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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更新 重整福音使命
撰文：林淑櫻牧師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
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
禁食，這是為甚麼呢？」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
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
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
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
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
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
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
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 馬太福
音 9:14-17 )
把握機遇

重整使命

新「酒」新「皮袋」
耶穌先以陪伴新郎之人何時應「哀慟」、何時
應「禁食」來回應施洗約翰門徒的疑問，約翰的門
徒所關注的顯然是形式上的問題，但是耶穌指出，
重要的不在於是否「禁食」，而是跟隨耶穌的人清
楚自己的角色及使命，並在適當的時候，配合耶穌
作出回應。
接著，耶穌更以兩個「新舊難合」的生活例子，
來教導人應謙卑自己，以開放及願意被更新改變的
心，來回應耶穌帶來的新時代。所謂的「新時代」
並非代表耶穌要來廢除律法，耶穌是要帶領人在祂
親身的教導下重新明白律法的真正意義──所有的
律例及禮祭存在的目的，只為讓人明白上帝的心
意，以謙卑的心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
耶穌正挑戰約翰的門徒及我們開放自己的生
命，為著能更貼近神的心意，不斷更新改變，否則
信仰生命只會日漸僵化褪色。弟兄姊妹，我們願意
為著走更合神心意的路，而迎向挑戰及改變嗎？

踏入 2017 年，我們正經歷不少的轉變。首先，
為使教會在有限資源下加強福音工作的推展，教會
辦事處及諾知原中心將於２月尾同時遷到觀點中心
12 樓，雖然因財政考慮，我們只能租用二千多呎的
地方，但是，盼望更方便的地理位置能有助福音工
作的發展。
除此以外，適逢各肢體人生階段轉變，為能幫
助肢體在各自獨特的人生場景中回應上主的呼召，
各團均有一些架構及發展模式的轉變。先是安得烈
團進行小組化，以小組作為牧養及推動福音工作的
主要單位，盼望透過此重組，更有效推動夫婦或育
有幼兒家長，以及職青福音工作。接著，棋匯坊獨
立於安得烈團，並改為到大專院校進行外展，發展
大專福音工作。最後，少年團亦重組為兩家──揚
光之家及使命之家，以凝聚眾導師、助導及團友的
力量，發展校園福音工作。
每一個轉變都是福音的機遇，更是對我們屬靈
生命的挑戰，挑戰我們及整個群體開放自己，為著
能更貼近神的心意，不斷被更新改變。願我們在新
一年，一同在神的家中發揮恩賜，互相守望，同心
實踐福音使命。

架構及發展模式之轉變

撰文：鄭婉萍姊妹、陳烱霖弟兄、林肇楓弟兄

10 個年頭，部份弟兄姊妹已進
安得烈團 踏入第
入人生另一階段，服侍對象也因而擴
闊至夫婦及育有兒女的家庭。因著這改變，安得烈團於
2017 年作出重組，全面推行小組化，由四個家及一個隊
工，變成六個小組，當中兩組為夫婦小組。以小組形式作
為發展單位，好讓安得烈團的福音對象得以拉闊，弟兄姊
妹亦能藉小組為新朋友提供更適切的牧養及裝備。

(Board game) 與新朋友建
棋匯坊 一直藉板棋遊戲
立關係、傳福音並帶他們回教會當中。2017
年，棋匯坊有新嘗試，脫離安得烈團，成為集中傳福音的
事工團隊，以大專生為主要福音對象。大專院校比麥當勞
有更集中的福音對象，我們盼望能藉入校外展接觸更多新
朋友，讓他們的生命紮根在基督，與我們一同在迦福堂成
長及服侍。入校外展要解決院校設施各樣的限制，而持續
與新人建立互信關係仍是挑戰，求主開路及加力，也需要
大家的代禱。

少年團 由五家一隊重組成兩個充滿活力的新家庭
──使命之家及揚光之家。看著少年團的
變化，看到上帝滿溢的恩典，亦看到主恩手一直的拖帶。
當年剛回到教會的丫頭小子，今天有的已經升了團，有
的更成了事奉團隊中的助導、導師，各人在不同的崗位
上同心建立教會。盼望我們在接下來的日子，仍然能夠
燃盡每一分，堅定持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傳揚帶人走出
黑暗的真光──救主耶穌基督，使青少年人能得著豐盛
的生命。

