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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龍 教 堂維修竣工
榮 歸上帝

重修後的外貌

神恩浩瀚，本會自1907年成立至今，蒙神引導，分別在香港島、九龍及加拿大溫哥華，建成教
堂敬拜上帝，傳揚完全福音真理。位於九龍窩打老道71號的九龍教堂，早於1940年落成獻堂，後
於1982年完成重建。重建後經歷三十餘載，教會值理會有感部分建築及設施漸呈老化，加上主日
學課室亦逐漸不敷應用，實有重修之需要。值理會自2016年起經過多方禱告，落實重修工程。及
後經連串商討工程計劃及配套措施後，九龍教堂於2018年10月暫時關閉，所有恆常聚會遷往香港
教堂舉行，而有關工程於同年11月開始動工。
蒙神保守，加上兄弟姊妹的同心禱告及各小組同工的努力，經過約一年的工程，九龍教堂重
修於2019年11月竣工，11月17日恢復崇拜。願一切榮耀與頌讚歸與上帝，願基督耶穌自己為此家的
房角石，願聖靈的能力時常與本會及各兄弟姊妹同在，世世無窮，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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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組

潘信榮
Audio/聆聽版本

回想自己40多年前首次踏入

於2017年8月，工程組在值

上，以直豎的木間條裝飾來表達

九龍教堂，門前的一段石階梯，

理會同意下聘請了為此工程作

聖靈從上而下的降臨，很配合聖

數棵棕櫚樹，至今仍歷歷在目。

顧問的建築師。在深入了解我們

靈 對 我們教會的重要性。除此

當時的教堂雖然設備簡單，卻洋

教會的背景、情況及需要後，建

之外，是次 維修更 新了整座教

溢著和平、安靜及莊嚴的感覺。

築師提議大堂大致保留原本莊

堂的冷氣系統，改善了錄音廣播

在2016年，九龍教堂因冷氣

嚴的設計，只需改善燈光設備及

設備，同時增加主日學班房及女

系統嚴重老化、班房及各設施不

在入口處的牆壁上加上新的十

洗手間的數量，應付實際需要。

足等問題，值理會決定進行大維

字架；而副堂則以弧形設計及重

工程在2018年11月開始，儘

修工程，並委托教會的工程小組

新安排主日學班房的位置，更加

管在維修期間遇上各種困難，包

開展此工作。我深知這將會是個

入圓形前廊，以增加展覽擺設及

括選取適當 材料、外 牆棚架傾

艱鉅的挑戰，更與我平常工作的

見證會前聯誼的地方；地下入口

側、管風琴破損、顧問與承建商

項目大不一樣，因為影響的是我

大堂則加設玻璃外牆引入自然

協調不足，以及建築工人技能的

們親愛的教會，而且使用的是教

光，以透明開放的設計概念表達

參差等，但憑着信心的交托，上

會的資源，所以我懷著複雜及戰

教會歡迎人們進 來一同敬拜上

帝一步步在其中帶領我們，直至

兢的心情，祈求上帝帶領我們，

帝。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設計

完成祂奇妙的工作。

能盡心盡力地為主作工。

師提出在教會不同樓層的牆壁

外牆重修時的情況

感 謝神，讓 九龍 教 堂 得以

管風琴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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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11月17日重新開放；當

工程 過後，我 更 反 思到自

天雖然我身在飛往外地的航機

己有很多不足之處，尤其在不擅

現在九龍教堂建築物的面

上，但我心是與衆教友一起，懷

於溝通、協調及表達自己方面，

貌或許不再一樣，但感恩當年熟

着同樣感恩及釋懷的心情，同來

感謝 大家的包容和體諒。我也

悉的平靜和莊嚴依舊存留。願上

敬拜我們的上帝。

要感謝值理會對工程組的信任

帝的慈愛和憐 憫，繼 續帶 領保

這次工程確實使我學習了信

及支援、工程組內成員的包容、

守教會及我們每一位信徒，倚靠

心的一課，正如馬太福音17章20

錄音組的幫忙、堂役同工的盡心

上帝的恩典，一生與主同行。最

節耶穌所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盡力監察工程，以至各支援組的

後，藉此和大家分享我很喜愛的

只要 你們的信心，像一粒芥 菜

合作、各兄弟姊妹的代禱及家人

以賽亞書30章15節：「…你們得

種，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

的支持等，讓我們體現羅馬書8

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

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並且你

章28節所言：「…萬事都互相效

平靜安穩…」。願一切榮耀歸與

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感謝

上帝。

上帝！

伍國雄

2樓重修時的情況

Audio/聆聽版本

非常高興能夠參與九龍教堂

都是新的挑戰。感恩每 位成 員

出現非常多的技術問題及變更，

大維修的事工，對於本身從事工

都在不同範疇有相關經驗，能互

進 度很難準確掌握。當中有很

程相關工作的我，能夠把自己所

補不足；當中也會遇到對維修方

多協調工作，都能看到神在其中

學的用於事奉上帝，是非常難得

案持不同意見，但感謝主，我們

帶領，例如大堂管風琴的翻新工

的經驗。我時常銘記宋監督分享

每次都先 經 過禱告，最 終都達

序，要配合外籍師傅到港的時間

他當年到英國留學的事，他父親

致滿意的效果。

表，最後都能順利協調，以致管

宋牧師勉勵監督要把所學的為神

我居住在教會附近，能經常

所用，所以當2002年考獲專業資

巡視工程進度，遇有問題都可以

正如我 上 述 所寫，能夠參

格時，我自己都有同樣的立志。

即時跟進，實在比自己家居維修

與維修的事工，是非常難得的機

跟平常教會維修組的工作

更著緊。最初我看著承建商拆毀

會，神讓我有合適經驗後學以致

不同，當決定要為整座教堂進行

舊有裝修，實在有點依依不捨；

用為教會事奉，實在是神很大的

徹底翻新，我們由最初聘請顧問

到後期見到新的設施逐漸成型，

恩典。

建築師以落實維修改善方案，到

便變成懷著期待的心情。

挑選承建商，對我們維修組來說

一項工程牽涉衆多項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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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琴煥然一新，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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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組

復堂前的清潔

曾月萍
Audio/聆聽版本

在2018年教會開始預備九
龍教堂大維修，雖然我們已聘請

前後或當中可順利地運作，以致

督的身體，基督是身體的頭，又

有合適的環境去敬拜上帝。

有各樣肢體互相關連，彼此團結

建築師顧問負責設計，但除了有

在此次工作參與中，我深深

一致，令各器官發揮功能，身體

關工程技術問題以外，工程開始

體會教會除了傳道宣揚福音外，

才能健康成長。若果在教會中我

前至完成後教會都需要有許多

背後有許多其他事情要配合、考

們各人都以神為首，各盡本分，

的配合，支援組就是負責這方面

慮及人力去幫忙，同時需要有神

主內合 一，整 個教會就能同心

的事宜。感謝主！我有機會參與

的智慧帶領和肢體間齊心協力

協力去傳主福音，為主作工。正

支援組之工作。此組工作範圍包

去做。在九龍復堂前的清潔及搬

如以弗所書4章15至16節：「……

括：教會物品的盤點、清理及入

運工作中，我見到許多兄弟姊妹

連繫於元首基督；全身倚靠佢，

箱；收集主日學班房設備及音響

踴躍參與。其間，因社會運動而

透過各關節筋絡互相配合彼此

設備要求；港九主日學班臨時班

影響公共交通正常運作，但仍有

連 結。噉 樣，當各肢 體 發 揮 功

房分配；聚會前後交通的安排；

不少人比預定時間更早到達「開

用時，身體就漸漸長大，在愛中

香港停車場運用的新安排及教會

工」。我還記得有海外肢體剛好

建立自己。」但願藉著此次的維

維修前後的清潔及搬運等等。

那時在港，也希望在此事工盡一

修，除了帶給我們有更合乎所需

組內有好幾位主要成員，大

分力；當日他們幾經波折，耗費

的環境來敬拜上帝外，更使各兄

家定期開會商討及分工合作，也

數小時才能到達九龍教堂，但他

弟姊妹能在光中前進，各宜 盡

需要其他兄弟姊妹的參與，如清

們仍無怨言地工作且樂在其中。

份，齊心為主工作，引領更多人

潔及搬運等工作，令教會在工程

教會是由信徒 組合成為基

歸主。

周楊鳳英
Audio/聆聽版本

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參與

感謝各位教友的幫助和彼此同

見神的大能及幫助。感謝主恩常

九龍教堂維修後的清潔工作，也

心，使教堂整潔美麗，同時我看

在，願神保守教會一切，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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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劉慶環
Audio/聆聽版本

