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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陳鳳娟牧師

踏上新路途，你會有何感受？會否

有種「卻不知去路」的不安？我想

或多或少都會有，因為「舊」的路

人是熟悉的，但「新」的路人卻未

曾走過，相信主的弟兄姊妹，我們

可以學習交托和仰望神，靠著神

的應許，向前踏出。 

 

舊約聖經的

雅各，當他

離開父家時，

他身無長物，

卻要去到遠方舅父

的家暫住。在曠野一個

孤寂的晚上，他抱著石頭矇

矓入睡，夢中看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

來，意思是神的使者無處不在，

神要保護及引導他，無論他是在

父親的家鄉或遠遠的他方；並且

他聽到神祝福的應許：「…我也

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裡去，我

必保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

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

的。」（創 28:10-17）神的同在

大大堅固雅各的心，他便在新的

地方居住了二十多年，結婚生子，

也衣錦還鄉。 

 

對於要開展新路途的遠行

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

提醒，我們努力為

前途作準備，

以為金錢及

物質都是

最重要，但聖

經告知我們，這

些都是易變的，會消

失的，不是人生最大的依靠。

我們最需要是與神建立關係，

我們都是神寶貝的兒女，神不會

忘記我們，我們也要保守自己常

在神的愛中，特別在逆境中抓緊

神的應許，因為神必與你同在。

希望要遠行的你，也像雅各如此

回應神，「耶和華真在這裡！」 

  



 

完全信靠          吳城錦弟兄 (福音幹事) 

「踏上新路途 卻不知去路…」

當看到《浸訊》主題後想起這一

首詩歌，詩歌作者記下自己面對

中學會考感受，對未來充滿疑惑，

從而寫下這歌。 

寫下這感受時，青少年們正值

等待放榜，思考畢業後出路，踏

入事奉第三個年頭，陪伴過兩屆

學生放榜，這兩年亦有送他們到

校領取成績表，看見他們面容難

掩緊張心情，想到自己亦曾如此

經歷過。 

「大家考得怎樣啊？」在我放

榜之時，導師在群組中拋出這句

問題，組員們都相繼把自己的成

績拍下放到群組，他們成績都很

優 異 ， 基本上要進到自

己理想的大學科

目不難。

我手上

卻拿著

一張進

大學基本

要 求 也 達

不到的成績

表，我步出教室，很徬徨、沒有

方向，不知道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當我正陷入迷惘之際，又收到導

師訊息：「無論結果如何，前路

已經在神手裏！」我看到訊息後，

在原地心裏向神默念：「天父啊，

我真的不知道方向，求你帶領我

走當行的路。」隨後我的電話響

起，原來是導師來電，他見我遲

遲未告知大家考得如何，所以特

地來電了解狀況，我將情況告知

他後，他就馬上給予我適切的建

議，讓我整理好可行的方向，頓

時心中感覺到天父在我未開口之

先已預備我的道路，而我可以做

的就只有倚靠天父踏出一步。 

回望當初選讀的科目對今天的

我未必有太大作用，但一步步走，

才能成就今天的我，最後附上詩

歌的後半部份「完全信靠/但仍堅

信祢的拖帶」寄語各年青人、弟

兄姊妹未來或許會面對新事、世

界充滿轉變，看似飄浮不定抓不

住，只要指望天父的拖帶，天父

終會引領你到祂所預備的目的地。



 

梁宇茵姊妹（Yody） 

我可以用「因信前行*」概括今期浸

信「踏上新路途」主題。 

 

新路途源於幾年前一個簡單禱告 —

— 神讓我從小有機會學習音樂，究

竟有甚麼讓我做呢？除了盡力把握

用音樂事奉的機會，還有甚麼可以

做呢？持續的禱告與靜侯，留心敏

銳那些微小的聲音*提醒，都是過程

中考驗對神信心的功課。 

 

由零開始認識音樂治療，填補心理

學知識，到選擇進修國家及學校，

當時每一步決定都是隨遇而安，亦

可以算得上見

步行步，如今

回看就明白所

有好成績、試

音、面試官喜

愛都有神引導

及開路，不是單憑己力可以成就。 

 

感謝神讓丈夫成為新路途上最實在

的支持，同心面對新環境的不安及

財政壓力，學習當地文化，以及於

教會建立新友誼。願憑著對神大能

的信心，不憑眼見，走在神心意的

路途上。 

 

*因信前行(WALKING BY FAITH；台:憑信心來行)  

