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成彥教師:《愛的質與量》上  (2017 年 12 月) 

約壹 3：11-24 

  弟兄姊妹，今次想與大家分享一篇關於愛的經文，經文說：「我們

要彼此相愛」。在教會內外，我們理應彼此相愛，這是每一位基督徒遵守

耶穌基督話語的表現，同時，「教會」這個群體不就是彼此相愛的一個典

範嗎？但是彼此相愛的教會，真的是談何容易？以尊聖堂為例，一所有

一百餘人恆常參加崇拜的教會，要每一個人都互相認識、彼此相愛，難

免會覺得有點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吧？然而，當我們從經

文的角度去理解，作者約翰又是要我們怎樣的彼此相愛呢？ 

  作者約翰所提到的彼此相愛絕對是牽涉「質與量」。首先，約翰引

用了該隱殺阿伯的例子來提醒每一位讀者：愛的「質與量」。在當時，人

類都還未繁衍，跟據聖經的描述，大概都只是有阿當、夏娃、該隱和阿

伯，四個人，但人的嫉妒、仇恨足以令該隱殺了阿伯。因此，人的數量

絕對不是影響人能否彼此相愛，意即不是人小小就代表關係可以好好，

同樣，人多的教會亦不一定關係是比較生疏。作者更提到「凡恨自己弟

兄的，就是殺人的」，以教會內的仇恨與該隱的殺人連繫在一起，然而，

這是一個一點都沒有誇張的比較，正如在分享的起初提到，教會本是一

個彼此相愛的典範，如果在教會內不單沒有彼此相愛，還要產生了林林

總總的仇恨，這又怎能見證基督呢？更甚的是，這種仇恨在於基督的眼

中就如殺人一樣，如是者，約翰在經文中所教導我們關於愛的「質」又

對我們有甚麼提醒呢？ 

我所看到的是兩種不同的「質」，一種可以叫作「看得見的愛

(質)」,而另一種則是「看不見的愛(質)」。以經文第 17 節為例：「凡有世

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缺乏，卻關閉了惻隱的心，神的愛怎能住在他裏面

呢？」人因為看見他人(弟兄)的需求要生出惻隱之心，再延伸到去幫助他

人，在於基督徒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他者的狀況，使到我們用

行動來回應，這是一種「看得見的愛」。然而，經文第 19 至 21 節卻呈現

出一種「看不見的愛」，經文提到人的心會否責備自己，如果連自己的心

都不責備自己，我們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無懼了。這種責備是他人所

不能看見的，因此人不單單因為看得見某些狀況而作出行動及回應，而

同時亦都會因著聖靈的感動去行動，這個責備不單單是外界給予人的責

備，而是人對自身的責備。 
 



賴家寶傳道: 團契生活 (2017 年 11 月)                                   

在齊唱新歌第三集有【教會一家】這首詩歌：  

願愛護勝兄弟，大眾又似身體，沒有手腳不行，沒有口，沉默無聲。共
暢聚勝姊妹，大眾又似屋宇，沒有磚瓦不行，沒有窗誰住這裡？ 
願愛護眾兄弟，大眾或有差距，沒有偏見分歧，願挽手，齊步同心。願
獻奉我生命，在教會作肢體，沒有私見驕橫，盡我生榮耀基督！ 
※ 恩賜須運用，要多方建立信徒；彼此用愛心分享主裡各樣恩典。 

這是一首我很喜歡的詩歌，每次聆聽或唱頌時都給我提醒，教會並
不是一個地方，乃是一個「家」，聚集了一群相信基督，敬畏上帝和靠主
作榮神益人的事的信徒。這樣的一個目標，我們如何能達到呢？我相信
除了禱告以外，就是要在教會裡不斷的成長，「團契」就是一條成長的路
徑。 

團契（英文：fellowship 或 communion；希臘文：κοινωνία）就
是伙伴關係，源自《聖經》中的「相交」一詞，意思為相互交往和建立
關係，是指上帝與人之間的心靈相交和基督徒之間相交的親密關係。 

團契具有以下的三個意義: 

(一) 彼此分享 

1.信仰的分享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徒 2:42) 