很感恩，蒙神保守，九龍教

掉椅上的舊污跡，然後我們再分

於2019年11月11日參與清潔的組

堂大維修終於順利完成，後期的

工把椅子沖洗、抹乾，最終使膠

員也能提前三天幫忙，心想突然

清潔工作亦於2019年10月26日開

椅換上新貌。當時的情境，我內

增加及改動日子，人手未必如理

始，期間有兩件事情讓我深深感

心是有點兒奇怪，為何眾人吃力

想，但我祇能盡力去做。然而，奇

受到神的大能。

地洗擦椅子，但卻是充滿喜樂的

妙的是參與在8日幫忙的人數竟

其一是清洗副堂及 主日學

臉孔？後來回想這事，我才明白

比11日的還要多，我絕對相信這

班房的膠椅；因為參與清潔的組

這豈不是從神而來的凝聚力嗎？

正是從神而來的凝聚力！

員均認為難得有此機會，便決定

另一事是我在2019年11月4

最後補充一點：在清潔工作

把膠椅上的陳年舊跡一起去掉。

日知悉，為要配合滅蟲公司的工

期間，不時出現封路、改路、交

當天，十多位姊妹在瀰漫着嗆鼻

作安排，清潔組須在2019年11月

通運 輸停駛等問題，但 蒙神保

氣味的停車場裡，戴上厚膠手套

8日加開一天的清潔日。我只有三

守，這方面對我們的工作毫無影

和口罩，用強力去污液使勁地擦

天時間聯絡教友，且希望已報名

響。感恩啊！一切榮耀歸於神！

伍梁幗姿
Audio/聆聽版本

昔日每當我看到九龍教堂

期間我看到許多的維修師傅忙

時間市面的廁紙和漂白水等清潔

冷氣系統再次失靈，大堂天花牆

碌地進行補漏的工作；錄音組

用品供應非常緊張，令有些兄弟姊

壁又滲水時，就非常期盼維修快

的兄弟為著有更完美的收音效

妹也擔心教堂物資 會否缺乏，因

點進行。感謝主，現在我們終於

果，連日來不停努力的測試；

為維修後的廁格數量增加很多。

在一間煥然一新的禮拜堂內崇

翻新大堂的管風琴專家，遠道

其實我和負責採購的姊妹因起初

拜。

從德國來工作；堂役同工辛勤

未能預計用量，於是便預先購買了

今次 大 維修工程，我雖然

地打掃抹不完的灰塵。原來在

大數量的紙品和清潔用品；可見在

只擔任一個小小的支援角色，包

煥然一新的教堂背後，有許多

這些小事上，上帝也保守使我們不

括幫忙打包收拾一些物資和採

人為著我們有更 好的崇拜環

至缺乏。

購一些零碎用品，但從中我學習

境而努力。

很多，讓我感到更愛這個屬靈的

維修後的教堂，外觀上最大

又有一次，我在閣樓梯間

的分別是正門變得更透明光亮，少

的窗戶貼上一些遮光用的紙，

了那股神秘感。也許不是很多人知

由於我居所毗鄰教堂，身為

身 形矮小的我 需要攀爬高身

道，晚間教堂正門內的十字架會亮

主婦的我，會運用家務之間的空

的鋁梯，但我不小心踏空，差

起燈，透過大門旁的玻璃窗看非

隙時間往返教堂完成我小小的

點兒跌下來。那一刻我非常害

常漂亮，有時我晚上路過，也會駐

任務。有一次我用了差不多兩個

怕，因為四周無人，若我發生

足欣賞一下。希望那個十字架的燈

多星期，去收拾花房和重做婚禮

意 外，恐 怕不會 被 人 立即 發

光，能吸引感動更多的人 來認識

用的花飾；我非常喜愛在寧靜的

現。幸好上帝保守，我及時抓

主。

大堂獨個兒一邊工作一邊哼着

住梯邊，神也給我心裏平安。

家。

詩歌，感覺與神很相近。而那段

最近因疫情的關係，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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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倫
Audio/聆聽版本

正門內的十字架

在九龍教堂維修翻新工程

忙做清潔工作；例如於2019年11

有一次我搬運塑膠花時，在

完成後，需要進行清潔及搬運的

月8日，我們便幫忙清潔大堂及

膠花儲存室（或稱花房）內，看見

支援工作。感謝主讓我能參與搬

閣樓，包括長櫈的內外及擺放聖

一隻有雙手掌體積大的龜，平躺

運支援的工作。

經、詩歌的木格，以便趕及配合

在地板上，當我拉近視線距離，

我 於 2 019 年9月9日（星期

滅蟲公司於當天下午在教堂內

望清楚牠是真還是假時，那隻龜

一）在九龍教堂查看搬運公司搬

噴澆水劑滅蟲藥的工作。此外，

忽然快速地爬行出房間，因牠的

來及暫放在停車場的一箱箱雜

在2019年11月9日及2019年11月14

動作來得太突然使我受了驚嚇。

物、音響器具、電子琴等物品，

日，我們除了進行搬運工作外，

我看見牠很快便爬到走廊牆邊，

因停車場正進行維修工作，令這

亦有幫忙清潔儲物櫃、跪墊、裝

心想龜不是慢爬的動物嗎？此龜

些物件上積滿了灰塵，我即時感

飾牆壁的木嵌板和抹窗等。

爬行得如此迅速，令我忍不住嘖

覺搬運工作不易做，不但需要付

回想在搬運工作開始的初

出體力，亦要克服怕骯髒的心理

期，有個別組員想獨力搬移較大型

障礙。等了不久，搬運公司派來

的傢具，我立刻阻止並說明搬運

感 謝主，透 過今次 九龍 教

的工人來到，我引帶他們把放在

較重的物件時，應幾個組員合力

堂維修翻新後的搬運支援工作，

停車場的物件搬上副堂及主日

搬運，不可獨自進行，以免受傷。

使我學習到一些搬運常識，例如

學班房。

嘖稱奇，我彷彿感覺到牠正在鼓
勵我，在搬運工作上要加把勁。

在搬運塑膠椅的過程中，

搬運大型傢俬時，要用大毛巾墊

於 2 019 年10月26日（星期

我們把大量疊放於副堂及主日

底，以防刮花地板，更重要的是

六）搬運組組員首次開始工作，

學班房內的膠椅，運送往停車場

鍛鍊我要以謙和、合作及盡力的

得到清潔組組員的幫助，把貨箱

給清潔組組員清洗。我們每次把

態度，與教會的兄弟姊妹同心工

上的灰 塵 抹掉後，我們便處理

大約十張的膠椅安放在木板搬

作，完成任務。

放在副堂及主日學班房的物件，

運車上，然後搬往停車場清洗，

感謝主賜恩，使我們有一間

各組員忙於拆箱及把物件搬回

隨後又將已清洗的膠椅運回副

經維修後具新面貌的九龍教堂，

適當的位置。

堂。大家把一車一車的膠椅，在

讓信徒可以舒適地一齊聽道、唱

感謝主，搬運組在搬運的工

二樓及通往停車場的樓梯間，上

詩和祈禱。願三位一體的真神：

作上進行得很順利，組員與組員

上落落地努力搬運。大家的工作

父、子、聖靈繼續以恩手拖帶教

間都 很合作。而搬運 組與 清潔

效率很高，可媲美專業搬運。在

會向前邁進，會眾靈命日增，更

組亦有合作的機會，當搬運組的

整個搬運期內，組員們都顯出主

有能力為主作美好的見證。願一

工作進度快過預期，而清潔組需

動、認真、不「錫身」及合作的工

切榮耀歸於主，感謝主！

要更多人手時，搬運組組員便幫

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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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維修
◆

堂役及探訪

霍文輝
副堂的圓形前廊
Audio/聆聽版本

回想今次教堂的大規模維

座位上，而今回這十三個月的事

依依不捨。

修事工，令我最深刻的感受 就

奉中，由天台的消防缸至地牢的

至於重新回到九龍教堂，給

是：我有機會在香港堂有一個長

電錶房，每一處地方都給我留下

我的印象是既似曾相識但又陌

達十三個月的事奉機會。這十三

不能磨滅的印象。更難得的是當

生，連自己住的宿舍經重新裝修

個月的事奉，使我留下無限的回

中有個很好的堂役同工彼此協

設計後，也非同往昔，這就像上

憶。在過往十一年多，我只能在

調，使工作非常暢順。現我雖重

帝另給我一個新的地方去學習

大 聚集期間，到香港堂參 與聚

回九龍堂工作，但也不時回想這

怎樣在當中事奉祂。願主加力使

會，而每次都只能身在正堂的某

段在香港堂的事奉時光，真有點

我能勝任。

在2018年，當我知道九龍教

堂，各人盡力去做，終於可以如

堂；在主日下午堂後、星期三及

堂要大維修的決定落實，便作出

期在11月17日開始崇拜。現時教

五晚的崇拜後也接載教友去地

準備，搬去其他地方居住。蒙神

堂有新貌，有美觀的設計、新的

鐵 站及九龍教 堂。教 友因而有

引領及教會長者的愛心協助，我

系統，吸引了多位新人來聚集，

更多機會認識，互相關心；大家

在旺角找到適合的單位，居住了

感謝神。在此工程進行期間，神

在香港堂午餐及團契均很熱鬧。

大約14個月。神有好大的恩典，平

為我們預備了幾位專業的教友，

由於去年6月開始有社會事件發

安保守我，在要安排搬運期間，又

他們好盡心去跟進工程，而未來

生，交通很不方便，但因教會有

有親屬及教友愛心的協助，使我

還有好多要修補的事項，願神引

安排旅遊車，所以沒有影響我們

好順利辦妥一切，安心生活且如

領，賜他們力量，榮耀主名！

的聚集，亦見到有駕駛私家車到

招美玲
Audio/聆聽版本

常做探訪工作，感謝神。

自從2018年10月開始，全部

教堂聚會的教友，有愛心地去接

我在2019年11月初已返回教

會友都在香港堂崇拜，所以教會

載其他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可見

堂居住，同時要學習使用新的設

安排主日早上在油麻地及 金鐘

在神的家好温馨又蒙福。我們更

備。我見到主內肢體同心清潔教

站，有旅遊車接載 教 友到香港

要學習愛神愛人，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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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維修
◆

事務組

蕭啟輝、黃建樂
Audio/聆聽版本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月，試問有誰可以預知這些事情

必定發現神在其中有很多恩典及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會發生？教會有肢體分享過，神是

保守。正如五旬節詩歌107首《神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

掌管一切的主，因為維修以致所

的應許》其中第2節歌詞及副歌

前書2章9節）感謝神，讓我倆可

有教友要集中在香港堂聚集；神

是我特別喜歡的：
「神未曾應許：

以參予九龍教堂大維修工作。在

把我們帶到半山，讓聚會所受的

我們不遇苦難和試探煩惱悲痛。

整個維修期間，讓我們看見神所

影響減到最少，好讓會眾能專心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負許多的重

預備的，是人無法估計。九龍教

一意親近神。到了2019年11月17日，

擔許多顧慮。」副歌：「神卻曾應

堂因為空調系統問題，值理會在

九龍教堂正式重開，香港社會事

許：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

2016年已開始考慮要進行更換

件也在11月下旬漸漸平靜下來。

息，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無限

工程，他們經過多番禱告，求神

基督徒活在世上，我們亦會

的體諒不朽的愛。」求神繼續帶

在當中帶領一切事宜，最終到了

受大環境影響，又或者遇著生活

領教會，在世上做鹽做光，讓教

2018年10月1日暫停九龍教堂聚會

上的艱難，暫時處於逆境。但藉

會把完全福音真理廣廣傳開，感

大約一年多的時間。

著愛我們的主，祂必定在前面引

謝神！

到了2019年6月，香港經歷了

路，為我們開一條出路，最終必

很大型的社會事件而維持數個

定能克勝。當風浪過後回頭望，

錄音組

蔡德恩
Audio/聆聽版本

大堂內的音響控制台

熟 悉的外觀沒大改變，披

會有一群擁有神賦予的專長而

的工作時間，可以在這次維修過

上亮麗白袍的九龍教堂依舊座

又盡心盡力為主作工的兄弟姊

程中跟進影音設備的更新。感謝

落在窩打老道 原 址，但從 對面

妹；作為這個「家」的一員，在此

最初兄弟的分享及鼓勵─ ─只

街道望向開放式的正門，卻予人

感激他們在整個維修過程中無

要當作自己的家來做便可，加上

一種歡 迎的感覺。踏進 正門再

私付出的心思和時間。It’s more

彼此代禱，上帝自會帶領成就。

往各層走，看到當中全新而體貼

than a House of worship, it’s

我亦感謝錄音組同工兄弟所回

的設計和設備，歡悅而感恩的心

the Home of God indeed.