(摘自「歡欣讚美-08」p.13)，乃筆者結婚典禮上獻

詩。 

**列王紀上 19: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

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許迦盈（兒童組組員）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我們一

家來到加拿大生活已有大半年的時

間。在這個新的地方，我和家人都

有許多不同的適應、轉變。 

我記得當我們剛到加拿大，最

需要適應的是天氣。這裏的冬天非

常寒冷，每當外出，雖然我們已穿

著厚厚的衣服，但仍感到很冷。最

初的一個月，可能我們尚未適應這

裏的天氣，以致全家都病倒了。不

過在這個嚴寒的冬天，最難忘的就

是過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白色聖誕

節，可以堆雪人，睡

在軟綿綿的雪上。 

此外，我要適應

的就是運用英語與人

溝通。雖然在香港讀

書有學習英文，但當

我和弟弟初到學校上

課時，覺得老師、同

學們講的英語講得很

快，大部份內容我們

都聽不懂，不知道怎樣回答老師的

問題，也羞於用英語與同學們溝通。

那時我覺得真的有點不開心和孤單。

但感恩的是，同學們主動地放慢他

們說話的速度和我溝通，亦會鼓勵

和幫助我，使我鼓起勇氣，嘗試硬

著頭皮用「有限」的英語，指手劃

腳地和他們溝通，雖然有時會出現

「雞同鴨講」、「九唔搭八」的情

況，但大家都總算開始溝通到。其

實除了溝通問題外，我是很喜歡我

的校園生活，因為在加拿大讀小學

是沒有考試，也不常有功課，學習

的模式亦不單只是坐定定的，還有

不同的多元化活動，所以我

覺得讀書比較輕鬆，沒有考

試和功課的壓力。 

當然，除了以上分享的，

還有其他方面仍在適應中，

未能在這一一分享。希望天

父保守我和家人可以很快就

能完全適應。亦希望我在這

裏可以建立更多新的友誼、

新的教會生活，更希望疫情

快些完結，我們可以返香港探望我

非常想念的親朋好友。 



 

兒童假期聖經班導師分享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

和華。（書 24:15） 

  

今次能夠一家人

齊心服事，實在

是恩典，一連五

日的暑期聖經班，

可以透過農夫的

耕作，介紹萬物

奇妙的生長，又

有品格農莊，以

聖經人物的故事

教導小朋友品格

的培育，更多謝

各位導師有不同

的技能，使暑期聖經班得已順利

完成，感謝天父這美好的安排，

恩典夠用。 

  卓羚姨姨（陳卓羚姊妹） 

  

今次的參加是我首次以兒童聖經

班導師的身份完成，我在預備今

次活動的時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情感，但是在兒童聖經班的第一

天我卻有莫名其妙的緊張起來，

但當小朋友到達的時候莫名奇妙

的緊張卻在瞬間消失，因為在我

面前的，是照顧和教導小朋友的

重要，所以在第一、四和五天也

能較為順利地完成，但是在第二

天就有了較大的問題，因為那天

我需要獨自面對七位小朋友，無

可否認我是較為凶惡，因為要控

制秩序，但是那天情況真的較為

混亂，所以我認為我還是要多學

習，如何在溫柔和凶惡中找到平

行，還有，非常感謝這次的聖經

班中能夠在教導，中學習，非常

感謝神！          李尚彥弟兄 

 

感謝神，讓我今年可以參加假期

聖經班，感恩能夠參與，跟小朋

友一同學習、跟各位導師一同事

奉，讓我感到歡喜快樂。 

灼銘叔叔 (李灼銘弟兄) 



 

 

葉佩文姊妹 

我係一個後知後覺好遲才建立根

基仰望神既基督徒。從小孩開始我親

大家姐邀請我返教會，中學時代我決

志信主。但我唔開心，人際關係非常

差，因為我不懂與人做朋友，我雖然

有愛心，但常常得唔到人認同。 

 

中二個年，呀媽同老豆離婚，我

更加生活得不是味兒。家中各人都為

自己努力，沒有人理過我感受，漸漸

我的情緒出現問題。會考後我更患上

嚴重思覺失調。這個病原來會跟上自

己一生。我病發到現在都接近 20 年。

天父卻無遺棄我。 

係我 27 歲個年我遇到我現在的

先生，像灰姑娘遇到王子我重新與先

生返一間附近的教會，感謝天父為我

們安排一位非常體貼的牧者，一班好

投契的教友。 

 

