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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SIS
齊心踏上建堂之路
一同邁向應許之地

撰文：林淑櫻牧師

遷到觀塘道 410 號聚會開始，上

一任堂主任龐錫滔牧師及值理們

已開始物色可作教會長遠發展的

物業，但是，我們的選擇一直十

分有限。因為，可作教會崇拜

之用的物業必須為商業地契，而

且，於發展福音工作而言，地理

位置方便是必需的條件，同時又

要衡量我們的經濟能力，我們根

本沒有能力一次過購買五千多呎

的物業，唯有按能力逐個單位購

買，才有可能達成目標。過去，

我們已親身實地視察過不少九龍

灣至觀塘區的商業大廈，卻大多

因位置不方便或只作租用等理由

而作罷。

　　在神恩手的引領下，終於讓

我們看見曙光。在觀塘區少數放

售的商業大廈中，電訊一代廣場

　　　　　　建堂的需要

　　　　　　其實，過去十多年 

　　　　　　來，迦福堂一直租 

用商業大廈聚會，租金佔教會大

部份的支出。為應付不斷增加的

租金，教會一直未能將更多資源

投入於福音事工發展，例如 : 聘

請更多同工，亦曾因租金大幅

增加而需要搬遷，福音工作需要

重新部署及調整。如能購買物業

作長遠堂址，不單對福音工作的

持續發展更有利，教會的財政亦

不再受租金增幅所影響，能運用

更多資源於推展福音工作上。故

此，能夠建立屬於自己長遠發展

的基地，一直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應許之地

　由 2002 年我們帶著使命，搬

物業，以免樓宇的價格繼續向上

時，我們更加難以起步。

　　我們計劃在觀點中心租約未

滿期間先將電訊一代的單位出

租，所得的租金可幫補我們供此

物業的支出。兩年後，待觀點中

心的租約期滿後，我們希望能將

辦事處遷入電訊一代廣場。只有

九百呎必然不夠用，所以，應要

連同鄰近的單位一併租用，再等

待時機開展第二期建堂計劃，購

　　因著上主的莫大恩典，去年 11 月我們終於藉

購買觀塘成業街 10 號電訊一代廣場 23 樓 C2 室，

開展建堂計劃的第一步。

的地點是最近觀

塘港鐵站的，而

且附近人流暢

旺，非常適合福

音工作的發展。

所以，我們立即

把握機會向肢體

籌借首期以購買



兄姊妹能一同參與在建堂的異象

中，一同建設神家的未來。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我

們共收得 140 份認獻表，當中有

四分一是在學肢體及少年團友的

回應；而首期捐獻及供款捐獻的

認獻金額分別為 $5,796,980.00

及 $1,422,600.00（可計算之認

獻），而已收得之捐獻金額為

$1,960,119.00。雖然認獻的數字

離我們原定的目標仍有一些距

離，但是，相信各肢體已盡己所

能盡心擺上，上主必然記念及使

用每一顆願為主擺上的心及我們

對建堂的承擔。盼望眾肢體繼續

買隔壁的單位。我們已購得的第

一個物業，將來很有可能成為我

們購買第二個物業或者更大的物

業的助力。

　　我們的異象，就是脫離飄泊

寄居的日子，以電訊一代廣場為

我們的發展基地，更有效地拓展

天國使命，建立一榮耀神的屬靈

群體。

　　同心擺上

　　為了能承擔購買物業的支

出，我們開展了「天國小錢」建

堂捐獻計劃，盼望迦福堂的眾弟

平安夜福音音樂劇
《那年聖誕，我們都收到的一份禮物》

撰文：陳廸堯弟兄

　　教會在 12 月 24 日順利舉辦

了《那年聖誕，我們都收到的一

份禮物》平安夜福音音樂劇，共

有約 260 位弟兄姊妹及新朋友參

加。音樂劇故事講述天使下到凡

間派發喻表救恩的禮物，但人要

打開這份禮物，首先就要放下自

己的執著。劇中三位收到禮物的

主角 : 弟弟因不被認同、不善溝

通而孤立自己，媽媽因過往經歷

而被憤怒蒙蔽，姐姐因用盡全力

都達不到目標，自覺人生走到盡

頭；他們明白禮物的意義，但又

拒絕接受。最終，神的作為介入

