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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會方向─
    面向社區，進入人群，活出時代使命

　　他看見一大群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

無助，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於是他對門徒說：「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

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6-38 （和合本修訂版）》

　　莊稼滿田　舉目向前 

　　經文中令我最深刻的地方是「看見」，我們每

天放眼世界，看見很多人與事，我們會將目光放在

哪裏？可能是手機上各款的遊戲、有興趣的資訊及

娛樂節目，又或者生活的需要及困難。當我們將視

線專注於某些事時，可能我們會不自覺地忽略了其

他更值得留意的事物，例如：自己及他人生命的需

要。這讓我想起一個最近聽到的真人真事：

　　一位大學生阿怡 ( 化名 ) 正在上課，講師正在

派發各同學報告的成績，突然，有一位剛接到成績

的女同學情緒失控，大叫嚎哭，然後撕破分紙，更

頭也不回地跑出演講室，講師與同學們頓時不知所

措。阿怡立即二話不說追了出去，當同學跑到樓梯

的欄杆正想攀上時，阿怡立即為她送上無聲的擁

抱，最終，阻止了悲劇的發生。１ 

　　當眾人都專注眼前自己的學業成績，又有誰看

得見身邊女同學那顆處於生死邊緣的心靈？雖然，

阿怡與這位同學並不認識，只是剛巧選修同一科

目，甚至在其他人眼中，她的行動是多管閒事，但

對阿怡來說，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阿怡渴

望那位同學能明白到：就算是一個陌生人，也都在

乎及著緊她。這個故事，讓我不禁疑問：在這個高

舉競爭力、經濟效益至上的社會，生活充滿壓力，

社會充斥不義的時代，在不斷累積的勞累與無力

中，人的心靈被壓得支離破碎，幾近窒息，有誰聽

得見，有誰在乎人心靈的呼求與吶喊？此刻，我想

到主耶穌基督。

　　在馬太福音 9 章 36-38 節，耶穌關注的是人們

生命的境況，祂「看見」人的困苦與無助，就好像

羊失去了牧人的看顧及引導，徬徨無助，充滿恐懼

不安。耶穌憐憫他們，同時更身體力行，回應所有

走到祂跟前，被疾病、死亡及那惡者的權勢所折磨

的人的祈求 (參馬太福音 9章 )，不單將他們醫治，

更使那些來到耶穌跟前的人經歷生命的重整、修補

及更新。重建生命是耶穌所關心，所在乎的，是祂

來到世間的時代使命，是主要收的莊稼。

  看見莊稼之多，耶穌慨嘆缺乏人手收取莊稼，然

後，祂轉身吩咐門徒：「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

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為何耶穌向門徒發出這

樣的吩咐？因為耶穌盼望門徒也有與祂一樣的「看

見」及使命，渴望與主一同承擔這些人的生命，同

時，要門徒知道他們是受主差遣的，要以主的使命

為己任。

１突破機構將此真人真事拍成微電影《缺氧女孩》，連結：http://bit.do/eSBhz

撰文：林淑櫻牧師



聚會回顧

　　弟兄姊妹，今天上主要我們收取的莊稼在哪

裏？上主帶領我們來到觀塘區已接近十七年，在這

個社區中生活的每一個困苦無助的生命，都是我們

要收的莊稼，我們看得見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嗎？

我們又是否願意像阿怡一樣，為困苦無助的心靈踏

出關懷的一步，讓教會成為人們困苦心靈的綠洲，

使人在基督裏經歷生命的重建，重拾盼望呢？

　　愛的關懷 ─「做人不做事」

　　耶穌差遣十二門徒出去傳道時，「給他們權

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參馬太福

音10:1)的能力，幫助他們去完成主的工作。雖然，

作為現代信徒，我們沒有趕鬼治病的超自然能力，

但是，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在十字架上釘身、受死，

第三天復活，成就了救贖之工，復活的基督為我們

預備了另一種能力，就是愛與犧牲。唯有來自真理

的愛心，而非任何能力，才是使人生命改變的真正

力量。

　　願主時刻提醒我們要抱著「做人不做事」的心

態進入人群，才能真正在愛裏將真理傳揚，為主收

取莊稼。

五十週年堂慶   福音之火繼續燃燒
