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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SIS

撰文：林肇楓先生

　　觀點中心 12 樓，對

我們來說是一個又熟悉又

陌生的地方。5 年前，我

們從觀點中心離開了，遷

到了鴻圖中心，然後在鴻

圖中心輾轉由 7樓搬到 8

樓。眨眼間，５年後我們

從鴻圖中心又回到觀點中

心，一切的格局似乎依然，

但實際上時間卻一直沒有

停過下來。從禮堂的窗戶

放眼開去，過往裕民坊殘

舊的樓宇現在已變成一個

大洞，為將來的發展預備

穩固的地基。與此同時，

迦福堂也準備好迎接新的

福音挑戰。

重回故地 實踐使命

　　強化區內中學合作網絡　增加接觸點　

　　五年後回到同樣的地方，我們是否只

是原地踏步？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這五

年中我們累積了不少的經驗及資源，正是

讓我們在青少年福音工作上繼續發展的重

要根基。在這五年中，我們在諾知原中心

及鴻圖中心創造了很多與學校合作及聯繫

的機會，加強了與區內中學的合作網絡；

此外，我們亦進一步開拓了以服務進入社

區中服侍的發展模式，讓我們能以更多樣

化的方式接觸人群，與他們分享基督的愛。

以上種種的經驗，均是我們在五年中所累

積到的寶貴資源。

觀點中心新辦事處禮堂

教會繼續於觀塘區推展青少年福音工作

於觀點中心舉辦的甜品班 入校活動：自我發現工作坊



　　最近，心中時常響起一首詩歌──《這是天

父世界》，尤其喜歡第三節的歌詞：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1 

　　歌詞不斷重覆「這是天父世界」。是的，我

們所身處的世界是由天父所創造，是屬於祂的，

祂擁有絕對的權柄，但是，天父不以權力來掌管

世界，卻以愛呼喚人心歸向祂。透過耶穌，我們

更容易發現天父對人的慈愛。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當地各個會堂裏教導
人，到處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各樣疾病，各樣
病症。他看到一大群人困苦無助，好像沒有牧人
的羊，就憐憫他們。於是他對門徒說：「莊稼多，
工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人，趕緊派工人
去收割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5-38）

　　經文講述耶穌走遍各城各鄉，教導、宣講

福音及治病，耶穌在世間與人互動，當祂看到

人經歷生命的困苦無助，馬太形容耶穌「就憐

憫他們」，與「憐憫」原文相同字根的字亦用

於耶穌餵飽四千人（太 15:32）及治好兩位瞎子

（太 20:34）的神蹟中，也是形容耶穌看到人們

困苦時的情感。耶穌愛世上每一個人，並作出行

動。耶穌更吩咐門徒「要求莊稼的主人，趕緊

派工人去收割他的莊稼。」，「莊稼」指的就

是那些困苦無助的人們，就好像饑餓的四千人，

以及那兩位瞎子一樣，他們唯有與耶穌相遇，

才能脫離生命的困苦。耶穌盼望我們也如祂一

樣，為著那些「莊稼」而著急，心懷「憐憫」，

並成為為主收莊稼的工人。

　　弟兄姊妹，我們看見我們身邊，我們所接

觸的人的困苦無助嗎？願主幫助我們為他們的

生命而著急，願耶穌憐憫的心腸成為我們的心

腸，竭力讓他們與耶穌基督相遇，讓人知道「這

是天父世界」，並因此而得著真正的平安。

１此詩歌載於《生命聖歌》，512 首，版權屬：宣道出版社。

　　一如以往，迦福堂於大齋期期間進行了為期 28 日的

饑饉月，今年的主題是「克己儉僕，與主同行」，期間鼓

勵各肢體藉禁食禱告、靈修默想及克己儉樸作屬靈操練。

而弟兄姊妹藉著克己儉樸行動所節省的金錢奉獻，將捐助

予基督教協進會「特困兒童助養計劃」，以援助中國內地

貧困地區的特困兒童，讓這批兒童得到經濟上的幫扶。

　　今年已是我們第二年參與助養計劃。經過協進會的配

對，我們資助了 12 名兒童，更於今年 5 月收到他們寄來

感謝信和成績單（他們已完成2016/17年度上學期課程)，

與我們分享其學習成果和生活點滴。看著他們的一筆一

劃，了解到我們的「受苦」能化為對他人的幫助，很是感

動！深信主必悅納我們為祂受苦的心志，也願眾肢體能繼

續效法基督捨己的榜樣，以基督的愛燃亮他人！ ( 弟兄姊

妹如欲了解助養兒童的情況，歡迎與辦事處聯絡。^_^)