當中，聆聽他們的悲傷心聲，令

他們有勇氣去作出改變，為人生

選擇一條新的出路。

　　很感恩，今次音樂劇有廿多

位弟兄姊妹參與台前幕後不同崗

位，大家都樂於作出如跳舞、Rap

華人區會《加拉太書》聖經課程 撰文：蒙潔文姊妹

　　劉博士帶領我們把《加拉太

書》與其他新約書卷作比對，從

不同向度理解保羅於信中闡述的

福音真義，並從加拉太教會的處

境中，激勵我們不要甘於被捆，

相反應抓緊上帝的應許，活在新

的創造中，重獲基督的自由。

　　盼望是次課程能為我們帶來

深入的反思，使我們得著造就！

　　華人區會於去年 10 月舉辦

了「《加拉太書》初探：自由人

生」聖經課程，榮幸能邀請到香

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前客

座助理教授劉翠玉博士主講，與

我們一起探討何謂真正的自由，

反思我們可如何靠著基督，越過

生命中的牢籠。課程一連四堂，

於迦福堂舉行，三間堂會合共有

五十多位弟兄姊妹參與。

在禱告中記念建堂的需要，又願

主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兌現承

諾，完成主的託付。

　　雖然，現在只是整個建堂計

劃的起步，我們仍有很長很遠的

路要走，亦要克服不少困難，但

從來傳福音的路，都是難行的，

我們要相信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應許之地也只有那些剛強壯膽的

人才能進入，「你當剛強壯膽；

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

業」( 約書亞記 1:6)，這是神對

約書亞的應許，也是對我們在新

一年的挑戰。

聚會略影

等新嘗試，在挑戰中看到各人為

事奉而努力突破自己，於緊密的

排練過程中互相體諒、扶持，讓

這兩個月的排練時間處處彰顯主

愛。盼望大家都能藉音樂劇，領

受主耶穌基督為大家預備的聖誕

禮物。



　　隨著新一年來臨，值理會

亦有讓人欣喜的變化：除了上

一屆值理全部留任外，更新增

了鄭婉萍姊妹加入值理行列，

突破了維持多年的四人局面，

可望增添能力，擴闊思維，延

展聖工，大家可細閱有關她的

簡介篇章，加深對她的認識。

　　今年值理會主要工作，除

了一般堂務外，還包括建堂工

作及五十週年堂慶等，需要各

位肢體的配合和支持，方能成

事；盼望大家都能堅守信徒本

份，以神為首，一同為上主的

事工而努力，盡獻己心，讓神

家豐盛，恩典滿途。

自己。我的職業是會計師，平

時喜歡做不同的運動如游水、

跑步等。除了值理一職，我也

是安得烈團申命小組組長。我

從 2004 年開始加入迦福堂這個

大家庭，並在 2014 年洗禮。我

期望在未來的值理事奉中，神

會繼續使用我，把我放在用得

著的崗位服事弟兄姊妹，與牧

者及其他值理互相配合，繼續

擴展神的國度。

大家好，我是今屆

新值理鄭婉萍，平

時大家都會稱呼我

為「魚旦」，很高興

可以向大家介紹一

撰文：吳文輝弟兄

團契快訊

雅比斯之家「守足薈」男士小組
撰文：簡志光弟兄

　　守足薈經過一年的運作，現

在已有兩位新朋友參與，未來我

們除了會繼續關懷他們外，亦會

在聚會當中加強分享信仰，盼望

福音的種子，落在他們的心田上

發芽成長，結出美好的果子來。 

　　展望新一年，我們不單繼續

接觸肢體的中年男士親友，亦會

嘗試與牛頭角循道衛理關懷長者

中心 ( 會員年齡：55 歲以上 ) 合

辦活動，現正籌劃退休人士理財

講座和健康講座，並正探討舉辦

中年男士歷奇活動。

　　這些改變對守足薈來說是極

具挑戰性的，盼望肢體能在禱告

中記念，祈求上主使用守足薈每

位事奉的弟兄，效法耶穌基督的

愛去關懷這些福音對象，使他們

得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棋匯坊︰努力撒種，盼望收成
撰文：陳烱霖弟兄　　自去年起，棋匯坊每週到城

大飯堂藉板棋遊戲 (board game)