顧分享過往多年九龍教堂音響

情油然而生！感謝神讓我們的教

承 蒙 主愛，讓我有 較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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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錄音工作中的點滴，以及提點

教堂維修
◆

希望能改 進 之處。神讓我很清

「很欣賞你們的教友對教會這

配合改進，將更好的獻給神。現

晰地知道，要以教友為本，透過

樣盡心地付出，對工程人員也能

今已有更多兄弟姊妹參加音控

更合適的影音設備裝置，讓有不

有禮貌和尊重，看在你們教會的

工作，感謝同工兄弟幫忙指導，

同需要的教友能更清楚地聆聽

份上，儘管說吧，其他客戶的電

願錄音組工作繼續蒙神保守延

所傳的真道、生命的見證及詩班

話是不會在這時間接聽的。」問

續下去，讓真道能傳至更多願意

的獻詩，好讓真理得以傳開；同

題果然順利地解決了，感謝主。

尋求主的人身上，令人得著天上

時，維修後亦將操作簡化，讓同

另外的收穫是讓我有機會更瞭

的救恩。

工於聚會中可更專注於聽道。

解九龍教堂堂役同工的辛勞，跟

當中除領略神奇妙的恩典

工 程 期間，有 兩 次出了問

他有更多的傾談，彼此分享生活

之外，也讓我再領略耶穌所教導

題，若不迅速解決，便會影響緊

和生命，成為主內真正的兄弟姊

我們行道的重要。但首要的，就

接的其他 工程，但當時均是辦

妹。感激這位忠心的僕人為這個

如九龍教堂內全新的改變所發

公時間以外，猶疑之際，神的靈

「家」付出的辛勞。

揮的功用，自己的心靈同樣須如

提醒我須先禱告，奇妙地兩次

錄音組同工在新的音響設

此更新改變，感恩之餘也要對神

均能順利地聯絡上不同的負責

備上須與詩班一起磨合適應，感

有所回應，才能得主接納，榮神

人員，而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

謝各詩班員的包容和體諒，互相

益人。

2019年11月17日恢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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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禮
◆

蒙主不棄

陳偉強與家人

陳偉強
Audio/聆聽版本

感謝神！我是陳偉強，來到

的基 督徒，我雖信主但時 候 未

的傳道人、導師、長者，從他們身

這個教會已有兩年多時間。我是

到，要等死人埋葬死人之後才開

上我學習到只要憑一點信心開始

第二屆信仰基礎班學員，在2019

始，因為基督教跟傳統儀式有分

走這道路，主必看顧！感恩我由恆

年受浸加入教會。我生長在一個

別，而我又有太多人的思想包袱，

常聚集開始到受浸加入教會，當

比較傳統的中國家庭，父母都偏

朋友說這是 錯誤的想法，但因

中有很多習慣上的改變。我在受

信道教，有幸一次朋友給我一本

為我對道理不認識，所以堅持己

浸前立意戒煙，但這次和以前的

袖珍版的《馬可福音》聖經書，

見。但神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和

戒煙感覺完全不一樣，沒有了以

令我有得聞福音的機會，但這機

時間，引領我來到這教會接觸到

往身體不適應的情況，連要抽煙

會也藏在背包中好幾個月後才開

完全福音，又得到機會加入信仰

的思想也沒有。對於我這種直至

始……

基礎班；這對於一個完全未接觸

成人才開始接觸道理的人來說，

過道理的人，有莫大的幫助。

這段時間比想像中容易適應。感

在朋友當中有好幾位是信
主的，我對他們笑稱自己是潛在

感謝神！在這教會中有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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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主！

黃鄭道諭
Audio/聆聽版本

黃紹曾、黃鄭道諭

感 謝神，我得著聖靈 施洗
已經超過8 0年。但到今天我仍

一定要有聖靈同在，才能戰勝撒
但、克勝自己的私慾。

靈千萬不要離開自己。
在教會幾十年，我見到很多

舊勉勵自己每天要以謙卑的心與

什麼是克勝私慾呢？套用自

兄弟姊妹得著神恩典，那時多麼

神同行，常常檢討自己與神的關

己的個性作例子：我自小多愁善

喜樂！但今日有些人已經離開真

係，不要注重肉身上的事，而是

感，雖然12歲得著恩典亦不能完

道了......若在你們所認識的兄弟

注意關心靈命方面。

全改善，還覺得這不是問題。及

姊妹中也有這類人物，就要在禱

最近我禱告的時候，繼續每

至43歲經歷了神奇妙的教導，發

告中記念他們，希望他們能謙卑

日祈求聖靈不要離開我，因我極

現自己的個性也可以是私慾後，

回歸神處，因為撒但喜歡看見人

需要聖靈的能力時常同在，才能

我才有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每

失敗跌倒，中他的詭計。

夠戰勝撒旦、克勝私慾；同時我

一個人都 有自己不同的軟弱和

大家務要時刻倚靠神，同心

還會想起昔日教會的事情，這讓

性格，所以我今天講出來是要分

互相代禱，打美好的仗！願神祝

我很難過。回想那時我和一班虔

享自己雖蒙神使用數十年，亦不

福各位。

誠基督徒一起參加教會聚會，一

敢只是感恩就算，反而在每日的

起參加夏令營、大聚集等，大家

祈禱時，都會省察自己，以及繼

亦同樣嘗過聖靈施洗的恩典。可

續注意屬靈生命的狀況，祈求聖

惜數十年後的今天，有好多位已
經不再在我們之中，甚至有些人
不但沒有再來教會聚集，他們根
本已經完全失去與神的關係了。
所以現在我每日祈禱，除了
要為自己繼續謹慎小心，仍舊要
有聖靈 與我同在之外，我 亦會
為那些今日離開了神、離開了教
會、離開了主的人代禱。想起來
我的心真是非常難過，相信不只
我難過，父上帝亦會很難過。
藉此，我鼓勵兄弟姊妹，今
天我們能参加聚集，或者已經得
著聖靈 施洗，仍需要繼 續每一
天以謙卑謹慎的心來禱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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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以五旬節詩歌第89首
《安慰師同在》跟大家互勉：

真心全心 直行天路
◆

與神同行的生命

真心全心 直行天路
◆

感恩不斷，
歸榮我救主

黃永順與太太

黃永順
Audio/聆聽版本

去年9月29日，我在香港下午

在這康復期間，我曾多次在

要學習的是更謙卑，更深切的自

大堂崇拜後，遇上突發性的「小

家中或醫院遭遇到一些從未經

我查察及反思。或是主的管教，

中風」。感恩的是，我當時還在

歷的困境，但十分感恩，每當與

或是鍛鍊，凡此種種我們都要謙

教堂的西摩道門口，並未登上接

家人及會友同心禱告後，神親手

卑來到我主跟前受教，明白祂的

載會眾的旅遊車，不然整車的教

開路，答允禱告，並得到如天使

心意，順服依從；倚靠聖靈，自己

友都會因我受到影響了。感謝主，

般的醫護人員等人來幫助，感謝

先做好，亦不忘仍有責任在身，

當時有同工立刻握着我的手，並

信實的主。

在世上行盡神的旨意。

與數位會友同心為我禱告，之後

回想2014年，太太確診末期

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各位主

我很快 便 到醫院檢查。小中風

胃癌，需要切除整個胃。其後化

內同工與會友多年來對我倆的

後，我的四肢整體活動還是可以

療的過程良好，一針的標靶藥物

關 懷、代 禱 以及 送 上心意。我

的，只是我的左手和左腳比較軟

也用不着。五年經過，直到今天，

要再說：「感恩不斷，歸榮我救

弱。又感恩的是，若中風發生在

太太的精神還很好。我倆不斷

主。」謝謝大家以主的愛關愛我

我身體右邊，我今天就不能用右

感恩，現在神賜我們有更多時間

們，懇請各 位 繼 續為我一家禱

手寫這見證了，實應凡事謝主。

在家一起禱告、讀經、互勉。我

告。

12

真心全心 直行天路
◆

感恩
頌讚
婁陳麗蓮
Audio/聆聽版本

蒙神引領，自出生後有機會

有信心叫我返回主日學教員之崗

對詩班事奉影響不大，為此我在

來到港九五旬節教會聚會，直至

位。既然如此，我亦思想到為何

今年1月的見證會作出這感恩的

如今。1972年聖靈大降，亦蒙恩

不返回詩班？所以在手術後差不

見證。

得福，心中火熱，望能服侍主。

多兩個月內，我重回所有崗位，

我深知神的工作不是憑人

翌年1月，我加入詩班，頌主至

一直至今，並無間斷。因着這個

的意思去作，在適當的時候，我

今。47年歲月，雖有不少衝擊，

學習，我 於數年 後雖要照顧患

亦應 退下 來。而神的工作要承

但仍可服役於詩班崗位，實在感

病的家人，仍可憑信心知道不需

傳，各人亦當預備。但在今天，

恩。

退縮，靠着神的保守亦會安然度

我仍要為上帝的祝福而感恩—

過。

我那微弱身軀所作的一切，非神

其 中 一 個 衝 擊 是，我 於
2003年底發覺自己患上嚴重的

近幾年，我年紀漸長，身體

疾病，要做手術及作漫長治療，

機能逐漸衰退，曾出入醫院急症

最後，我以教會長者對各人

因不想耽 擱神的工作，便辭 去

室。醫生告知是當年患病所引起

的勉勵作結及互勉：「所以，我

所有聖工，包括主日學教員、詩

的後遺症，是不能逆轉的。雖然

哋從來唔灰心。雖然我哋外體漸

班、看堂等工作。但是，神的恩

如此，但我心中確實感恩，主所

漸衰敗，但我哋內心日日更新。」

典極為奇妙。手術過後，我仍在

賜我生活如常。理論上，唱歌是

（哥林多後書4章16節）

接受其他治療期間，教會長者卻

要運氣的，雖我肺功能不佳，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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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不會成就。