　　

牧者的話：作收莊稼的工人

聚會略影：2017 年饑饉月

撰文：林淑櫻牧師

撰文：蒙潔文姊妹

　　諾知原中心集中於觀塘區發展

　　回到觀點中心，我們亦將諾知原中心

的事工集中到觀塘區發展。因為區域的轉

變，確實有一些學員較難再參加我們的班

組，但仍有一部份的學員仍然留意我們中

心的動態，主動參與我們的活動。在今年

暑假，我們舉辦了約 70 多個暑期活動，

而在截稿之際已有接近 100 個參加人次。

此外，我們正與聖安當女書院及新生命教

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透過區本計劃合作，

亦正與其他觀塘及將軍澳區的中學探討不

同合作的方案。

　　觀點中心在地理環境上對於福音工作

有莫大的優勢。由於鄰近地鐵站，我們在

宣傳活動及招生的成效，均比鴻圖中心理

想。而且亦因為交通便利的緣故，更多的

少年人亦能在放學後回到教會中進行不同

的活動，讓他們能在教會中學習共同的生

活。職青團契安得烈團亦準備於觀點中心

開辦對外的成人課程，盼望把握商貿區的

地利優勢，探索更多福音工作的可能性。

　　盼望神能繼續使用我們的工作，讓我

們能夠盡展我們的恩賜，以基督的愛服侍

社區，讓更多人認識耶穌基督，決心為主

成就大事。

諾知原中心 5月 20 日街站 饑饉月奉獻受助兒童來信



　　2017 年開始，棋匯坊進

到大專院校認識大專生，盼

望他們紮根在基督，在社會

中站立得穩。我們逢禮拜二

晚到城市大學飯堂，藉板棋

遊戲 (boardgame) 與學生建

立關係。當中困難處處，包

括被禁玩 boardgame、學生不太開放、隊員因工

作而狀態不穩。不過，感謝上帝在艱難中鼓勵

我們，使我們鍥而不捨，為得靈魂。感恩有學

生正穩定參與小組，並喜悅棋匯坊這群體。

　　4 月，我們進到沙田專業教育學院 (IVE)，

藉 boardgame 舉辦工作坊。在首次嘗試中，我們

戰戰兢兢卻又放膽一試，感恩認識了一些學生並

能持續聯絡。6月，我們與提摩太團合辦 Summer 

Camp。邀請新人過程波折重重，但感恩終有 3位

大專生參與當中，並表示好玩及有意義。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棋匯坊代禱，甚願更多