2. 愛心的分享。 

「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林後 8:4) 

(二) 彼此有分 

1.與福音事工有分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腓 1:5) 

2.與基督的苦難有分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的死。」                                              (腓 3:10) 

(三)   彼此相交 

1.與上帝相交 

  「我們若說是與上帝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
了。」                                               (約壹 1:6) 

2.與門徒相交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 
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壹 1:7) 

教會內的肢體雖然是來自不同的背景，卻都是蒙恩得救和經歷主愛的
信徒。我們需要竭力為自己建立一個良好的團契生活，一同學習聖經真
理，彼此激勵與扶持，讓肢體能成為主內一家，「願獻奉我生命，在教會
作肢體，沒有私見驕橫，盡我生榮耀基督！」 
 

 

 

 

 

 

 

 

 

 

 

 

 

 

 

 

 

 

 

 

 

 

 

 

 

 

 

 

 

 



余霞飛牧師: 我的崇拜生活 (2017 年 10 月)                                 

  小時候，因父親是在船上工作，大部份時間都不在香港，故由母親
每主日帶領兄長、我和弟弟一同返教會。最初，我只是返主日學，至中
一開始，我被崇拜的禮儀、詩歌及詩班的獻唱所吸引，主動參加主日崇
拜。 

    那時堂會的牧師是以普通話講道及主禮，雖然那時的中、小學沒有
普通話課，由於是在該堂會的小學就讀，多有機會與牧師傾談，因此，
也聽得明白他的語言，每次參與崇拜，我都很專心。後來，牧師更鼓勵
我擔任崇拜的司琴，心裏雖然很戰兢，但也很興奮能有此參與服侍的機
會。 

    擔任崇拜司琴後，自己更加注意到崇拜的流程及每個細節，因信義
會的禮儀有很多主禮及會眾唱誦的部份，司琴要配合主禮，並協助會眾
參與回應的部份，由那時開始，我更被崇拜的禮儀吸引了。 

  後來進入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裝備，更深的體會如何活在禮儀中，並
禮儀如何引我到上帝面前。一方面，當時神學院禮儀課的教授，他們在
禮儀方面的教導及那份熱愛，開闢了我對禮儀有新的認識和了解；另方
面，在神學院住宿的日子，我經驗了不同形式的禮儀崇拜，其中很多都
讓我深受感動，也幫助我經歷上帝真實的臨在。 

  由開始在堂會事奉至今，我都在本會信徒培育部轄下的聖樂禮儀小
組服侍，也曾在牧師團的禮儀小組服侍。在堂會也主要負責崇拜禮儀的
設計及各項安排。每次當我選取崇拜用的詩歌時，我都會仔細看該主日
的三代經題，找出主要的信息主題，選取合適的詩歌放在不同的部份。 

    每次的崇拜，對我來說均是經歷上帝的恩典和聖靈的更新。 

  預備禮開始，我們以詩歌讚美那位崇高、配得尊崇的上帝。當主禮
宣召「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開始崇拜後，主上帝的臨在，讓我們
知罪、認罪、生發悔改的心，呼求上帝的憐憫，並經歷上帝的赦罪恩
典。藉著主禮宣告我們罪得赦免，得與上帝和好，並與人和好，我們彼
此問安。問安後，主禮以當日禱文預備會眾的心進入聖道禮。 

  聖道禮時，讀經員及主禮會分別宣讀當天的三代經題，舊約、新約
書信及福音。其中舊約的經文與福音緊扣，新約的書信則與信徒的生活
相關，從幾段經文的交錯中，顯明上帝的心意，並藉聖靈的光照和引
導，讓會眾得以明白，生命得著轉化。聖道禮的詩歌，或與經文的主題
相關，或預備人心領受上帝的話語。 

    回應禮的詩歌幫助信徒深化當日的信息，引向回應的行動。認信是
讓會眾回想並承認所信的三一上帝，祂創造、救贖我們，並藉著祂所建
立的信徒群體（教會－基督的身體－我們這些信祂的人）繼續在地上全
心信靠及大有盼望地在生活中為祂作見證。因著領受了上帝的道，我們