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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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李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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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李婉欣與家人

從1997年，我失去家人的一

奠下美好的福音基礎。在這十多

肝臟指數不理想，希望我翌日覆

年開始，神呼召我去經歷祂，也

年間，縱偶爾碰上夫家親人對我

診。神教導我要注目於主，完成

就是經歷祂實在的開始。晃晃23

們信仰有不明白，或遇上女兒發

三天的研討聚會才處理此事。由

載過去，在不信主的家庭長大的

燒等事故，丈夫和我也是堅心守

於肝臟指數沒有改善，醫生安排

我，被天父的慈繩愛索一步步引

主日。這一切患難反倒堅固我的

我於11月到內科急診診治。我亦

導，踏足這個教會認識祂、在靈

信心，印證了神的意念高過我的

只好再次請傳道人搽油祈禱，傳

裡成長、事奉祂。

意念，讓這屬靈父親以得救的智

道人問我想如何求告主，我心裡

慧牧養我們。在這屬主之家，我

頓時感覺催迫說：「願更善用上

發現女兒學會了對神有信心，她

帝給我的資源」
，深感虧欠流淚。

我是家中第一個信主的，信

們不時提醒我在她們患病時不可

感謝神，出乎意料之外，在12月

主道路不甚平坦。神呼召我八歲

軟弱小信，亦懂得為他人靈命禱

初的血報告中，我的一個指數下

信祂，但我只是跟小學老師到過

告。我感覺到一家同心事主，實在

降了三分之二，雖然不是痊癒，

教會一段短的日子；直至大學階

多麼美好。我近年亦有機會跟一

醫生仍預計有轉壞的趨勢，我當

段，神親自引帶我到港九五旬節

些姊妹分享婚姻的經歷，藉此見

時只感到神繼續呼召我倚靠祂，

會，加入主日學班，我的屬靈生命

證神的旨意，彼此建立。

祂才是生命的掌權者。我心中充

屬主之家

正式得到栽培，雖然家人並不支
持，神總使我注目仰望祂。

滿平安。隨後我憶起神早已在靈
從主得力，事主蒙福

修營，藉一位詩班姊妹呼召我回

回想2005年，當時我預備申

2018年 初，我哥 哥患上肝

歸詩班，這事我一直存放在心，

請在教會結婚，屬靈長者宋監督

癌。基於我們是家族性遺傳乙型

未敢作決定。但當我想起「善用

暫拒我的申請，讓我和先生在隨

肝炎及肝癌，我便隨即做身體檢

主給我資源」的禱告，再次祈禱

後兩年學習忍耐、順服，縱有不明

查，發現肝酵素及另一重要指數

求問神的允許，心裡充滿喜樂和

白和失望，我倆彼此同心禱告，而

超標多倍，醫生稱我要一輩子吃

期待，我趕快找詩班長申請歸隊

先生當時亦繼續在主日學學習道

藥，幸好當時我的肝組 織 未 發

事奉，並於1月正式參與練習。我

理。至2007年7月，我們和宋先生

現異常。我最後選擇中藥治療，

感受到主的呼召，往往是為養壯

同感於一靈相約相聚，他接納我

亦有請傳道人搽油祈禱。這一

我的靈命，透過詩歌扶持和鼓勵

們在教會結婚，建立家庭。我深

年間，我的心情也是低落的，總

我，歸榮上帝。肺炎疫情關係，我

深感受到，神是藉祂忠心僕人對

害怕癌症的來臨。至去年2019年

暫無法回醫院覆診，我更學會全

我家顯明祂的旨意；神明悉我們

靈修營前，我發現腹部不適，擔

然交託神。

的需要，無非是想我們學會重視

心肝臟出問題求醫；在入營第二

天上的事，在信仰上先紮根生長，

天，我收到醫務所致電，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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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聚集中曾唱五旬節詩歌493

近年，神安放我在工作、生

心嘅始創者同完成者」
（希伯來

首《太遲》，女兒在家常哼副歌

活、女兒學校，以至我的舊生及

書12章2節上）。我求神引導，讓

「惜！惜！殊為可惜！」這大大的

家長中，分別遇 上一些 未 信主

我先有所領受，再說出合宜的說

感動警惕我。感謝主！憐憫我，

或已離開主的人。主大大的提醒

話。神往往給我勇氣，跟他們一

讓我得到很多的提醒，讓自己及

我，盡所能分享主愛，帶他們歸

起禱告，在適合的時候，我也會

家人先得堅 立，亦不 理得時與

主。每當他們述說肉身困難、去

送上廣東話《聖經》。近半年，

否，也廣傳真理，縱有家人會拒

年 社會事件、今 年疫情的影響

神催迫我說：「禾稼多，但工人

絕，但我仍堅心與信主的家人持

時，上帝讓聖經話語臨到我：
「我

是少。」我反省自己在哪兒呢？而

守福音及為主作工。

感恩的母親節
張陳潔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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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陳潔雲的一對子女

29年前的5月11日，那天是我

翌日早上我順利入院，經醫

了我小兒的生命。

很值得感恩的一天，因為當天上

生診斷，因為血流量多而子宮頸

生產那天，過程很順利。當

帝讓我平安地誕下一個健康的

已經開了很大，醫生說當天下午

我將小兒抱在懷中時，看見他的

兒子。那天是星期六，翌日便是

4時他會再來檢查一次，若仍有

頭髮像用梳子梳過一樣，很整齊

母親節，對我來說真是一份很有

流血情況，他需要替我做挖宮手

貼服，皮膚紅潤，但在他的上唇

份量的母親節禮物。對於作為基

術。當時我夫妻二人都呆了！醫生

有道 斜斜的疤痕。因為我是順

督徒的我來說，星期日也是主日，

離開後，我倆都很傷心，因為我

產的，不需任何儀器輔助，那為

上帝讓我不用在安息日受生產之

們知道所懷的是一個男孩，是我

何會有疤痕呢？這疑問一直存在

苦，心裏實是感恩。

們期待已久的小生命。我們禱告

我心裏。直到小兒做割包皮手術

上帝在我懷孕過程中施行了

的時候，求主看顧這個未出生的

的那一天，這個疑問被解開了。

兩個偉大的奇蹟。在我懷孕4個月

小生命，因為他還未有機會接觸

手術後麻醉師醫生對我說：「太

的時候，一晚凌晨12時我上洗手

主耶穌的真理便要離去。我們知

太，你知道你的小孩有兔唇及裂

間，竟然發現下身有出血的現象，

道生命是在神的手裏，縱使我們

顎嗎？但不知為何在胎中已經癒

當時心裏有點慌，便告知正在熟

的小生命要離我們而去，也求神

合。」當我聽到這訊息時，真的衷

睡的丈夫，他也有點不知所措。當

賜予我們平安喜樂及感恩的心。

心感謝主，祂的神蹟大能又一次

我稍為安定下來時，我便想起要

當天下午4時，醫生為我檢

在我身上彰顯！「神為愛祂的人

向神求助，於是我便致電郭三姑，

查，竟發現我的子宮頸合上了，也

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請她為我禱告。禱告後我沒有立

停止流血。照超聲波時，胎兒也

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刻往醫院去，只是繼續卧床休息，

是正常的跳動。當時的我簡直高

（哥林多前 書2章9節）哈利路

因為我知道即使到醫院也只是卧

興得非筆墨可形容！感謝聽人祈

亞！祂是我們又真又活的神，願

床休息，不如待翌日早上才去。

禱的神，祂沒有離棄我，也拯救

將一切榮耀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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哋要注視耶穌，因為佢係我哋信

帶領人到主前

真心全心 直行天路
◆

耶和華以勒

陳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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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以勒意思是「耶和華

因此我的工作服務亦要作出調

必預備」，知道神的心意又完全

整，以配合應變計劃之新安排。

信靠順服祂，就能領受神何等完

當時適逢一連多天是公眾假期，

全的預備！我自覺在參加教會聚

我的上司在27日開始定時更新各

集時，要尊重敬拜神，所以會在

同事於1月29日〈公眾假期後第

聚集開始前關上或放好手提電

一個工作天〉的最新指示，以便

話，待聚集後才處理各樣事情。

相關同事適時安排部署。由於事

今年農曆年大聚集在1月尾

情不斷有新發展，又適逢連日假

舉行，我如往時一樣預早向上司

期，各單位要自行通知當值負責

請假，以便能專注親近主。2019

人員或行政的同事，已請假（我

年12月開始在湖北省武漢市出現

是其中一員）的同事更要於28日

肺炎群組病例，衛生防護中心通

向接替的同事先行簡報工作情

知香港醫護人員要提高警覺及

況，避免安排有所延誤。

留意相關情況。我所屬工作單位

28日黃昏（我放假前一晚）
，

亦隨即開展各項應變安排，而上

我仍未收到同事抵港的訊息，心

司通知我們在工作安排妥當後，

想要否先行取消假期呢？這時我

已申請的假期仍然會獲得批准。

得到「主必預備」的提醒，在晚堂

1月中旬，我收到同事通知他會先

聚集開始前，我便放好電話以免

行放假旅遊，並會在我請假參加

阻礙親近神，隨後開始聚集唱詩

大聚集前一天回港，以接替我的

歌。祈禱時，我為明天請假參加

當值工作。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感

聚會的事情交託主。如詩篇37篇

染情況有新發展，特區政府於1月

5節「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

25日公布「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

倚靠祂，祂就必成全」。感謝神

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

當晚的教訓就是「耶和華以勒」
！

的應變級別由嚴重提升至緊急，

聚集完畢後，我檢查手機，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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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同事回港的消息。我在回家
路程上再思想耶和華會預備，在
吃晚餐時便傳來同事已抵港訊
息，待他返家安頓後，我便開始
安排翌日各事項。感謝神，接近
凌晨一時，我已能完成當要處理
的事情。
詩 篇143篇8 節「求 祢使我
清晨得聽祢慈愛之言，因我倚靠
祢；求祢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
我的心仰望祢。」詩人教導我們
要信靠神的引導，走當走的路！
我工作的部門在公眾假期後的
第一個工作日上午8時開始運作，
感謝神在聚集開始前，一切初步
運作能夠順利進行，我不用返回
部門處理，使我能專心安靜親近
神。在神的帶領下，我一連數日
在早堂聚集開始前及完畢後，才
處理各工作事項，又在晚堂聚集
後再跟進。感謝神使我在大聚集
中能專心敬拜事奉祂。願我們都
能珍惜親近敬拜神的機會，用上
帝所喜悅我們虔誠敬畏的心來事
奉祂，感謝神！