我的人際關係問題愈來愈少，愛

主的心與日俱增，一段段友誼慢慢地

建立起開朗又活潑的自己,天父是又

真又活的神，在神的家充滿愛充滿恩

典所以我們要讚美天父，祂關了一度

門，又為我們開一扇窗。今天我們要

為主傳福音講見證，將榮耀歸與神。 



 

姚詠珊姊妹 
大家好，我是姚詠珊姊妹，

返水浸有差不多十年了。大家見證

我結婚，有了並生下袁佑邦小朋友，

轉眼間，他 6 歲，到了升小一的階

段了。 

 教

養他真的

不容易，

因為他是

有特別學

習需要的。

是擲界的

自閉和固

執情緒。

好容易因

少事情大

吵大鬧，

亦未必會合群並且慢熱的性格，令

我在管教上特別考驗自己的耐性和

心機。 

  感恩，在丈夫袁

仲榮（小迅）的合力管

教下，他幫助了不少，

如提醒了我許多自己的

弱點，給予孩子空間，

分散他的注意力等等看

似簡單，而我實踐上來

有點吃力的，這關乎到

自己有情緒困擾，因為會和孩子

「困獸鬥」。 

 感恩，「新路途」是他被派

在一間比較沒有太大壓力的愉快學

校就讀。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

沒有見過，耳朵沒有聽過，人心也

沒有想過的。」林前 2：9 

  被派的學校雖然還未就讀，

開初亦對它認識不多，卻聽到了周

邊不同家長的好評。 

  還記得深刻的是，當收到派

位結果的一刻是不知所措的愣住了，

因為是第四志願來的！後來才記起

學校是自己和丈夫商量之下選擇的。 

  故此我想起以上金句，覺得

是主為邦邦所選的，而非用了自己

所謂的認知去選，因為學校只有合

適與否，並非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繼續為我們在管

教上的新

路途禱告，

亦使邦邦

在愉快的

學習環境

下適應新

生活。 

 

 



 

親愛的奶奶：伍廖志英姊妹 
感謝神，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晚上，主耶穌接你返回天家，你以一百

零三歲的高齡，存活於世，而我嫁入伍家已 26 年，能作為你的媳婦，是我

很大的福氣，這些年與你相交，細心察看你能長壽的祕訣，實在令我獲益

良多。 

 

感激你，你培育一位愛主愛人，刻苦耐勞，且靈巧機智的丈夫給我。 

雖然你未有受教育的機會，然而我實在很敬佩你，你信主前，像一般

的傳統婦女，也拜祖先和菩薩，但你八十多歳時，竟可擺脫世俗傳統的束

縛，當機立斷堅信耶穌，受洗加入上水宣道會大家庭，我仍記得你洗禮那

天，李海平牧師說：「一般人拜偶像多年，都很難擺脫偶像歸信真神，伍

梁秀群您真是國寶，實在難能可貴世間罕有。」 

 

你洗禮當天，我們在中文大學科學園為你慶祝，我曾問你，你最想要

甚麼禮物？你說：「最想要全家子女孫兒都歸信基督，希望個個都信耶

穌。」伍家各人都愛你，親朋戚友也都很愛你，希望你的心願能早日達成，

以致你可以老懷安慰。 

你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你很明白事理，懂

得人情世故和處世之道，你喜歡與人分享，猶記

有一年，屋外多株荔枝樹結果纍纍，你便預先邀

約親友到來品嚐，期待荔枝更成熟一起分享，怎

料竟經過一夜風雨，使荔枝都毀壞了，細女的丈

夫明白你的心意，竟托人從內地買了一大籮荔枝

回來，讓你得以與親友分享的心意沒有落空。 

 

有一段不短的日子，我每個星期六參加完

晨禱會後，我會約您去飲茶，有一次你有點不舒

服，說：「我不去了」。禱告會後，我和幾位姊妹去探你，你仍熱情地帶



 

領我們去參觀你的耕地，姊妹看見你所種的蘆薈，又肥又美，表示想要，

你就立刻叫我去拔，我用盡力也拔不出來，你一拔便成功地連根拔起，我

想你因每天辛勤耕種，所以體力過人，我真的自愧不如，讓我明白人要長

壽，務必要身體力行，多作善工，作息合宜。 

 

通常丈夫和我，星期日崇拜後會去探你，共你禱告，有次帶了一個

叉燒包，而大姑奶剛巧帶了一件三文治來探你，你喜歡吃叉燒包，竟將三

文治與我分享。 

 