大專生進入生命新一頁——追求基督，並接力

讓師弟師妹同領福音。

　　「守足薈」為雅比斯之家新成立之男士小

組，我們的使命是向家員未信主的親友、同事

傳福音，對象是中年男士 ( 約 40 至 50 多歲 )，

特別是已退休或接近退休的男士，也會嘗試接

觸其他團契肢體的父親。

　　夫婦小組概況及展望

　　2017 年剛過了一半，即意味著以夫婦組成的

申命小組及因愛小組也成立了半年。感謝神的帶

領，讓弟兄姊妹一同在小組中成長，一同學習建

立主所喜悅的家庭。面對育有幼兒的弟兄姊妹參

與小組的挑戰，聚會時間及地點需較多協調或安

排在肢體的家中進行，好讓弟兄姊妹能參與小組。

　　今年 3 月我們舉辦了夫婦日營，邀請了永光

堂曾寶玲牧師作講員，主題為「一同承受生命之

恩」，約 20 位弟兄姊妹參與。當中透過不同的經文

分享、建立互信活動、學習讓神介入在婚姻關係

的靈修操練，一同為夫婦相處及屬靈成長作立志。

　　展望下半年，福音工作快將展開，小組將舉

行不同活動及促進夫婦溝通的工作坊，希望藉此

接觸更多福音對象，以家庭的見證與人分享福音。

　　弟兄姊妹在婚姻及養育兒女均面對著各樣挑

戰，求主加力，讓我們在挑戰中經歷靈命的成長，

彼此守望，堅守使命，建立以基督為首的家庭。

　　職青小組概況及展望

　　職青小組方面，我們由今年開始嘗試藉每週

的板棋遊戲外展，以較少及較難接觸福音的職青

群組為對象，主動與他們分享生活中的點滴，並

適時具體以福音回應他們的需要。雖然事工仍在

開展階段，我們已開始與一些福音對象維持和建

立關係，期望有一日能將福音帶到他們的生命中！

　　此外，因應職青多元化的興趣，我們正準備

透過一系列受時下職青歡迎的興趣班，例如甜品

班、紓緩工作壓力工作坊及其他興趣課程等，使

更多未信者在當中能認識信仰，並與我們建立良

好的關係，繼續參與我們的福音聚會，在我們的

群體生活中經歷福音的大能！

  由前年領受這異象到

今年正式運作的過程

中，處處看見神的恩

典，首先上主呼召了四

位性格、恩賜與成長背

景完全不同的弟兄承擔

這使命 ( 這對接觸新人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們

沒有籌備和負責這類小組的經驗，但我們卻有

機會去參與籌辦男士小組的課程和講座。今年

我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開始運作，在過程中

亦遇著一些困難，例如：由於我們是藉著一些

戶外活動邀請肢體的親友參與的，所以便要面對

天氣的問題。另外，暫時亦不是太多新人出席。

但我們明白一個事工能夠成功，不是三朝兩日

便能夠達成。而且在我們領受這異象時，明白

人所作的工是要配合主的時間，所以我們會懷

著謙卑和信靠上主的心，盡忠侍主 !

聚會略影：2017 年饑饉月

團契快訊：棋匯坊團契快訊：雅比斯之家

團契快訊：安得烈團——夫婦小組及職青小組

撰文：陳烱霖弟兄撰文：簡志光弟兄

撰文：許樂欣姊妹、梁家昌弟兄

守足薈福音性活動

Summer Camp

夫婦日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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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恩典，我們能順利於今年 2 月尾遷到觀點中心 12 樓，並適應新
堂的環境。求主帶領我們把握新堂在地理上的優勢，積極發展福音事工，
為主撒種收割。

為學校事工發展祈禱。感謝神的恩典，我們能繼續與觀塘區兩所學校合
辦區本計劃，現正等候教育局批核有關申請，亦正與觀塘區及將軍澳區
的數間中學傾談其他合作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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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
關係，能開拓更多接觸學生的機會。

諾知原中心於 7-8 月開辦接近 80 個暑期課程及活動，已進行一連串推廣
及宣傳，包括公開報名日及派發傳單。求主使用每一張暑期活動的傳單，
帶領諾知原中心在觀塘區能繼續藉不同的課程及活動吸引青少年，讓他
們能認識掌管生命的主耶穌基督。

教會於 8 月 8-13 日將舉辦內地教會探訪團，再到訪揭西縣河婆鎮基督教
河婆堂，求主帶領弟兄姊妹以基督捨己服侍的心與當地的青少年接觸，
分享福音。亦求主保守旅途能順利平安，並開闊肢體的屬靈眼界。

1.

2.

3.

4.

會友動向

感恩及代禱事項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福

音 9:37-38）

　　提摩太團大部份弟兄姊妹已進入大專或初職

階段，面對廣大的禾場，提摩太團正積極籌備福

音事工，將於大專院校校園內開展 boardgame 事

工，希望接觸更多學生，藉此吸引及邀請青年人

回到教會參加聚會，為主收取更多莊稼。此外，

提摩太團亦希望招募一群有心志在音樂上事奉的

弟兄姊妹組織敬拜隊，培育弟兄姊妹在音樂事奉

上的心志，透過恆常練習及培訓，使弟兄姊妹能

發揮恩賜，建立教會。

　　願主帶領各事工發展，開拓更大禾場，亦激

勵弟兄姊妹努力承擔，一同發展天國事工。

　蒙神的恩

典，雅比斯

之家何恩慈

姊妹於今年

1 月 18 日與

徐振倫先生

誕下兒子徐

日希，願主保守並帶領他

們一家，讓小朋友健康成

長，行在主愛中。

　安得烈團梁德明弟兄與

陳煒瑩姊妹已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假九龍佑寧

堂共訂婚盟。祝願二人在

主愛中彼此守望，一同建

立以基督為首的家庭。

　　少年團今年起由五家一隊重組成兩家，不知

不覺已過了半年。半年來，使命之家及揚光之家

的運作皆已漸入佳境，在事奉上漸漸建立出默契，

能夠互補長短。

　　在今年 4-5 月期間，少年團舉辦了今年第一

次福音月「金剛之復活島」，並於 5 月 13 日於高

雷中學舉行了「金剛之復活島佈道會」，短劇中

的主角在學業、家庭及朋輩關係中的掙扎引起不

少參與者的共鳴。是

次佈道會共有 76 位

團友及新朋友參加，

更有 4 位團友決志跟

隨耶穌基督。盼望主

能繼續使用少年團的

服侍，讓更多少年人                                                                        

認識耶穌基督 !

團契快訊：提摩太團

團契快訊：少年團

撰文：楊球璋姊妹

撰文：林肇楓先生

使命之家 揚光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