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信心
之路
楊曉華
Audio/聆聽版本

楊曉華與家人

2019年對我而言是不平凡的

無多餘資金可安排，當時情形有

一年，隨著經濟急速轉變，我們

點像以利亞時期的撒勒法寡婦，

公司的經營情況也越來越艱難；

家中的糧當日吃完就不知明天怎

但上帝在這最困難的一年，帶領

算，所以我的內心很憂慮。不過

我一步步走過不可思議的經歷。

上帝卻教導我只要信，果然公司

願榮耀歸於主！

每週資金都剛好夠運轉，一分餘

我是家中長子，父母因為工

錢都沒有。還有幾次到達期限時

作不常與我們一起居住，因此自

我本以為無望，但出乎所望就有

己漸漸培養出獨立自主性格，凡

突如期來的資金到賬。這一年我

事會盡量周詳計劃，安排好家中

就是這樣憑著微小信心一步步

事務或自己的人生計劃。這種過

走過。

份自主的個性，慢慢成為我舊人

（2）為減少公司的支出和

一部份。對於這種性格，起初我

止蝕，我一直好希望停止一些嚴

還自滿地認為是優點，根本不懂

重虧損的分公司營運；但基於租

得什麼是交托或憑信而行，一直

約年 期限制，我們仍要堅 持 營

倚 恃自己的聰明去解決肉身問

運，除非找到頂手人，不然業主不

題。但今 年 公司的經營 十分困

會容許我們解約。我們一直尋找

難，根本已去到無計可施、彈盡

合適買家，但都未能成功，而且

糧絕的地步，我只好停下腳步，

情況已維持幾年。直至2019年上

回到主的面前求祂憐憫幫助。上

帝開路，終於有一位買家自己找

帝慈悲，祂再次給予我平安，讓

上門。起初自己歡喜若狂，認為終

我心眼開啓，看到祂一直在當前

於可以脫離苦海。當冷靜下來，

困難中保守和開路。上帝沒有立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始終逃不掉，

刻把我當前的所有困難挪開，而

就是當買家問起公司經營情況時

是要我學習一步步信靠祂。以下

怎辦？個人認為根本無人會買虧

兩件是我很深刻的經歷，與大家

本企業，若我告知對方真實經營

分享：

情況，豈不把買家嚇走！但若放

（1）記得公司每週都要做

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豈不是見

資金安排計劃，但公司賬上根本

財化水？這時自己的舊人馬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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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了，我想了一大堆問題和解
決方案，根本沒有把事情交托或
求問上帝，甚至認為說些謊話也
無所謂。
上帝 憐 憫，記 得臨去買家
辦公室商談時，自己內心非常忐
忑不安；心想既然上帝給予這機
會，為何自己會對祂無信心？我
不能做個忘恩負義的人，那怕說
真話而失去此次交易機會，我亦
要信靠主。最後我下定決心不說
謊，鼓起勇氣去見買家。上帝知
我信心不夠，在我往見買家途中
路經一間大型化妝品店，店外有
個大型電子螢幕竟突然出現一
則廣告「不要慌，要發光」！當我
看到廣告時，內心忍不住笑了出
來，這種情境真的只有電影橋段
才會出現。與此同時，我很慚愧，
上帝是多麼憐憫和體察人心。見
到買家後，買家真的直接問起公
司經營情況，我鼓起勇氣向對方
說出真實情況，豈料買家沒有因
為公司虧損而終止洽談，更說出
他們收購我們公司其中一個考慮
因素，正因我們是虧損企業。現
回想起神所成就的事真是難以置
信。願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行傳 2章21節

胡洪玲玲

胡洪玲玲與家人

Audio/聆聽版本

2019年是特別的一年，在多

入。但當我專心跟他們一起唱詩

事之秋中總有令人感恩的時刻，

歌時，也不自覺地舉起雙手，讚

於我更是如此。

美歌頌着主，身體也跟隨音樂搖

感謝天父眾多保守和教導，

擺。心，感覺被釋放了，不在意環

我分享其中兩件感恩的事情，願

境，不在意別人。那刻的我，與主

與大家分享神的真實、寬容和不

很貼近，在宣告、在感謝主所給

變的愛。

我的一切。

感謝主！我有幸與六位教會

到了守 聖餐 的環 節，崇 拜

內兄弟姊妹參與一趟以色列「跟

前已得知當地教會守聖餐用的

主腳踪」旅行。

是葡萄酒，我心內默默地想：我

記得在以色列最後的一天，

又不會喝酒，當論到我時，裝作

我們到了當地 教會參加主日崇

喝了便算。輪到我時，心內念及

拜。當地人唱詩歌時雙手舉起，

守聖餐的意義take and eat, take

身體隨着音樂輕微搖擺，既熱情

and drink，食主耶穌的身體，飲

又投入。最初我只能筆直、尷尬

主耶穌的血，主耶穌為我贖罪，

的站着，一直以來我都是「正式」

主耶穌活在我生命裏，我豈能作

地拿着詩歌唱詩，故覺得格格不

假？於是求主原諒我迂腐又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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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沒有深明主旨。感謝主！最
後我誠心地以感恩、敬畏的心來
領受聖餐。感謝主！主給我機會
反省自己是怎樣的信徒：是守律
法但不懂主心意的信徒？還是追
求更親近主，明白主心意的基督
徒？主的教導和保守真是無微不
至，感謝主！這次旅程讓我更發
現自己在信仰上的膚淺和偽善，
幸蒙主憐憫，拯救我提醒我，感
受到被主釋放和享受靈裏的自
由。感謝主讓我感 覺與主很貼
近，再一次萌生更想深入認識主
的心志。
2019下半年發生了社會 運
動。當 我下班打算到教會聚集
時，同事關心我是 否會 遇着危

我，告訴我已找到車，叫我等候

思考生與死的感受，反省自己以

我回應他們，若神准許教會仍有

電話。期間我再次禱告，告訴主

及家人能否合宜見主。

聚會，我很想到主的殿去聽道，

當時遇着的混亂情況可能令到身

感謝主！混亂中找歸家的路

與主內兄弟姊妹同心祈禱。

體受傷，甚或生命受威脅，但最

時幸有主內兄弟姊妹提點我要

記得10月第一個星期五晚聚

重要是能合宜見主面；我又告訴

信靠主，又為我祈禱，這正是我

集，我和丈夫經驗了人的無奈和

主十分掛念家中的兒女，求主保

所需的實際幫助。當晚我回家後

神的保守。那天，我們因應交通

守他們。

得悉第二位姊妹仍未返家，原來

情況改道由西營盤站步行往教會

電話再響起，終於有車接載

她跟丈夫把一個又一個的教友

去，但我們走錯了路，輾轉經過

我們了，感謝主！下車後我們仍要

送回家。他們默默地關心身邊的

45分鐘才到達教會聚集，當晚傳

步行好一段路才抵家。沿途我倆

教友，並用行動實踐愛人如己，

道人分享詩篇121全篇，有關我們

繼續默默禱告，緊握着手步行回

使我很感動。當我情不自禁稱讚

的幫助是從神而來。散會後，旅

家。

他們時，他們的回應是：
「不用那

遊車只可送我們到南昌站，由於

翌日我致電給幫忙找車的姊

麼誇張呢！只是感謝神賜我一輛

當時已有很多地鐵站被封，我倆

妹，她告訴我這事情的奇妙。當

車方便出入，也可方便一下他人，

一直步行找交通工具回家，可惜

她知道我的處境時，便向神禱告

特別是主內的兄弟姊妹，榮耀歸

過了很久仍未找着，既擔心又無

如何能幫助我。之後她再打開手

神。」兄弟又回應：「聖經教我們

助，唯有祈禱。當時有主內兄弟

機，看見一個無名字記錄的電話

行善，左手不要叫右手知，不用再

姊妹透過WhatsApp提醒要倚靠

號碼，就回電給這個號碼，對方

提了。」感謝主在我的生命中賜予

主，把所聽到的詩篇121篇「我要

問及是否要找車？他可由長沙灣

我屬靈的同行者，他們生活上美

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去慈雲山，她立即給了對方「我」

好的見證激勵我更專心事主愛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

的電話號碼，但其實誤把第二位

人。

來。」的教訓應用出來。雖然環境

姊妹的電話號碼給他，結果由第

上述的事情只是我在2019年

令人不安，使人想找地方躲避，

二位姊妹轉告對方我需要車。我

中小小的分享，主恩浩大無邊，

但丈夫堅定回應：「祈禱吧！」我

與丈夫上車的時候，問及對方是

未能一一盡述。盼大家舉目回顧

有些錯愕，接着是慚愧中又帶點

否認識主內姊妹，他微笑搖頭說

過往一年，注目在主，便看見祂

安慰，丈夫的信心比我還要大，還

不認識，只是聽說有人需要車。這

的恩典同在，就感到心滿意足。

能鎮定地提醒我，於是我們不停

傳遞上的轉折、奇蹟般的巧合都

感謝主！

地禱告，求主保守，交祂帶領。

要感謝主。天父真愛我，讓我在

就在此時，一位姊妹致電給

找車返家這段時間內一直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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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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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好奇地問我為何想去教會。