不再自我，乃去關愛主所創造並願意救贖的萬國萬民，我們為世界、國
家、教會及有需要的人代禱。也願意奉獻金錢讓主的福音能得以廣傳。 

    聖餐禮讓我們經歷與主契合。因著主的同在，我們願意獻心於主，
與歷世歷代、不同種族和地域的眾聖徒一同歌頌「聖哉、聖哉、聖哉，
全能的上帝」；在祝餐的過程中，再次體會主耶穌基督如何為我們犧
牲，流出寶血，因此，我們歌頌「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藉
領受祂的聖體和寶血，我們得著罪得赦免的憑據，並與主契合，與眾信
徒在主裏合而為一。 

    在差遣禮中，我們頌揚感謝父上帝，領受上帝所賜下的恩典和福
氣，接受差遣，進入人群，繼續在生活中努力為主所見證。差遣的詩歌
讓我們能因著所領受的道，有方向和力量地前行。 

  主禱文是耶穌教導門徒的禱告，讓他們明白禱告的目的、內容及向
度，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而非人的私意。在崇拜中，或在回應禮的代
禱後，或在聖餐禮的祝餐禱文後，均有助我們順服上帝的旨意，除去心
中的私慾，在上帝面前完滿我們的禱告。 

  由中學至今，我都喜愛參與崇拜，不論是作為會眾、司琴、詩班
員、主禮或講員，每主日我都期待在崇拜中與主相遇，領受祂的道，讓
聖靈光照並引導我的生命不斷更新轉化，能活出基督的樣式，在生活中
為主作見證。 
  即使現在是教牧的身份，但我仍有很多的軟弱，要繼續不斷在崇拜
中經歷上帝的恩典及聖靈的大能。因此，我期盼每位肢體也能與我一起
在崇拜中體驗上帝的同在，並祂的恩典和大能！ 

 

 

 

 

 

 

 

 

 

 

 

 

 

 

 

 

 

 



彭成彥教師: 上帝的帶領 (2017 年 9 月)                  

  二零一七年八月，正式到任尊聖堂開始事奉，除了感恩之外，更看到
上帝的保守與帶領。然而，上帝的保守帶領，往往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在榮光堂事奉的時候，也未曾想過會在兩年之後，轉到曾經實習的堂會事
奉，但這絕對是上帝的帶領與安排。 

  今年年初，因為堂會的經濟狀況，曾經讓我萌生離開榮光堂的念頭，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一年多的事奉中，看見自己的不足，及母堂對我的愛護，
不期然讓我這個從榮光堂長大的「親生仔」有一種要出去好好學習，去闖
一闖的念頭，但往往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這次轉職到尊聖堂的經歷，
並不只是人的意願，更是上帝的呼召。 

  其實在二月的時候，曾為到心中的意念去禱告，而上帝亦在我經歷病
痛的時候，在夢中給了我一個異象，清楚記得夢中有一位牧者向我說話：
「你這樣想是錯的！」當時很自然地解讀這句說話為 ─「要離開」的這
個想法是錯的，並豁然開朗的在榮光堂繼續事奉。 

  然而在這個異象之後大概一個月，突然收到一位牧者的電話，跟我分
享尊聖堂的狀況，並邀請我與余牧師見面，當刻我就感受到這是上帝的呼
召，因此我也欣然接受邀請，並在與牧者見面的過程中，更確實的聽到上
帝對我的呼召。 

  如是者，究竟當日夢中的異象，上帝要跟我分享甚麼信息呢？祂不是
要我留在母堂嗎？ 

  上帝的意念的確高過人的意念，這個經歷以後，我明白到：我曾因為
堂會的經濟狀況萌生離開的念頭 ─ 「你這樣想是錯的！」，我曾因為看
見自己的不足而想要離開 ─「你這樣想是錯的！」人不期然的以世上的 

 
觀念去看待教會，教會面對資金不足就會想要開源節流，好好整理教會資
源，但我們卻忘了這依然是上帝的教會，真的要我離開，堂會才能收支平
衡嗎？難道上帝不會顧惜嗎？當人面對自己的不足時，人更不願意去接
受挑戰，留在自己的「安舒區」之中。最後，上帝再次提醒我，「牧職」、
「事奉」、甚至是「工作」，都不是單單由人的⻆度出發，我們理應交給上
帝，讓上帝帶領我們去走這條「事奉」(當中也包括工作)的道路。求主憐
憫！ 