聚會略影

撰文：蒙潔文姊妹

2016 年洗禮崇拜
感謝主的恩典，教會
於 去 年 9 月 11 日 舉 行 了
兩年一度的洗禮崇拜，當
天 共 有 11 位 肢 體 踏 進 洗
禮 池， 與 主 立 下 生 命 之
約！
洗禮崇拜假西貢浸信會神學院舉行，由本堂堂
主任林淑櫻牧師施浸。11 位受洗肢體雖然來自不同
的家、團契，信主年日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
均在主及眾肢體和親友面前宣告，把自己生命的主
權交託給主，承諾一生跟主腳蹤，並在他們屬靈的
家──迦福堂繼續委身成長。
願上主加力予肢體，使他們能堅守聖道，在黑
暗的世界當中，生命為主發光！

華人區會課程：
九型人格與個人成長
華人區會於剛過去的 9-10 月，舉辦了「九型人
格與個人成長」課程，邀請到永光堂黎汝佳牧師主
講，並有 50 多位來自沙頭角堂、九龍堂及迦福堂的
肢體參與。
黎牧師於靈修學及九型人格理論均研究甚深，
於今次課程中向三堂會的弟兄姊妹介紹了九型人格
的基本理論、不同性格型號的特徵與成長方向、適
切不同性格人士的靈修方法等。每次課堂，黎牧師
邀請了不同型號的肢體跟大家親身分享，以豐富課
堂的內容，讓弟兄姊妹對九型人格有更深刻的認識。
藉黎牧師的分享，弟兄姊妹除了能學習接納自
己與他人、邁向生命的成長外，更從中學習以適切
自己性格的屬靈操練去進行靈修，與上主相遇及建
立更深厚和緊密的結連，實在獲益良多！

事工概覽

學校事工 探索更多擴展與突破
撰文：潘楚賢姊妹

諾知原中心暑期「攻防箭」活動

迦密主恩中學 Running Friends

一直以來，主給我們清晰的異象，就是進入學
校，帶領更多少年人成為主的門徒。由 2012 年至
2017 年的今天，進入校園傳揚福音的心志從未變改。
學校事工多元化

增加接觸機會

回看 2016 年的學校事工發展，我們藉著教育局
「區本計劃」的資助，舉辦多元化的學術班、興趣
班及戶外學習活動，學術班包括中文、英文、數學、
學習技巧提升班、功課輔導班，為學生提供學術支
援；興趣班包括板棋、魔術、攝錄班，拓展學生的
多元潛能；戶外學習活動包括參觀海洋公園、香港
迪士尼樂園、地質公園，擴闊學生的眼界。藉著這
些課程，既能提昇學生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
堂以外的學習經驗，同時得以讓少年團導師助導與
不同類型的學生接觸，從以建立關係，邀請他們來
到教會參與團契及集體活動，認識福音。
主將得救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除了區本計劃，我們亦繼續為學校提供課外活
動支援，包括觀塘高雷中學「你我祂他她」學生團
契、將軍澳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的基督少年軍、
迦密主恩中學的福音活動及信仰栽培，每學年可接
觸逾百名學生，主確實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我們正竭力與學生建立關係，盼望為主收割莊稼。
近年我們於觀塘區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
學、聖安當女書院及高雷中學舉辦的活動的反應不
俗，亦能與學校保持友好關係，我們期望能與學校
繼續合作，並探索更多拓展福音工作的平台及可行
性。

呂潤財中學樂學魔術班

諾知原中心

承接福音種子

諾知原中心於暑期順利舉行「暑期滿 Fun」系
列活動，包括超過 30 個學術班、興趣班及戶外活動，
成功招募 60 名中小學生報名參加，部分學生更於暑
期開始參加少年團聚會，實在感恩！
今年度，我們同樣申請到西貢區「區本計劃」
的資助，舉辦高小功輔班及中英數學術班，為區內
清貧學生提供學術援助，服侍將軍澳的中小學生。
此外，中心亦繼續成為我們在將軍澳學校所接觸到
的學生的聚腳點，包括吃午餐、玩板棋、開小組的
地方等，承接我們在入校事工所播下的福音種子。
在剛過去的 12 月 3 日，中心藉「Time to Love
齊送心意卡行動」向寶琳的街坊送上祝福及藉此宣
傳 12 月的興趣班和團契活動，藉著少年團友、提摩
太團及安得烈團弟兄姊妹協助擺設街站，使活動順
利完成，街坊的反應亦不俗。

呂郭碧鳳中學中三選科分享

呂郭碧鳳中學迪士尼學習日

展望新一年，諾知原中心將配合教會遷堂至觀
塘區，繼續推展各福音事工，盼望弟兄姊妹記念中
心及學校事工的需要，懇切地為我們祈禱！

《超越藩籬》平安夜話劇及敬拜歡頌聚會
去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適逢週六晚上，
教會舉辦了大型福音性聚會──《超越藩籬》
平安夜話劇及敬拜歡頌聚會，約 250 位弟兄
姊妹及新朋友歡聚於觀塘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除觀賞話劇，更有敬拜及聽道的時間，
一同慶賀主耶穌基督的誕生，向主獻上感恩。
「藩籬」就是阻隔的意思，是次話劇主要講述
一對情侶因價值觀不同而分手，及後因工作重遇，
並在各自的人生中與主相遇，體會到主耶穌以馬內
利的應許，因而嘗試學效主耶穌的愛，以謙卑聆聽