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你哋要喺世人中發光，好似星照
耀天空，將生命嘅道傳俾佢哋。」
腓立比書2章15節下至16節上

譚嘉瑤
Audio/聆聽版本

我自幼來到教會，今年已是

這福音單張先講述一隻在

第18年了。在教會中成長，我一生

雪山滑雪場工作的獵犬，名叫百

我對主的回應是：「親愛的

的福份：學業、家庭、事業、健康

靈。牠擁有一顆無私的心，當人

主啊，我感到這是祢對 我個人

及所有都是主所賜的。在此希望

們滑雪時遇着暴風雪意外時，百

的呼召，我願意更深入接近、認

分享2020年兩個較深刻的經歷：

靈總是義無反顧地把身體俯伏

識祢。我願意悔改，接受祢的救

1. 主對我個人的呼召；2. 主對我

在人類身上，為他們保暖，等待

恩。」

生命之拯救。

救援。就這樣百靈拯救了四十多

藉着這次經歷，我發現神對

人的生命。有一次，當百靈用同樣

我的愛是何等簡單和直接，祂的

1. 主貼心的呼召
在農曆年三十（新曆1月24

方法拯救一個男人時，他因暈倒

愛又是何等完備和活潑，使我能

而誤會了牠是隻噬人的狼，便用

這麼直接地與祂連結。祂的愛不

日）的下午，我如常帶著小狗在

刀子捅了牠一刀。因為對人類無

只局限於在教會和主日崇拜內，

家附近散步。作為愛狗之人，我

私的愛，百靈犧牲了牠的生命。

也不是因着我五旬節會會友的身

觸動我的心。」

心中早已指定兩條讓牠安全和愉

這真人真事是一個很好的

快的路線。但狗兒卻拉了我去一

比喻，說明主也 同樣 地 藉着救

個從來不去的角落，那是水警總

恩，向我們顯 示無私和完 全的

部的後門。剛遇着年三十假期，

愛，但我們卻只顧自己的益處。這

水警總部的員工陸續下班，有一

福音單張提出一個問題：「我們

2. 主對我生命的拯救
因我自幼在基督教家庭長

位職員眼見我拖着小狗，便給了

願意完全地邀請、接受神，並把

大，自小就熟悉聖經，並有愛主的

我一份單張。我頓時心想：
「這單

神融入我們生命中嗎？」只要我

心。所以儘管有其他世務或身心

張會不會有病毒？（因香港的冠

願意悔改並過着重生的生命，神

疲倦，我每星期天總會去教會聚

狀病毒疫情嚴重）不如把這單張

的應許是要進入我生命中，並且

集。這並不是出於習慣，或為了家

快快扔了算吧。」為表善意，我儘

無條件的愛我。那一刻我想：
「主

人及其他人，而只是一顆單純渴

管拿起一看，原來是個講述「英

對我的愛是如此個人化，即使透

慕親近主的心。

雄義犬」的故事。

過一次恆常的帶狗兒散步，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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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而是透過我寵愛的狗兒讓我
再一次經歷我天上的父親。

今年二月中，我的感情關係

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出現了一些變化。我很驕傲，在

知所措，我明白到神是要喚醒我

經歷失而復得的第二生命，

作一些決定時並沒有求問主，也

的心和屬靈生命。這是源於我的

才真正體會活着的美好。能感受

沒有 認 真地為這事情禱告。同

驕傲，以為我可以掌握我的感情

到一呼一吸，和自由活動的身軀，

時，我在事業 上也遇着挑 戰 和

關係。這是主不喜悅的，因真正

原來是如此蒙福的一回事。正正

未知數。即使我還有在主日返聚

在我生命掌權的是主。主內姊妹

印證詩篇121篇所記載：「我嘅幫

集，但我的靈命已進入了低谷。

提醒我，縱然我們不明白祂的路

助從耶和華嚟，佢係造天地嘅主

一天，主日早上聚集後，我離開

途，最重要的是在主前謙卑，放

……佢既唔打盹，亦唔瞓覺。耶

教會時，我以為戴著口罩便安全

開雙手把所有困難交給主，讓神

和華要保護你；佢喺你身邊保護

（因冠狀病毒疫情的緣故）。誰

掌管我的生命。經提醒後，我意

你。日間，日頭唔會傷你；黑夜，

不知一輛的士在我過馬路途中

識到為何過去的我總是不明白我

月光亦唔會害你。耶和華必救你

突然撞向我。當我失去知覺的前

面對一切挑戰的原因。

脫離各樣災難；保護你嘅生命。

一刻，只聽見途人因目睹車禍大
叫。

遇上交通意外是一件足以
致命的大事。我反思這並不單純

你出入，耶和華都保護你，從今
直到永遠！」

被撞的一瞬間，我連禱告和

是一宗交通意外，而是神要讓我

從這兩件經歷，主改變了我

向神呼求的機會也沒有。奇妙的

靈命成熟起來。主給我的第二生

對於家人、工作和感情的執着。

是我雖然被撞，但沒感到痛楚，

命，再不是為了自己。我的生命不

當我享受和神有質素的時間 —

好像有主的「隱形手」保護我，

再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想望

在房間祈禱，閱讀聖經章節，珍

阻擋的士再向前駛一寸。否則，

（即是和一個二十多歲的 「千禧

惜尋求主的時間 — 神總是令我

我當刻已經沒有生命了。

代」沒分別）
，反之我從這經歷中

感到釋懷。主讓我學會了在禱告

在這意外中，我極度蒙福，

學會愛主更深，及好好裝備自己

中掏空自己，讓祂帶領一天的生

因為我只是有一些瘀 傷和輕微

成為一個基督徒。重要的是，我

活，同時繼續立心追尋聖靈。此

的軟組織受傷，只須要進行物理

明悉主仍有工作要我做。我要向

外，主給我勇氣向基督徒及非基

治療，便能改善我的肌肉疼痛。

家人講述神的活潑和真實，更不

督徒分享我喜愛的聖經章節和以

雖然我醒來之後感到驚慌和不

要在有事發生時才尋求主。

上生活經歷。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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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will shine among them like stars in the
sky, as you hold firmly to the word of life."
Philippians 2:15－16
Joyce Tam
Audio/聆聽版本

In hindsight, I have grown up

The Gospel pamphlet recounted

was: "My dear Lord, I fully perceive this

from Church as part of me for 18 years.

a hound dog called Braun, who worked

is your personal calling to me, and I am

God has given me all His blessings

at the peak mountains between ski

willing to get closer and have a deeper

throughout the years in my study,

resorts. He had a selfless character

understanding of you, as well as to

my family, my career, my health and

whenever people ran into accidents from

repent and to accept your Holy Spirit."

everything in my life. I would sincerely

snowstorms; Braun relentlessly lay on

From this experience, I realize

like to share two memorable experiences

top of human bodies and shielded them

God's love to me is that simple and

I have encountered through Him in

with his full body every time to keep

direct, as his love towards me is all-

2020 - 1. God's personalized calling to

them safe and warm until the rescues

rounded and lively where I can connect

me; 2. My resurrection and saving from

arrived. Braun saved more than 40

with him as straightforward as that. His

God.

human lives by his selﬂess contribution

lov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Church or a

in this way. When Braun did the same

Sunday service, and also not because I

to a man, the man had fainted and he

am a member of Pentecostal Mission

I walked the dog routinely on a

misunderstood that the hound dog was

like any other clubs, but through my

Chinese New Year's Eve afternoon. As

a wolf attacking himself. The man then

most beloved puppy where I can again

a dog lover, I had predetermined two

took out a knife and stabbed him deeply.

experience my dear heavenly Father.

usual routes for my puppy to keep him

Braun sacrificed his life this time

entertained and safe. During the dog

because of his selﬂess love to humans.

1. God's intimate calling

2. A life-saving experience

walk, he pulled me into a corner where

This true story is a good metaphor

As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I would never have planned going to

as to what God had done similarly to

family, I have intimate knowledge about

which was the backdoor of the Marine

us by showing his selﬂess and full love

the Bible and a loving heart to God.

Police Regional Headquarters. As most

through salvation. However, humans

Despite all priorities and tiredness, I go

workers were on holidays on New

have mostly cared about their own

to church on every Sunday not because

Year's Eve, only a few workers came

benefits. The Gospel pamphlet then

of my family, habit, or other people, but

out from the station. One of the workers

raised a rhetorical question: "Are we

because of a simple and pure desire to

saw me walking the dog and gave me a

willing to fully invite, accept and

connect with Him personally.

pamphlet, saying to me: "You might be

internalize God in our life?" As long as

Up until this mid-February,

interested reading this content." I paused

I am willing to repent and to transform,

I have been facing uncertainties in

and thought: "Was there virus on this

God's promise is to enter into my life

relationships and have taken pride about

pamphlet?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and love me unconditionally. At that

myself in making decisions, where I did

outbreak in Hong Kong) maybe I should

moment I thought: "God's love to me is

not give thoughts about God nor pray

throw it away." As a friendly gesture, I

so personalized and touched my heart

seriously about my future relationship.

had a quick look at the pamphlet and

through my puppy, even though it was

My career has also been challenging

saw the heading was about a story of A

just a routine daily dog walk."

without a foreseeable future. The quality

Heroic Hunting Dog.

My personal response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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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y own spiritual life had certainly

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been on a low point when I went to

a sister in church reminded me that

comes from the Lord, the Maker of

church on a Sunday. After that Sunday

humbleness in God is key even though

heaven and earth. He will not let my foot

morning service, I thought I was safe

we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along the

slip - He who watches over me will not

and fully protected with a face mask

journey. Open our hands and submit all

slumber; Indeed, He who watches over

(due to the recent coronavirus outbreak).

our difficulties to Him and have Him

Israel will neither slumber nor sleep. The

While crossing the road, a taxi came

take charge of my life instead.

