主！

　　回顧整年，少
年團確實透過不同
的事工及活動，協
助青少年在信仰中

成長，委身於教會，學習服侍、彼此相顧，跟團
友一起實踐信仰及同心建立教會；透過入校服務、
外展及各種青少年的活動，吸引未信主之青少年
回到教會中，並且與他們建立關係，帶領他們在
信仰路上成長。

　　新一年將至，少年團有部份團友將於 1 月升
團，在新的群體中繼續事奉及成長。我們看到很
大的盼望，亦感恩少年團能夠持續發展，就讓我
們建立更多年青的信徒，在教會中成長及委身。

教會與高雷中學的租約還有半年將會屆滿，將要與校方商
討續約事宜，求主保守與校方傾談的過程，盼望能順利達
成續約協議。

為學校事工祈禱。我們現正與觀塘區的高雷中學、呂郭碧
鳳中學、聖安當女書院及將軍澳區的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
中學合作，舉辦學術及興趣課程、自我成長及歷奇活動，
正積極接觸過百名學生。求主幫助我們能好好把握此接觸
學生的平台，使福音工作得以擴展。更求主讓我們能與學
校建立長遠合作的關係，開拓更多接觸學生的機會。

為將軍澳的福音事工祈禱。諾知原中心將於 1-5 月繼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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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將軍澳福音事
工能繼續發展。

2016 年將有肢體加入新一屆值理、家長、導師及組長等事
奉崗位，感謝主呼召他們在教會中事奉，為主牧養羊群。
各團契及家正商討明年的計劃及事工，求主與負責的肢體
同在，堅固眾人的信心，使他們能按著主的心意帶領各團
契及家的發展，讓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得以成長，傳福音
的心志被挑旺，一同承擔福音使命。

2016 年將有 20 多位少年團友升團成立新家，求主帶領他
們適應新的群體生活，幫助他們跨過成長帶來的信仰挑
戰，在信仰中站穩，同心建立新家及發展福音工作。

雲彩之家葉振強弟
兄與傳光之家歐陽
耀珊姊妹，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 順 利
誕下女兒葉詩諾。
願主保守詩諾能在

蒙神的恩典和
帶領，恩火之
家蘇德華弟兄
與陳安娜姊妹
已於 2015 年 9
月 19 日， 假

恩火之家另一
對新人郭慧雯
姊妹與石凱東
先生已於 2015
年12月19日，
假民生書院小
教堂舉行結婚

典禮。衷心祝願一對新人在婚姻中
學效主愛，彼此扶持，展開人生的
新一頁。

九龍佑寧堂舉行婚禮，共訂婚盟。
願二人今後在主愛中彼此建立、共
證主恩。

愛中健康快樂地成長，也願主賜智
慧給弟兄及姊妹，能以基督的教導
去陪伴詩諾成長，建立蒙神喜悅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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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團 2015 年回顧 撰文：林肇楓弟兄

感恩及代禱事項 會友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