奶奶你走過漫長的人生路，經歷大小戰爭，人事變幻，生命無常，你

仍熱愛家人，很多時你都為我們烹調美味的食物，特別是你做的紅豆糕，

深受家人親友的喜愛。當你步入晚年高齡之時，眾子子孫孫都會每年為你

舉行壽宴，親友給予的賀禮，你總是給予豐厚的回禮，令個個皆大歡喜。 

據說：「您在戰亂之時遇上夫君(伍瑞儂)，成婚後，孕育五男二女，

可惜夫君先您離世，如此變動，你仍能母兼父職，教子女全都成家立室，

叫人舉指讚嘆﹗」 

 

你處變不驚，更是我讚賞你的原因，當你年邁時，有一次在屋外，遇

上了一條大蛇，你二話不說，立刻拿一根掃把，大力往蛇拍下去，蛇竟給

打死了，我好奇問你，你不驚蛇嗎？您答我：「有甚麼好驚，驚都無用。」

在疫情肆虐下，人心惶恐不安，有人慌張儲糧，有人誠惶誠恐過生活，讓

我們都處變不驚，因為聖經也教導我們要「剛強壯膽」的。 

 

以上足以證明您活到高齡，值得我們欣賞，感謝神，現在你回到天國，

與主耶穌一起，期待將來與您天家再見。 

深愛您的志英 敬上 

主曆 2022 年 1 月 22 日                        

   



 

新萄見證：陳秀英姊妹 
未信主之前，我自覺有個不

如意的人生，不快的事都迎着我

而來，我全無自信，個性孤僻、

怕事，媽媽總會將我跟別人比較，

比下去時我自卑感更重。我育有

一個智障兒子，照顧方面非常沉

重，我只是默默地，加倍用心照

顧他，一切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在某年，朋友鼓勵我和兒子

一起返教會，兒子有著單純順服

主的心，崇拜後更樂於收拾搬櫈

及聖經，然後才願意離開。兒子

無論唱詩歌，背主禱文都成為他

生活的樂趣之一，當時令我為之

感動。2018 年尾，兒子患上急

性白血病，需要做化療，但因身

體差未能做到重性的化療，只可

做輕性的化療，患病期間，坦然

順服去接受任何治療，只要我播

詩歌或與他一起唱詩，他好容易

就開心，不常見到他露出傷痛的

表情，感謝主。 

 

兒子患病期間，我們得到教

會弟兄姊妹的支持，心情會放鬆

好多，加添我力量。直至 2020

年我兒子敵不過病魔，安詳離世，

返回天家，我明白我們將會天家

重聚，哀傷的心情中帶有希望，

神常眷顧我；磨練我，現在的我

覺得信仰真實，我真正信靠又真

又活的神，感謝主。 

  



 

鍾耀輝弟兄 新萄見證：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輝輝或

者 Derek。返教會之前，我是個好

反叛，又厭世的人。以前的我是個

會取笑基督徒，言語上攻擊基督徒

的人。當我知道身邊有人是信基督

教，我就會很熱心挑釁他們，見到

他們發嬲，我就好興奮，回想起都

覺得自己好幼稚。 

直到上年，我覺得人生出現一

種無力感，感到人生好灰暗，完全

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意義是什麼，每

日都是返工放工，自己工資不高，

樓又買不起，個人又不是特別聰明，

以前最叻是有時間就會去旅行，不

斷重複，人生就是如此，我對生命

的熱情愈來愈減退…… 

這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時間，突

然想起，其實有屋企人是返教會的。

當時我覺得自己無得再衰，就嘗試

再信多一次，了解是否真的能改變

我的生命。大概上

年 10 月開始，我便

返浸信會，初時我

仍然不是很投入信

仰，不會讀經，不

想參加小組……如

事者過了幾個月，

加上第五波疫情開

始，教會都返不到，

我覺得神好似離我

越來越遠……我甚

至有放棄信仰的念頭。 

感謝主沒有放棄我，聖經馬太

福音七章 24-25 節說：「所以，凡

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

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

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

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記得今年 3 月尾的一個晚上，

我在睡前看 Youtube，看到一段有

關認罪悔改的短片，看完之後有一

種感覺，難道自己沒有認罪嗎？於

是我跟著短片中的牧師帶領，作出

一個認罪悔改的禱告，我認真地向

神認罪，講及自己之前有多反叛，

又做了許多得罪神的事，我的眼淚

不斷流下，在房間大哭了一場。哭

完之後彷彿整個人都清醒了，覺得

一定要改變自己，聖經說：「我的

根基要立在磐石之上」，於是我決

定要讓基督進入我生命。之後我開

始加入小組，參與事奉，投入教會。 

我感到生命自從有了基

督之後，最大的改變是放低

許多無謂的面子，更愈來愈

放得開自己，例如我會參與

街佈，如果以前的我絕對不

會做，就算收錢都不會做！

因為如果讓熟人認出覺得好

醜怪，但現在絕不會這樣想，

因我知自己信什麼，做什麼，

這些都是主想我做的事，感

謝主加力量給我！願一切榮

耀都歸給上帝。  



 