Lord watches over you - the Lord is my

over within seconds and crashed onto

Having a car accident can be

shade at my right hand (the taxi crashed

me. Before I fainted for seconds, I heard

deadly serious as it can be fatal. Now

towards me on my right); the sun will

a pedestrian screaming because of

reminiscing the whole incident, I

not harm me by day, nor the moon by

witnessing the car accident.

realised God had given me my spiritual

night. The Lord will keep me from all

I no longer had the opportunity

maturity, which is beyond a mere car

harm - He will watch over my life; the

to pray to God nor call for help.

accident where my second life is now

Lord will watch over your coming and

Nonetheless, I did not feel painful

beyond myself. My life is no longer

going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during the crash as God's hands seemed

about only pursuing my life goals and

From the two above circum-

present to stop the taxi from going one

my wants (no more different than any

stances, God has changed my men-

more inch towards me. Instead, His

other millennials in my 20s). Whereas

tality completely towards grudges about

hands seemed to be there embracing and

I have learnt to love God even more

my family, my work and my future

lifting me. I would have possibly died

from this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God made me feel relief

immediately without consciousness.

and hoping to better equip myself

in Him when spending quality time

The whole trauma was extremely

as a Christian. Most importantly, I

praying in the room, in addition to

blessed because only minor soft internal

understand there is still work that God

read out the Bible verses and treasure

tissues were injured with some bruises

needs me to undertake. I shall need to

the time where I still can seek for Him.

and only physiotherapy was needed to

spread His liveliness and truthfulness to

God has made me empty myself before

improve my muscle pain. Although I

my family, as well as seek for the Holy

my prayer and have Him take lead of

was awakened with fear and did not

Spirit, instead of seeking for Him at the

my daily life and promise Him to seek

know how to react, I understood the

last minute.

for His Holy Spirit. God also gave me

purpose of God is to awaken my heart

Only when one has experienced

courage to share my favorite Bible verses

and my spiritual life because of my

the preciousness of life and death will

and share the above experiences with

arrogance when I thought I could take

one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living.

Christians and non Christians on behalf

lead of my relationship. God would

Feeling my own breath and body

of His name. Praise the Lord!

not be delighted as He is the one who

moving and how grateful I am to be able

takes charge on everything of me. I

to live with a second life.

realized the fact that I still have not fully

This adventure candidly verifies

understood all the reasons of facing

what Psalms 121 had written: "Where

such challenge in a relationship when

does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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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教會是我家

徐咏霞
Audio/聆聽版本

徐咏霞及女兒

我的家鄉 在 湖北 武漢，胞

我很感謝神，我常為家人祈禱，

兄妹已經到深圳生活，所以我常

見到神的平安與他們同在。胞妹

有回去深圳與他們團聚。今年新

在深圳也不能外出做生意，在家

年前，我和女兒决定在年初二晚

有機 會 拿起 聖經去看，不論 她

的聚集後才回去。當天我收到朋

是否立心，深信神的真理會指引

友在網上傳出，武漢的疫情好嚴

她。

重，已經封城，每天廣播指示居

我在這段日子忙於做陪月

民要「留在家中，平安是福」。我

員的工作，對疫情沒有特別的感

了解後，內心沒有平安，决定不

受。女兒9歲，未能上學，我讓她

回深圳，留在香港，我亦可以在

每天在家8小時以上，給她足夠的

大聚集中多為家人祈禱。

食物，但總覺得不能持久。教會

我常有和在湖北的父母通

的姊妹是女兒的主日學老師，提

電話，知道他們已經多天留在家

議讓她回學校較為理想，但是女

中，春節期間，全部人不去拜年。

兒從未嘗試獨自上學。從我住所

他們蒙神保守有平安，因為母親

到學校要步行15分鐘，經過多條

已經信主兩年，也有參加附近的

大馬路。我與教友分享，請求姊

教會崇拜。雖然教會聚會暫停，

妹協助，經過兩天，我跟在女兒

她仍如常每天讀聖經和祈禱，更

後面觀察，女兒也可以放膽獨自

加鼓勵家人要同心信主，學習聖

回學校。我購買一隻定位手錶給

經和詩歌。

女兒，可有效監察到她的行踪。

我家鄉距離武漢市有一段

感謝神的保守。

路程，也知道村內有親友已受感

上星期女兒更獨自乘地鐵

染，姪兒在武漢市的街市附近工

去中環，因為有主內姊妹接她去

作，在慌忙中要離開，返去家鄉

家中住宿一晚，我很放心。現時

避難，手提電話也來不及取走。

我們在香港沒有長輩，我也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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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家庭，教友的支援對我們非常
重要，教會就是我的家一樣，感
恩有大家的愛心關顧。
我申請公屋有6年多，在農
曆年前收到通知，大約在3月可以
取到駿洋邨的新單位，內心好高
興。現時因為有疫情，政府安排
駿洋邨暫用作隔離單位，我明白
如果要延期也要順服。我在崇拜
中領受教訓：
「看得到的是暫時，
看不到的是永恒」，所以我將一
切交托上帝引領。
感謝神，女兒近來把家中收
拾得很整齊，為我分擔了不少。
但是女兒逐漸長大，表示不想返
教會，希望她會改變心意，心甘情
願去親近神。
我當陪月員的工作也有壓
力，但 願在星期三晚 繼 續去崇
拜，求神賜力量去適 應任 何情
況。每天去到僱主家中，我也祈
禱，求神賜我喜樂的心去面對，
讓嬰兒健康成長，令僱主滿意。
願一切榮耀歸與上帝！

靈磐庇佑 奇異恩典
◆

恩典，
都是恩典的路
陳偉民
Audio/聆聽版本

陳偉民與太太

2015年3月某天，我在校批改

時我內心一沉，頓覺前路一片灰

劇的情節一樣，手術醒來後已過

課業時，突然右手麻痺，竟握不住

暗。又過幾星期，我的心情已跌至

了10年。同時我又怕醒來時要插

手中的紅筆。那時我覺得自己可

谷底，連返崇拜也無心去聽道。直

喉幫助呼吸很辛苦的……總之想

能工作太久，要休息一會，大約半

至某次午堂崇拜祈禱時段，我向

得多，憂慮也多，最後只好將生命

小時後，右手的麻痺減退了，於是

上帝說：
「上帝啊，我很是憂心，我

交在神手中。終於手術成功、我

我便繼續工作。又過了一段時間，

的病會如何呢？」不料上帝竟透過

甦醒後，才知慈愛的上帝有祂的

在某天晚上吃飯時，我的右手竟

當天的講道回答我，雖然講員說

安排，祂安排了我校一位早年的

再次握不住筷子，又是突然的麻

的聖經是：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

畢業生在我於深切治療部時當值

痺，於是我只好用左手匆匆吃完

斷……」
（馬太福音12章20節）但

照顧我，結果我當然得到了很細

那餐飯。這是慈愛的上帝對我發

我內心聽到的卻是「壓傷的神經

心的照料。而一位內子的同學除

出一些警號，可惜我仍懵然不知。

線他不會折斷」，那一刻，我覺得

在病房照顧我外，還特地買早餐

又過了幾個月，我發覺手腕持續

上帝真的既奇妙又幽默，他竟然這

給我吃。慈愛的上帝對我的照料

有些痛楚，於是便去看醫生。兩個

樣回應我的禱告，內心的憂慮一

真是無微不至。

多月中，我不斷吃藥，但痛楚仍沒

掃而空，心情變得非常開心。

我康復的情況雖然十分理

有減輕；直至上帝透過另一位基

又經一年多進出醫院，接受

想，但當時我的家「香港」卻十分

督徒同學介紹，轉看另一位私家

不同的治療，但我的情況沒有轉

動盪。出院前後，我內心不斷跟上

醫生，我才得知自己雙手患上了腕

差，也沒有轉好。後來醫生認為

帝說：希望自己能好好照顧這些

管綜合症。因右手情況實在嚴重，

治療對我的作用不大，又指我的

年青人。社會的撕裂也伸展到我

於是我在10月2日做了手術，經過

情況只會愈來愈差，建議我不如

校的學生及畢業生身上，首當其

兩個月休息，右手少了麻痺，我可

趁未惡化前做手術。跟著我平靜

衝的是做警察的畢業生。曾經是

以上班了，可是我的病仍沒有完全

的心又起波瀾，整個星期我都在

好友的同學們，只因某人的身份

痊癒……

考慮是否要做手術？做手術是不

是警察便被孤立，縱使他們知同

私家醫生建議我往公立醫院

是對神沒有信心的表現呢？後來

學的為人不會做一些違法的事，

診治，以找出病源，於是慈愛的上

我將心內的感受和內子分享，內

但就是放不下仇視的態度；而這

帝又為我的病開了另一條路；神安

子覺得即使做手術也不是犯罪，

些被孤 立的人自然感到無奈不

排了一位很盡責的醫生，鍥而不捨

不用這麼煩惱。神也可以藉醫生

快，有時也想放棄做警察。面對

地幫我做不同的身體檢查，終於

的手醫治我，交託上帝便可以。因

這些困局，我和內子曾約了這兩

一年後，她找到我生病的根源，懷

內子這樣說，我便接受醫生的建

批人一起吃飯，疏導他們的情緒，

疑我患上頸椎骨壓著神經線，然

議把握時機，安排好校內工作後，

有時又會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平

後她將我轉介至骨科作跟進，骨

便在去年的6月底接受手術。

台鼓勵他們，盡量用聖經的真理

科醫生證實我真的患上這種病，

人總是很軟弱，手術要全身

去化解他們的鬱結。至於學校的

情況嚴重可致雙手雙腳殘廢。那

麻醉，我又擔心自己會否像電視

學生，我們又曾把自己的生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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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之手臂
◆
在週會和學生分享，也會把教會

此惶恐地度日，加上世俗不停的四

我的弱項，我常常禱告十多二十

聽到的聖經真理去提醒學生，如

方八面資訊，人更會失去方向，隨

分鐘便沒有什麼話說，真不像我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波逐流地生活。這些怨恨、抑鬱、