撰文：蒙潔文姊妹

　　迦福堂於 1968 年創立，至今逾五十年，去年

更是我們慶祝教會五十週年金禧堂慶的重要時刻，

為了感謝上主五十年來一直的施恩帶領，我們以

「迦福五十載，事主志不改；承傳大使命，同步創

未來」作為堂慶口號，並創作了堂慶主題曲《延續

使命》，提醒眾弟兄姊妹努力回應神的恩典，將我

們對福音使命的心志和熱情一直延續和傳承下去。

　　去年6月份，我們展開「全堂合一佈道運動」，

後於８月份舉行了兩場《忘憂極樂園》大型話劇佈

道會。不少弟兄姊妹都樂意盡己所能，積極邀請未

認識福音的親友參與佈道會，兩場佈道會出席總人

數為 335 人，當中新朋友佔 158 人！更有 19 位未

信者在佈道會中決志信主。感謝主！願我們能繼續

悉心栽種主內幼苗，使他們能茁壯成長。

　　堂慶的重頭戲是 10 月 28 日的「全堂合一創未

來」堂慶日。當天早上我們於烏溪沙青年新村禮拜

堂舉行了堂慶感恩崇拜，而下午則舉行了「Running 

Blaze 延續使命大行動」，集合全堂弟兄姊妹的力

量，合力完成任務，最後以拼圖砌出教會未來的願

景——成為生生不息的果樹，結出果子，滋養生命。

　　盼望今後我們仍繼續肩負起耶穌基督交託的大

使命，福音之火永不熄滅，大家一同努力在地上擴

展天國，見證神、服事人！



踏足聖地   親歷靈命成長之旅

中學生福音事工

撰文：蒙潔文姊妹

撰文：林肇楓宣教師

　　華人區會於今年 2 月 7-19 日舉辦了「事奉肢體靈

命成長及聖地探索之旅」，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

雷建華牧師帶領我們到訪以色列和約旦，追尋猶太先

祖、列王和先知的足跡，又跟隨主耶穌腳蹤，踏足伯利

恆、拿撒勒、加利利、耶路撒冷等地，親身體會當地的

地理、文化和歷史，沿途進行聖經默想，感受聖地帶給

我們的靈命開闊與更新。迦福堂林淑櫻牧師及 10 位來

自安得烈團、提摩太團及棋匯坊的肢體，均是首次踏足

以色列及約旦，在一連 13 天的旅程中，各有不同的成

長和體會。以下是其中三位弟兄姊妹的分享。

陳美玲姊妹．安得烈團：「在

這次的以色列之旅，深深感受

到天父的愛。特別在加利利湖

邊彼得首席堂，親眼看見加利

利湖，聽到雷牧師分享耶穌三

次問彼得是否愛祂，是為了堅

固彼得，令彼得釋放。那刻主

耶穌彷彿也在問我是否愛祂，

並告訴我，在我不認識祂時，

祂已認識我，原諒我的一切，

並且非常愛我。感謝天父明白

我的一切，知道我是一個容易

自責的人，常常背負著自己是

否做得對、做得好的擔子。在

加利利湖邊，主耶穌提醒我，

祂很愛我，教導我要欣賞自

己，也欣賞別人。感謝天父，

我能參與這次以色列之旅，使

我學懂欣賞自己和別人，也令

我更清楚以色列的地理環境及

文化，讓我閱讀聖經時更立

體，更清晰。」

盧珮瑜姊妹．提摩太團：「這

趟聖地旅程令我深刻的是行苦

路——昔日耶穌背負沉重十字

架直到釘死的一段路程。但

現今耶路撒冷舊城區街道人

來人往，兩旁都變成不同的商

舖，高聲叫賣，各人在熱鬧的

環境中似乎再沒有重視耶穌

的事跡。回想自己在忙碌的

生活中，也容易被周遭的事

情影響，忘記為神所供給的一

切感恩，思念耶穌如何承擔我

們的痛苦，為我們捨己犧牲。

在苦路上唱著詩歌《我已經決

定》，當中一句「十架在前

頭，世界再背後」就是最好的

提醒，背起自己的十架，求主

堅固我的信心，在生活當中活

出信仰。」

陳烱霖弟兄．棋匯

坊：「『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

愛主你的神。』(可 12:30）有

人認為在哭牆禱告是最能蒙上

帝垂聽的，會在那痛哭、啜泣、

將禱文紙塞入牆隙等。我起初

認為他們是迷信無知，因耶穌

講明敬拜在乎心靈與誠實，而

非地點與方式。我走到哭牆禱

告，沒有激動，因不知可怎樣

哭，也認為塞禱文紙不理智。

在主前安靜下來，卻發覺自己

或許『盡性盡意盡力』愛神，

卻忽視『盡心』愛神。我想像

上帝看著在哭牆激動禱告的

人，祂似乎不如我那樣批判他

們，反而因著他們的渴求而深

感觸動。上帝提醒我「盡心」

成長；在讀經禱告時，除了理

性分析，也盡情投入，此時此

刻感受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踏入 2019 年，發現其實很多工作已行之有年：

基督少年軍、諾知原中心、區本計劃及與不同學校

的合作，甚至有部份已經超過十年。當然很多事物

都在變，方法、模式一直都在探索、修正，務求更

切合少年人的需要。但在眾多轉變中，也有不變的

東西：上主的愛。約翰告訴我們：「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 約壹 4:19) 我們愛這個世代的少