袁進禧弟兄 新萄見證：
我從小到大都是父母帶返教會，

從小就在教會長大。幾年前，劉錦

成叔叔向我講述福音，於是我便決

志信主。在真正確實信主之前，我

都感覺不到天父一直在我身邊。 
 

信主之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記得初中的時候，跟同學一齊叫外

賣，但因為漏單，我便吃了別人的

飯盒，不但沒有還給他，更吐口水

在飯盒裡，宣示這個飯盒是我的，

之後我也沒有向他道歉。 
 

直到去年五月，爸爸患上癌症，

令到全屋的人都感到好突然，並且

當時父母都沒有

工作，保險又未

能批核。在這個

時間我十分不知

所措，未能幫到

屋企人。於是，

我就不斷禱告，

希望天父可以幫

助我和屋企人渡

過難關。 
 

之後，在主

的帶領下，爸爸

的病好了，同時

保險也得到批核，可以給爸爸用最

好的醫療方法治療。經過這一件事，

令我真正感受到耶穌一直與我同在， 
 

只是我一直沒有敞開心給天父。

這次之後，我變得體諒他人，並勇

於承認錯誤。 
 

現在返學要跟不同的人一齊合

作做功課。在上一次的功課，因為

大家工作方式不一樣而有爭拗，當

時我因情緒而講出一些難聽的說話，

令大家關係惡劣。但最後我選擇道

歉，改善大家的關係，這樣我們便

可以一齊走下去。感謝主！

 袁進禧(十字架前) 



 

新萄見證：袁樂呈姊妹 
我是一

個信二代，

父母信主，

從小就返教

會，但確實

決志信耶穌

是在 2019

年 4 月 16

日。雖然從

小就返教會，

但小時候返

教會對我來

說只是個家庭活動，參與小組時，

又有點似參加興趣班。現在想起都

覺得自己的表現，彷彿仍未算是個

基督徒，只是個會返教會的小朋友。

所以小學及初中的時候，我不會說

自己返教會，或者是驚別人知道，

怕別人會取笑我。 

直至疫情的時候，我們未能返

教會，只可在屋企以 zoom 形式開

小組及參與網上崇拜。與青少的組

員由一齊開組到約出來玩，慢慢感

受到這班人是神所賜的朋友，我們

會一齊成長。不論生活上或靈命上，

漸漸地自己對教會更加投入，將這

個信仰帶回自己的生活中，對神有

更多依靠。特別在爸爸患病的時候，

是我們屋企的一個大難關，我有不

住的禱告，也有埋怨，但神在這段

時間有很多恩惠與保守。那時生活、

金錢都沒有缺乏，反而有餘，所以

好感恩神從來都沒有離開我。我希

望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活出神的道，

因為這就是最好的見證。 

  

袁樂呈(前排左二) 



 

 家有囍事
 

 

 

 

 

 

 

 

 

 

 

 

 

 

 

 

 

 

 

 

 

 

 

 

 

 

  

  

11 月 19 日 

萬家諭姊妹與

鍾學新弟兄 

婚禮 

 

5 月 29 日 

易晞然姊妹與

魏榮佑弟兄 

婚禮 

 

8 月 13 日 

陳鳳娟牧師與

張永森弟兄 

婚禮 



 

踏上新旅途   

溫偉民（教會發展委員會成員）

香港在過去五六年面對各方面

的冲擊下, 在社會經濟, 人際關係, 

政府體制各方面都和以往大有不同, 

面對社會的改變, 教會實在需要重

新思考我們的使命和策略, 改變更

新以便踏上新旅途！ 

 

從聖經中我們看到以色列人有

起碼三次踏上新旅途, 第一次是創

12 章亞伯蘭聽從神的命令, 離開家

鄉吾耳的舒適生活往不熟悉的迦南

地，一個民族因而誕生！ 第二次是

摩西在八十歲時接受神的使命回埃

及帶領希伯来人出埃及到神應許的

迦南地，一個王國因而建立！第三

次是亡國七十年後按着先知预言所

羅巴伯帶領幾萬猶大人從書珊回歸

耶路撒冷, 聖殿和聖城得而重建！

都是大大蒙福歷史性的踏上新旅途！ 

  