內子，她禱告一小時後像充了電

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迦書6

恐懼等種種「病毒」
，只能用上帝

一樣容光煥發，所以我也希望自己

章8節下）那堂對學生十分適切，

的道作防毒軟件去清洗，同時更

能得著上帝聖靈充滿的恩典，在

同時也有幫助。

要日日清洗，才可令人不致迷失。

禱告中有更多的進步，更希望自己

現在適逢疫情，更令香港雪

我深感疫情對我來說也是上

能多多順服，多倚靠主的恩典去

上加霜，停課也令我們老師失去

帝慈愛的恩典，因這讓我有充份

做事，因為「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一個接觸學生的平台，整個社會

的休息，也讓我有時間好好在屬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

都瀰漫著恐懼、抑鬱和不信任等

靈方面裝備自己。我很用心讀聖

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

問題。人若沒有上帝的道，便會如

經，早晚也很有規律；但禱告則是

然儆醒。」
（詩篇127篇1節）

信心的功課

姚譚麗冰
Audio/聆聽版本

教會的婦女班自2004年開設

緊張，不斷對主說：「主啊！我不

不足夠學習「信心的功課」，所以

以來，一直蒙神的祝福和教導，成

配！」但主的平安隨即臨到，讓我

留待下一堂再學習。那時我心中

為眾多姊妹們互相鼓勵、扶持、分

以感恩的心感謝主的美意，立時明

才明白為何主只給了我三堂主題，

享、分憂的小群，是一個以互動形

白到主才是我們的導師，我們每

因為這個月只餘下三個主日去學

式學習聖經教訓的婦女小組。

一個都應該用謙卑順服的心去學

習，主真奇妙！在一切事情上讓我

我年青時教會是沒有婦女班

習真理，再將主的教導與大家分

知道祂是看顧着我的。

的，藉賴神浩瀚恩典，讓有不同需

享。所以我要自潔，才能成為合用

要的組別逐一成立，以培養眾肢

的器皿。

當天晚上，大約9時30分，同
工在婦女班的手機群組內告訴大

體的屬靈生命。兩年多前，蒙神准

婦女班幾位導師會輪流負責

家當晚的聚集正正就是分享馬可

許，讓我成為婦女班的代課老師，

一整個月的學習主題，大家定下輪

福音4章35至41節耶穌平息風浪。

在導師放假時參與婦女班事工，

值表後我立刻專心準備，求神引

我拿着電話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和大家一同學習。擔負此代課事

領我自己首先要學習的功課。感謝

心中向主說：
「天父啊！祢真好！祢

奉，我已經自覺不配，只有心懷感

主！主知道我的需要，在數天內已

如此愛我，如此愛婦女班，我難道

謝去參與，期間得着很多。

經得到三堂的主題。但是2月有四

仍像門徒般還未有信心嗎？祢再

去年12月的一天，傳道人致

個主日，我為此多次祈禱，但始終

一次讓我感受祢的同在！」於是我

電給我，告訴我翌年1月開始，因

都是只有三堂的主題，於是我就

請錄音組同工把傳道人那一堂講

着婦女班人數眾多，需要分成兩

順服，專心準備三堂的功課。

道提早上載互聯網，請班員聆聽

班，導師人數也相應增加，而我

第一堂的主題是「信心的功

學習完才再上「信心的功課」，眾

將會成為其中一位導師，在電話

課」，主要聖經章節是馬可福音4

姊妹和我一同見證了主的真實和

中我頓時不懂得反應，只心裏說：

章35至41節，有關耶穌平息風浪。

慈愛。

「主啊！我不配！」久久說不出話

主認識我最深，祂知道我信心不

來，真是要為自己當時的失儀向傳

足，首先教導我，鼓勵我。

道人致歉。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心
都未有想過的，感謝主加我信心

第一堂剛在新春大聚集後，

去面對以後更大的風浪，主是我

通 話 結 束後，我 立即跪下

所以開始時導師鼓勵組員先分享

生命的錨，願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祈禱，當時心內戰戰兢兢，很是

在大聚集的得着，但餘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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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之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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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 歌唱、
頌讚上帝

張姚穎詩
Audio/聆聽版本

張姚穎詩、姚譚麗冰

在前年的夏令靈修營中，蒙

很疲累，所以曾經想過不如暫時

帝。神知道我內心的掙扎，使其

神不丟棄，我被安排當其中一個

按下詩班的事奉，但內心有着掙

中一句歌詞特別打動我心：
“For

研討小組的導師。組員中有一位

扎。每當我有這個想法並想執行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成年的兄弟，坦誠地分享了自己

時，神總會「安排」這位兄弟「湊

si ng i ng!”
（因着祢的美善，我會

之前的靈性軟弱，而他已立心放

巧」地在我面前經過或出現，而

繼續歌唱！）主親自透過詩歌加

下這些阻礙他屬靈生命的事情。

他是完全不知道我內心掙扎的；

我信心，給我的鼓勵，我豈能不

我聽 後被聖靈 感動，頓時想起

甚至試 過自己在會眾席上聽道

聽從呢！因此無論發生任何事，

曾經見過這位兄弟唱詩時投入

望上講台時，又總是看到這位曾

我都希望能用我的口、我的心，

的畫面，心想他既已放下過去，

被我鼓 勵的兄弟在獻詩。我心

繼續去唱！繼續去歌頌祢的名！

就必須努力向前，何不獻身事奉

感慚愧，昔日我曾鼓勵他，今天

感謝主，我順服後身心靈都重新

主？我當下毅然向他提出邀請，

見到他默默事奉，卻反過來鼓勵

得力，現在練詩的時候比之前享

若他經過祈禱後覺得合適，不妨

了我！感謝主，上帝讓我明白祂

受多了，掙扎的感覺亦完全消散

向教會詩班申請試音。這位兄弟

早已知道我的軟弱和需要。藉着

了！

十分順服，在不久之後真的加入

聖靈的工作，一件事的發生竟可

環顧教會中有不少肢體，甚

了詩班，成為了少數較年長才加

在不同的時刻教導不同的人。在

至主日學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肩

入詩班的成員。

「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學習中，

負重擔，面對很大的壓力；但每

透過聖靈的感動和引帶而

我初時以為自己是「施」的一方，

次看到兄弟姊妹們無論遇着任

成 就了這件 事，我為此 感 謝上

到某天我其實是「受」的一方，

何 事情，都堅 持 來 到教會事奉

帝。我萬萬想不到在一年之後，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和祂奇妙

神，真讓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勉

這件 事情反過 來成為自己莫大

的安排！

勵。他們敬畏神的心，其實對詩

的鼓勵。

此事發生之同時，詩 班 正

班、對主日學老師，甚至對傳道

由於我在紀律部隊 工作，

練習一首名為“10,000 Reasons”

人都有莫大的鼓勵。願我們各人

自從去年六月至今，我在工作上

〈一萬個理由〉的詩歌。歌詞大

都在主裏同心，彼此相愛，互相

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壓力，加上要

意是指我們可以有一萬個〈即很

激勵，在聖靈的引帶下向前進！

照顧年幼的孩子和家庭，身心都

多〉理由去歌頌、讚美和感謝上

願一切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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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訊息

備忘事項

小兒奉獻

• 暑天培靈佈道會

2019年12月15日

香港堂

• 旅行遊戲日（香港）
2020年10月26日

2020年7月20日至7月25日
上午10時、晚上7時

• 聖誕崇拜

九龍堂

2020年12月25日
上午11時

香港堂

（父）吳俊謙
（母）吳何詠嘉
（女）吳芷瀅

香港堂

2020年8月3日至8月8日
上午10時、晚上7時

新婚
2019年12月14日

溫哥華堂

2020年12月25日
上午11時

溫哥華堂

九龍堂

2020年8月10日至8月15日
晚上7時

鄒彥欣 王婉頎

• 聖誕聚餐
香港

• 夏令靈修營

2020年12月25日
下午6時30分

香港

2020年7月26日至7月30日

溫哥華

2020年12月25日
下午6時30分

溫哥華

2020年8月16日至8月20日

若有肢體願意參與會訊工
作，請與編輯或委員聯絡。此會

（如代禱、會友訊息、CD錄音服
務等）：

訊所載文字及資料，如有遺漏錯

傳真號碼：（852）2858-9055

誤，祈請指正；歡迎任何海內外

（抬頭請註明：港九五旬節會收）

Audio/聆聽版本

肢體，有榮神益人之見證或訊息
者投稿。
僑居海外會友可利用教
會的傳真設備與母會保持聯絡

堂址及聚會時間：
香港堂——衛城道十一號

電話：（852）2548-6949

主日學：上午十一時正
九龍堂——窩打老道七十一號

現於教會網站增設「特別崇拜錄影

顯示在網上於此點擊可以收聽廣東

與圖片」一欄，供教友觀賞及下載

話聆聽版

喜愛的圖片。

傳真：（852）2858-9055

主日崇拜：下午二時正、晚上七時正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見證聯誼會：雙數月份第二個星期二晚上七時正

電話：（852）2713-5455

主日學：上午九時半

主日崇拜：上午十時半、晚上七時正

溫哥華堂——加拿大溫哥華西十五街1531號

星期五：晚上七時正

電話：（+1）604-732-4470

見證聯誼會：單數月份第二個星期二晚上七時正

主日學：上午十時正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正、晚上七時正

網址—— http：//www.pentecostal-mission.org

Church addresses and meeting times：
Hong Kong church ——11, Castle Road, Mid Levels, Hong Kong

Tel：(852) 2548-6949

Fax：(852) 2858-9055

Sunday school : 11:00 am Sunday services: 2:00 pm, 7:00 pm Wednesday services : 7:00 pm
Testimony and Fellowship Meeting：second Tuesday of every even month at 7:00 pm
Kowloon church ——71, Waterloo Road, Homantin, Kowloon Tel：(852) 2713-5455
Sunday school : 9:30 am Sunday Services : 10:30 am, 7:00 pm Friday services : 7:00 pm
Testimony and Fellowship Meeting : second Tuesday of every odd month at 7:00 pm
Vancouver church ——1531 W. 15th Ave., Vancouver, B. C. Canada V6J 2K5
Tel :（+1）604-732-4470
Sunday school：10:00 am Sunday services : 11:00 am, 7:00 pm
Web site —— http: // www.pentecostal-mis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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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rvices：7:00 pm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