年人，因為我們知道上主一直愛護我們。盼望我們

能繼續身體力行地實踐這愛的教導，帶著神的愛走

進社區，走進少年人的生命，帶領他們到神面前。

福音工作概況

　　少年團剛完成了 4-5 月福音月，舉行了「寶可

夢密室世界」佈道會，共有 66 位參加者，當中 20

位為新朋友，更有 3 位團友決志信主。盼望他們

能在生命中繼續緊緊跟隨主，得著豐盛的生命！此

外，暑假即將來臨，諾知原中心與少年團正密鑼緊

鼓準備把握這黃金檔期，盼望帶著基督的愛進入社

區，透過精彩、豐富的活動吸引和接觸青少年，更

以具體的共同生活讓他們能認識信仰。盼望大家能

為青少年工作多多代禱，保守更多少年人能夠在年

少時認識生命的主，行在正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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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烈團王德勝、

范樂蔚夫婦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誕下愛

兒 Eytan 王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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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烈團林漢煒、鄭佩

娟夫婦於 2019 年 4 月

24 日誕下三子林濼謙，

連同長女濼浠、次子濼

琛，組成五口之家。

2

安得烈團袁淑敏姊妹與許

俊勇弟兄於 2018 年 2 月

24 日，假永光堂小禮堂舉

行結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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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少年團黃君浩弟兄與安得

烈團楊球璋姊妹於 2018

年 3 月 4 日假九龍塘浸信

會舉行婚禮，共諧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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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得烈團植浩婷姊妹與

陳鈞皓先生於 2018 年

11 月 3 日假烏溪沙青年

新村禮拜堂，共訂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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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得烈團周永杰弟兄及余

穎彤姊妹於 2018 年 9 月

15 日假九龍佑寧堂舉行結

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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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烈團蕭向榮弟兄與鍾

佩珊姊妹於 2018 年 10 月

27 日，在弟兄姊妹的見

證下舉行戶外婚禮。

7

8

棋匯坊陳晉培弟兄與陳淑

樺 姊 妹 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天父的愛眷和家人

的見證下，於日本沖繩海

之教堂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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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烈團  積極擴闊福音對象 撰文：劉真真姊妹

　　安得烈團自 2017 年開拓夫婦小組後，開始嘗

試以育有幼童的家庭為福音對象。去年，申命小組

及因愛小組舉辦了三次福音活動，包括 5 月的 Art 

Jamming 親子畫班、7 月的碟古巴特親子手工班和 9

月的中秋月餅親子班。三次活動反應熱烈，每次約

有 10 個家庭共 30 人參加。這些經驗讓我們看見家

庭是一個很大的禾場，亦推動我們於今年舉辦更具

意義的兒童藝術及品格培育聖經班和家長講座。希

望透過直接的信息傳達和更深入的接觸，與家長建

立緊密關係，並將福音信息傳達給他們。

 

　　另外，安得烈團於去年首度舉辦「攻防箭」，

期望透過此類新興集體對戰活動，吸引新朋友參

加。當天安得烈團分組進行淘汰賽，大家全情投入，

對戰激烈，難分高下，實在是難忘的聯組活動。更

欣慰當天有不少新朋友參與其中，不僅有職青，亦

有夫婦和小孩參加。故此，今年我們將於 9 月份舉

辦「攻防箭 2」，期望除了邀請大朋友參加，亦能

增設親子組別，進行大小皆宜的活動，既加深各組

之間的情誼，也同心在福音事工中一同努力。

 

　　安得烈團成立十多年，一直以「得人如得魚」

的安得烈為榜樣，致力於福音事工。我們深信無論

到了任何年紀，經歷任何階段，傳福音的心志必須

透過持續不斷的實踐，才能延續下去。因此，除了

吸引的福音活動，我們亦將於 10 月 19 日舉辦佈道

會，並於 12 月 24 日進行平安夜報佳音，盼望將美

好的信息向未信者傳播。

 

　　我們深知道人的心力有限，面對現實的牽扯和

誘惑，唯有依靠全能的主，才能向著標竿直跑。盡

力傳福音是我們的使命，主就是我們最大的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