的心與對方相處。二人最終打破分歧，因主耶穌的
愛而復和。
聚會後，少年團更設呼召環節，7 位團友決志
信主！願我們不忘主耶穌的恩惠，繼續忠心事主！

團契快訊

安得烈團
會友動向
許樂雯姊妹與
陳志偉弟兄於
2016 年 10 月 15 日假信義宗
神學院明節堂，在親友及肢
體見證下，立下愛的盟誓。

撰文：陳小文姊妹

提摩太團回顧與展望
提摩太團於 2016 年成立，由傳恩之家及活泉之
家組成。而由於 2016 年上半年有大部分團友要預備
中學文憑試，活泉之家在 6 月的時候才正式進入軌
道，建立新群體的凝聚力及福音使命。去年，提摩太
團籌辦了福音營、佈道會、平安夜報佳音及退修營，
當中雖然參與的新朋友不多，但我們能藉這些活動讓
肢體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明白大家在邀請新朋友方
面的難處，亦吸取了經驗，盼望能在未來好好的配合
弟兄姊妹的需要，一同面對福音路上的攔阻。

陳昊勤弟兄與趙敏妍姊
妹 亦 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
假鑽石山浸信會舉行結婚典
禮，在上主及眾肢體親友前
締結婚盟。
盧立明弟兄與陳曼儀，
已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共訂
婚盟。祝願三對新人今後在
主愛中彼此守望，建立以基
督為中心的家庭，彼此勉勵
成長。

蒙神的恩典，安得烈團
再添兩位新力軍，分別是蘇
德華、陳安娜夫婦於今年 6
月 24 日誕下女兒心言；以
及林漢煒、鄭佩娟夫婦於 7
月 23 日誕下次子濼琛。感
謝主讓寶寶能健康地來到這
個世界，願主帶領他們在主
愛中成長，成為主所喜悅的
兒女。

2017 年，提摩太團將致力提升家內的屬靈氣氛，
好讓弟兄姊妹能扎根聖經的教導，生命連於基督，在
任何的環境下能堅守信仰。我們亦會積極建立大家合
一的心，發揮作枝子恰如其分的功能，使基督的身體
──教會──漸漸增長。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繼續承
擔使命，拓展大專生福音的禾場，期望能透過各家及
團契的活動，推動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努力邀請未
信者參與聚會，求主使用及動工！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為教會搬遷祈禱。新堂的裝修工程 2 月初才能開
始，時間非常緊迫，求主保守工程能順利進行，
能趕及於 2 月尾搬遷到新堂。求主賜牧者及值理
們智慧，能妥善減少搬遷的開支，又求主帶領迦
福堂眾肢體同心配合教會的發展及各搬遷的安
排，忍耐搬遷期間帶來的不便。
2. 由於教會的資源有限，故此，在搬遷的同時，亦
會將位於將軍澳慧安商場的諾知原中心搬到新堂
發展，不再租用位於慧安商場的舖位。求主帶領
諾知原中心在觀塘區的發展，能繼續藉不同的課
程及活動吸引區內的青少年，讓他們能認識掌管
生命的主耶穌基督。
3. 為發展更多元化的福音工作祈禱。求主帶領迦福
堂成為有異象有使命的群體，使我們能靠著聖靈
所賜的愛心，藉著關懷與同行進入不同群體，承
載他人的生命，讓更多人領受改變生命的真理。

4. 為少年團禱告。少年團今年開始重組為兩家──
揚光之家及使命之家，求主堅固導師、助導及眾
團友的信心，同心在新的家中發揮恩賜，實踐福
音使命。
5. 為棋匯坊禱告。求主保守棋匯坊各肢體有信心，
持定福音的心志，藉板棋遊戲與大專生建立關
係，幫助他們在迷惘的人生階段找到生命的掌舵
者──耶穌基督。
6. 安得烈團今年開始小組化，以小組作為牧養及推
動福音工作的主要單位，求主賜各組長智慧，帶
領組員於屬靈生命及福音使命上前行。安得烈團
亦將繼續組織肢體進行板棋外展，求主激勵更多
肢體投身於外展事工，與觀塘區的職青分享福音。
7. 雅比斯之家為發展中年男士福音工作成立了男士
小組「守足薈」，求主使用此事工，並帶領組員
懷著信心及愛心與未信者接觸，分享改變生命的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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