  

 

 

 



鍾啟祥弟兄: 實習分享 (2017 年 9 月)           

感謝上主、余牧師、其他教牧同工、執事會及各位尊聖堂的弟兄姊妹！
讓我有機會在這暑假期間，在尊聖堂擔任八星期的實習神學生。對於我來
說，這次實習是很特別，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於香港教會實習(去年暑假於
英國教會實習)，而且是我多年來聚會的教會。雖然在尊聖堂聚會接近十
年，但對教會許多事工的認識，只停留在每星期的週刊報告上，並沒有多
大印象。但經過這次實習，好像這些事工都瞬間在我面前立體化，無論是
探訪、福音粵曲小組、松柏小組、查經小組及 Young Son 等，參與當中
的弟兄姊妹及朋友都讓這些文字上的聚會報告，變成一個一個有血有肉、
被主所愛的人的團契生活。 

若要想到在實習過程中最難忘的事情，就是在 Young Son 團契中與
兩位小子的相遇。在暑假期間，很多之前有出席的小朋友們都沒有到來，
只有這兩位小子是仍會出席的『 捧場客』。最初與他們相遇的時候，可能
由於我頭上的白髮，其中一位小子就開始稱呼我『白頭佬』，當下的心情
確實是有點難受，亦感到不知如何與這兩位小子相處下去。但作為實習神
學生，這就是自己應當經歷及體驗的事情。在這大前提下，我嘗試放下自
己自恃的尊嚴，並走進能與他們建立關係的遊戲世界；經過幾個星期後，
他們竟然願意與我一起演繹大衛與約拿單，那段生死與共的故事。雖然他
們仍然稱呼我『白頭佬』，但那個稱呼在我心中已經不是一個取笑的詞語，
反之卻是一個連繫着關係的親暱語。當反省這件事情，不期然就想起主耶
穌與我們的關係，祂豈不也是要放下自己應有的身份與地位，來到世上與
我們同住，縱然受到我們的譏笑，祂仍努力與我們一起，最終讓使徒及我
們明白祂是一位如何愛我們的創造主。願意主將這個體驗放在你我心中，
努力不懈的與我們身邊的小子同行，讓他們在這『非常』的世代，仍能經
歷主耶穌透過我們顯出來的愛。 
 

 

 

 

 

 

 

 

 

 

 

 

 

 

 



余霞飛牧師: 蓄勢待發 (2017 年 8 月)                               

  今年年初，雖然面對本堂及教育中心的人事轉動，但上帝的恩典夠
用，讓危機化為轉機，讓我們得見上帝的恩典何等豐富！ 

    教育中心方面，上帝感動了梁美珠姊妹願意臨危受命，擔任教育中
心的行政工作，讓中心不但能繼續運作順暢，更透過姊妹過往的行政經
驗，讓教育中心能有新的嘗試和突破，在財政方面亦有改善。 

    堂會方面，感謝主上帝的預備，讓執事們看到堂會發展的需要，除
原定聘請一位新同工外，議決加聘一位半職同工，上帝又引領賴家寶傳
道來到本堂，樂意與我們同心服侍，這實在是上帝的恩典！ 

  家寶傳道在六月份開始正式入職，主要參與週四至主日堂會內的各
項服侍，關注教育中心的福音工作，及本堂有幼齡子女夫婦的牧養。 

  家寶傳道的樂觀積極，相信弟兄姊妹均有目共睹，她的親切和真
誠，也讓她和肢體更親近。自她到任以來，逐漸地已開始與我一起分擔
週四至主日本堂的各項服侍，讓我可以有多點空間去安排堂會的行政及
關顧工作。 

    今年暑假，感謝上帝帶領鍾啟祥弟兄到本堂有 8 星期的實習，期間
他不但參與本堂的各項聚會，並承擔其中部份的服侍。此外，他也協助
本堂跟進出席表的試算表(Excel)檔案，建立奉獻芳名的試算表檔案，讓
堂會未來在這兩方面的行政工作，能更順暢和有系統。 