與學生建立關係。在新學期，我

們嘗試用新方式--大專生興趣問

卷去打開話題。這不單讓我們取

得學生的聯絡，也讓我們能更了

解大專生的興趣以作活動設計。

　　為擴大我們與學生的接觸

面，我們也藉不同活動，如行

山，去認識他們的朋友。我們於

去年４月曾到專業教育學院 ( 沙

田 IVE)，藉 board game 舉辦工

作坊，學校初步願意再與我們合

作，盼望來年能繼續與校方合

作，藉此認識更多大專生，引領

他們認識耶穌基督。感恩有學生

參與小組或各類活動，包括佈

道會及平安夜音樂劇。甚願在來

年，他們能信主並一同開展主的

國。請繼續代禱，堅固我們傳福

音的心志與行動，並求主興起願

意追求主的人及收主莊稼的人。

少年團：報大喜信息 撰文：林肇楓先生

　「今年好像比上年少人啊？」

一位觀塘的街坊在旁邊走過，一

邊拿出手機拍攝。這句說話反映

了兩個事實：一、少年團的報佳

音人數比上年下跌了，我們需要

再加把勁；二、這位街坊認得我

們，每到平安夜也會想起我們。

　　少年團在觀塘報佳音已經成

為了每年重要的活動，甚至成為

了其中一個會讓人圍觀的社區活

動。我們一方面在觀塘社區中向

街坊分享神與人同在的美好信

息，另一方面亦透過這個熱鬧精

彩的活動鼓勵少年人邀請朋友參

與。《聖誕夜》這首歌更是每次

的高潮，見到大家熱烈跳躍，確

實是感到耶穌誕生的那份喜悅。

　　除了報佳音外，我們於教會

《那年聖誕，我們都收到的一份

禮物》福音音樂劇當天，亦有約

90 位少年人參與其中，聚會後，

少年團亦在觀點中心舉行了一個

簡單的呼召環節，共有 8 位少年

人決志，在平安夜這個普天同慶

的日子決定一生跟隨主，接受耶

穌基督這份無價的禮物。未來，

盼望我們的群體也能成為世界的

禮物，繼續將神的福音及真理與

更多青少年分享！

值理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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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我們眾人的心，叫
我們無懼建堂路上的困難及
掙扎，盡力兌現已承諾的「天
國小錢」捐獻，完成主的託
付。又帶領我們能互相守望，
一同堅守建堂的異象及使命。

為入校福音事工祈禱。求主
帶領我們在區本計劃以外，
探索到與學校合作的其他方
案，以致我們能有更多機會
接觸不同的學生，並與他們
建立關係，帶領他們認識福
音。亦求主幫助我們能與學
校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拓
展更多接觸學生的平台，使
福音工作得以擴展。

為諾知原中心的事工祈禱。
求主使用每一張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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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自修室事工祈禱。求主
激勵我們傳福音的心志，懷
著愛心與信心與自修室的應
屆考生接觸，讓他們在滿有
壓力的生活中，從我們身上
經歷到耶穌基督的愛與同行。

求主與新一屆的值理、家長、
組長及導師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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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於 2018 年的五十週年
堂慶祈禱。求主保守未來教
會五十週年慶祝活動的籌備
工作，帶領迦福堂的眾肢體
懷著感恩的心數算主的恩典，
亦激勵我們繼續忠心地在地
上為主作見證。

1.

2.

3.

4.

5.

6.

靈靜自修室福音事工 撰文：仇志寶姊妹

　　迦福堂由鴻圖中心搬遷到觀

點中心已有一段日子。觀點中心

位於觀塘 APM 附近，地理位置和

人流都較鴻圖中心方便得多，十

分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

　　故此，我們藉此優勢，於 1

月尾開始，開辦為期三個月的

「靈靜自修室」事工，藉提供安

靜、舒適的溫習空間，吸引和服

事正預備文憑試的考生或高年級

的中學生。

　　我們透過於學校及政府自修

室附近派發單張作宣傳，稍後亦

會透過舉辦中、英文口試練習小

組及提供過往文憑試的試題，幫

助文憑試考生作試前預備，同

時，亦希望能與他們建立關係。

活泉之家及福音隊工棋匯坊的肢

體也會參與此事工，一起宣傳及

接觸關懷來到自修室的學生。

　　盼望大家為著 1 月尾開辦的

靈靜自修室同心禱告，藉此事工

帶領正面對人生挑戰的考生，經

歷耶穌基督的愛與同行。

諾知原中心事工：回顧及展望
撰文：蒙潔文姊妹

區招收到新的學生，亦與學校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我們正積

極接觸及關顧學生，望能邀請到

這群少年人回到教會認識神。

　　展望 2018 年，我們將繼續把

握觀點中心的地理優勢，舉辦不

同青少年學術課程和興趣班，並

已開始新一輪的攻勢，於 1、2月

期間派發單張及設置街站，宣傳

我們的課程。未來，亦會考慮將

福音對象擴展至觀塘商貿區的職

青。求主賜予亮光，繼續帶領！

　　屈指一算，諾知原中心於

2012 年底開辦至今已有五年，

即將踏入第六個年頭了。我們在

將軍澳區及觀塘區曾舉行過的課

程多不勝數，藉著事工接觸到的

中學生亦遍及區內不同的中學，

十分感謝主賜我們有服事中學生

的異象，使用我們，更在發展諾

知原中心福音工作的途上，不斷

施恩及為我們開路！尤其是諾知

原中心從慧安商場搬遷到觀點中

心後，無可避免地流失了一些將

軍澳區的學生，但主為我們開新

路，使我們藉著區本計劃在觀塘

事工概覽

會友動向
　　安得烈團蘇永傑弟兄與曾詩虹姊妹

已於 2017 年 10 月 2 日，假香港三育書

院舉行婚禮，同訂婚盟。願主帶領二人

一同建立以基督為首的家庭。

代禱邀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