水浸零三年從舊堂搬到廣場

1601 室, 到明年二零零三年踏進 20 

年了, 時代社會的變遷令我們必须

重新思考我們的使命和策略, 好叫

教會能继續在香港為神作工擴展神

國！ 

我們成立教會發展事工委员會

的目的就是要為教會訂立一個五年

的事工框架和目標, 制定方向並帶

領會衆完成！ 

 

其中一個領受是要踏出去 , 大

家都知道未來十年政府已有一個龐

大的北部大都會計劃, 公私營房屋

大量增加, 人口將倍增, 我們不再停

留在廣場, 须計劃擴張水浸的境界, 

張大我們的幔子, 放長我們的繩子

（賽 54：2 ）,照着太 28：19 所吩

咐,我們“要去”,尋找方法和地方設立

福音點,以回應將來的廣大禾場的需

求！ 

  

我們感恩在神帶領下開展了一

杯涼水和街佈事工, 未來更希望擴

展青少年學生事工, 退休人士的金

齡事工和家庭兒童事工等！ 

 

尋找新的福音點,開展新事工须

要教會總動員,参予和投入, 讓我們

同心合意,全民服事,興起建立, 得人

如得魚, 共同榮耀主名！

  



 

前行步步懷着「信」 

黃鳳儀（M&A 檢視及修訂委員會成員） 
一日，在家偶爾從電視中傳來

一首舊歌，唱著「昂然踏著前路去，

追趕理想旅途上…”，腦裡便湧起

了一幅一幅的圖畫；一頓一頓的送

别的晚宴，心中就只有無限的祝福。 

  

萬事萬物皆有定時，這是千載

不變的道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

在主裡的家人，離别，固然掛念；

留下，更要愛惜。 

  

這幾年間，全港的教會，包括

我們的教會，都受着或多或少社會

和疫情的影響，有些甚至影響至深，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是，試

問教會就是這樣停下嗎？在時間的

巨輪下，這似乎不是一個明智的選

項。 

  

有幸，在上年獲邀加入「M&A 

檢視及修訂委員會」，可以在此服

侍主，與教會不同的肢體撰寫和審

閱教會新的公司章程細則，

過程很漫長，而且殊

不容易。靜下

來，我們問，

這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滿足新的法例要求？是為了

補充過去的不足？不單單是這樣，

而是為了教會長遠發展奠基著重要

的法例框架，和展現教會向前行的

勇氣。相信參與其中的成員一定記

得大家的討論，雖然有不同的意見，

但靠著上帝的恩典，今天，這份初

稿終於有共識並且已經完成了，現

靜待教會會友和相關政府部門的通

過。 

  

教會會否前行，絕對不是這份

公司章程修訂的完成便可以達到，

而是，靠著上帝的引領，我們的降

服，遵行主的旨意。並且，弟兄姐

妹上下一心，謙卑的跟從和服侍主，

才可以創造新的一頁，新的國度，

光明的明天。「無論我去到那方，

心裡萝想不變様……」。 

  

願 主祝福教會及其每一

位在港或世界各地的家

人！ 
  



 

教會生活   青少區 

 

 

 

 

 

 

 

 

 

 

 

 

 

 

 

 

 

 



 

 

 

 

 

 

 

 

 

 

 

 

 

 

 

 

 

 

 

 



 

教會生活   主日小組 

今年的七八月仍是上學的日子，只有約一星期的假期，炎炎夏日，大家也

各自各精彩；七月也是放榜的季節，例如升中放榜、文憑試放榜等等，求

主幫助家長們，

有智慧去安排子

女的升學，也希

望子女能參與教

會活動及營會時，

留一個小小的假

期給成年家長啦！ 

 

 

 

 

 

 

 

 

 

 

 

 

 

  

主日成 B 組 

主
日
成
A
組 



 

活動精華 

 

 

 

 

 

 

 

 

 

 

 

 

 

 

 

 

 

 

 

 

 

 

 

 

 

以諾組活動：和諧粉彩 

暑期佈道崇拜 

多媒體事工部：「天地連線」 

周三組活動：燈月遊藝迎中秋 暑期佈道崇拜 

全教會祈禱會 



 

 

 

 

 

 

 

 

 

 

 

 

 

 

 

 

 

 

 

 

 

 

他因着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

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

建造的。             (希伯來書 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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