  八月開始，彭成彥教師正式入職，實際上，在他入職以前已開始與
過往返大衛團及 Kai 組的團友聯絡，並且參與策劃及帶領本堂青少部七
月所舉辦的青少年營會。感謝主的預備，讓本堂能有彭教師加入一起服
侍。 
 
 
    在未來的日子，彭教師將會負責青少年部及差傳部的事工。家寶傳
道會負責宗教教育部的事工，並協助我跟進崇拜部（尤其兒崇方面）的
事工，而我除崇拜部外，也會負責傳道部及教友部的事工。 

    展望在未來一年，在同工人手較之前充足的情況下，本堂的青少年
事工能在合適及專責同工的帶領下，能穩步發展。教育中心的福音工作
亦因有同工專注負責而得以展開。此外，也期盼能加強本堂靈修小組的
功能，並在讚美操平台方面，教牧可定期參與，在讚美操平台有更多分
享福音的機會。 

    就讓我們一同仰賴上帝的恩典，透過祂所賜給我們的異象、信心和
盼望，同心合意的以禱告及行動去見證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阿們！ 
 

 



余霞飛牧師: 主恩夠用 (2017 年 7 月)      

  由上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的半年內，堂會的教牧同工只剩一人，尤
其十二月下旬，陸續有不同單位的聖誕慶祝活動需要堂會參與。再加上
今年一月開始，教育中心人事變動，兩位在職同工均離任，教育中心的
辦公室面臨真空的狀態，若說沒有憂慮是不可能的，但感謝主上帝，讓
堂會及教育中心，靠著主的恩典，一一平安的過渡。 

  先就人事方面來說，面對人手不足，加上人事變動所引致的更多行
政工作，時間好像總不夠用似的。堂會方面，要聘請教牧同工，便要成
立聘牧小組，開會商討，接見申請者等。在接獲申請之前，教牧也要去
物色有可能的對象，與他們溝通、了解其想法，及申請作本堂同工的可
能性。 

  在這段期間，聘牧小組先後接見了五位申請者，推薦了其中三位與
執事部會面並安排在崇拜宣講。最後，感謝主上帝，祂帶領了彭成彥教
師於八月到本堂就任，且讓執事部通過由六月開始聘用賴家寶傳道擔任
本堂半職教牧同工。 

  而教育中心方面，一則要尋找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同時也要尋覓導
師任教其中一班功課輔導班。在有限的時間內要找到合適的人選實在不
易，但上帝滿有恩典！祂感動了梁美珠姊妹接任教育中心的行政工作；
又預備了兩位主內肢體，在此過渡期間肩負了功輔班導師及代課的職
責，後來又得現任的導師合作處理了教學方面的問題，更有新導師加入
我們的導師團隊，這都是上帝的恩典和帶領，讓我們能順利過渡。 

  而事工方面，就以上年十二月來說，本堂首次參與屯門西院牧舉辦
的福音晚餐聚會。也是首次與青年使命團合作，讓他們在本堂舉辦活
動，款待他們的會員；又與他們一起在錦薈坊有聖誕的表演服侍，藉福
音粵曲、讚美操、舞蹈、福音劇等表演，加上信息分享，讓街坊認識耶
穌降生所帶來的福音。 

  感謝主的保守和帶領，讓我們的事工並沒有因人手的不足而減少，
反而上帝給我們機會去發展新的服侍方向。 

  堂會方面，除了原有的山景長者日間中心的服侍，今年我們更開始
每兩個月一次，福音粵曲小組前往山景長者護理院服侍。此外，三月下
旬，本堂獲邀進入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前往參與 Youth Zone 的小組
活動，認識學生及了解其運作，預備在今年九月開始，正式入班帶領小
組。 

  教育中心方面，今年三月份開始與一間基督教的輔導學院商談有關
與本堂教育中心合作，提供其學員作實習場所之安排，故四月開始，其
學員在本堂的教育中心開辦了一次家長講座及六次的家長工作坊，又與
參加者進行輔導。 



    從以上種種，我們都可看見上帝的恩典和帶領，若不是祂預備，我
們又怎能有這些機會呢？若不是祂給力量，我們又怎能成就這些事工
呢？這讓我想起保羅的體會—「他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
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12:9) 
 

 

 

 

 

 

 

 

 

 

 

 

 

 

 

 

 

 

 

 

 

 

 

 

 

 

 

 

 

 

 

 

 

 

 

 

 



賴家寶傳道：「來」主前，「去」傳揚 (2017 年 6 月)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祂那裏。」可三 13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太二十八 19 

懷著一種渴慕去探索主，筆者認為是不可缺少的，因它能散發出寶貴
的驅動力，使我們不斷地向着主的生命前行。開首的兩節經文更擴張了
筆者的看法，耶穌不單叫人「來」認識祂、跟隨祂、親近祂，並且吩咐
人要「去」傳揚祂的福音，使萬民作祂的門徒。 

「來」對筆者而言是甚具意義的，回想自己如何認識主和親近主，使
我更覺主恩深廣和無法測度。 記得少年時的我便跟隨姐姐回到教會，認
識基督教信仰，與主內弟兄姊妹一同成長，參與教會各種活動和事奉，
並且受洗成為信徒。然而，那時的我卻未能完全體會上帝的大愛，只是
深信世上有一位上帝，祂很愛世人。曾幾何時，我也以為基督徒就是勤
參與事奉、守主日、生活循規蹈矩、孝順父母、勤工作……等。 

但我感謝上帝，於 1998 年，祂賜我機會在主裏得蒙生命重整和再思
我的信仰。那時，因為心靈上的需要，我祈求上帝為我預備一份半職的
工作。果然，上帝就應允我的祈禱，給予我一個機會進入一間幼稚園作
幼師。在接着的 6-7 年間，我承擔着幼師的職責；上帝藉着這裡的人和
事，讓我看見自己隱而不見的罪，包括我內心的驕傲、放縱的情慾、不
順服上帝的心、嫉妒和愛心的不足等，就如雅各書三章 2 節所說：「原來
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真的，以前的我內心總覺得別人有很多不是的
地方，但我卻忘了檢視自己的種種不是。在幼稚園工作期間，上帝讓聖
靈光照我，使我認清自己的罪，也幫助我在主裡求赦免。使我真的明白
了基督為我們犧牲的意義了，我是被主的重價買回來的，我知道因着基
督我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感謝主！ 

上帝是奇妙的，我最初的祈禱動機雖然只是為着自己的需要，但上帝
沒有計算我，祂卻讓聖靈在我心中工作，引導我進入興學證基協會，進
修基督教教育學士課程，過程中不斷修正我的想法和方向、建立我，使
我得以成長起來。同時也賜予我機會修畢幼稚園教師的證書課程。回顧
這一切的經歷，使我更體會上帝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親近主使我心中懷抱祂的愛和恩典，祂無條件的愛更催逼著我要回應
聖靈的感召 － 要前「去」，為著上帝的榮耀裝備自己，擴張自己對上帝
的認識，學習如何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學習如何讀經、祈禱，學習如何
理解上帝的話語，學習如何去與人分享福音，學習如何去回應上帝的引
領，學習如何在生活中與主同行，學習合一和彼此相愛……等。因此，筆



者便踏上報讀信義宗神學院的基督教教育學士(B.C.E.)之路。 

「來」與「去」彼此緊緊相扣，上帝深知道我們的軟弱，並在經上提
醒我們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 十 五 5 ) 」 
因此，我們必然要「來」親近祂，也要願意「去」積極地、火熱地傳揚
祂，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成為上帝家裡的人。 

親愛恩主， 
祈求祢常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有正直的靈，  
賜我智慧去明白祢的心意， 
賜我開放的心靈來接受祢的陶造！ 

 

 

 

 

 

 

 

 

 

 

 

 

 

 

 

 

 

 

 

 

 

 

 

 

 

 

 

 

 

 



余霞飛牧師:母親節的反思 (2017 年 5 月) 

  我們每個人都是在母親的子宮內孕育成為胎兒，漸漸形成我們的身
體，直到日子滿足的時候，我們透過母親生產的過程，讓我們與母體分離，
成為一個嬰孩。 

  不是每個嬰孩都能受到母親的照顧，因為生產的過程有一定的危險。
加上每位母親的身體狀況、背景、性格及成熟度都不同，因此，不是每位
母親都能照顧自己的孩子成長。 

  今天若我們仍能接受母親的照顧，這是何等的福氣！然而人總是身在
福中不知福，有時會嫌母親囉唆，對母親的關心感到厭煩，人一出了家門，
便神龍見首不見尾，也不會想起在家裏掛心的母親，連一個短訊或一通電
話也欠奉。 

  母親也許嘴裏會發發牢騷，心裏卻沒有真要和子女計較。相信每位母
親所說所做的一切，出發點都是為子女好的，只是所用的言詞和方法未必
一定適切子女的需要。加上生活及工作的壓力，有時也會讓母親抓狂，失
控地說了或做了傷害子女的言詞或行為。 

  母親對子女的愛，可說是在人倫關係中，最無私的愛。然而，這無私
的愛仍有很多不足和限制。只有在上帝的愛中，母親才能支取到力量，去
面對和超越自己的不足和限制，讓母愛能發揮得極致。 

  作母親的，若曾經歷上帝的愛讓她的生命得著改變，相信她必願意自
己的子女也能得著上帝的愛。我記得小時候，我的母親常把握機會向我們
作見證，講述上帝在她身上的作為，囑咐我們要愛主愛人。這也是我母親
給我最寶貴的禮物。 

  從小受到母親的影響，我對上帝自小開始便建立了一份單純的信心和
順服，雖然在成長的過程也會遇到反叛期，但這信心一直在我心中，成為
我的力量和幫助，直到今天。因此，當我生了兒子，成為一位母親後，我
最期望的是兒子能對上帝有一份單純的信心和倚靠，這將是他未來人生前
行的力量來源。 

  作為教會的牧者，我極盼望每位肢體能重視家庭的宗教教育。在家中，
讓我們向下一代見證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在教會，我們屬靈的家，向
我們的年青人見證上帝的大能。讓他們不論在家庭或是在教會，都能從不
同的人身上，看見上帝的能力和作為，堅立他們對上帝的信心。 

  就如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1 章 5 至 7 節中所說：「我記得你無偽的
信心，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的心裏，我深信也存在
你的心裏。為這緣故，我提醒你要把上帝藉著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
挑旺起來。因為上帝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自制的
心。」 

    求主幫助我們每位母親都如羅以和友妮基那樣，讓我們的信心能傳遞



給我們的子女和年輕人，讓他們能從上帝得著力量，他們的恩賜如火挑旺
起來，並得著上帝所賜剛強、仁愛、自制的心，去面對一切生活上的挑戰。 
 

 

 

 

 

 

 

 

 

 

 

 

 

 

 

 

 

 

 

 

 

 

 

 

 

 

 

 

 

 

 

 

 

 

 

 

 

 

 

 



余霞飛牧師: 我的尊聖夢 (2017 年 4 月)                  

  剛過的主日（2/4）是本堂 63 週年的堂慶崇拜，當日有信義神學院
的教授李廣生牧師蒞臨宣講，講題是《從復活盼望看我的尊聖夢》。講
道期間他提到“尊聖”這名字，並引述主禱文中“願人都尊祢的名為
聖”，幫助大家把視野拓闊，放在如何實踐“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的
遠象上。 

  相信每位弟兄姊妹的尊聖夢都會不同，因我們每個人在尊聖堂的日
子長短不同，感受和體會自然也有不同，我們個人在尊聖堂的參與程度
不同，所期望的也會不同。在我來說，我是由 2015 年 11 月開始正式加
入尊聖堂這大家庭，至今剛滿一年零五個月了。對大部份的弟兄姊妹來
說，這只是很短的時日，會有怎樣的尊聖夢呢？ 

  平常睡覺，我是一個很少發夢，又或者發了夢也完全忘記的人，因
此夢對於我來說，是陌生的。但我的尊聖夢所指的，並不是在睡覺時所
發的夢，乃是指我們對尊聖堂的期盼和夢想。因此，不論日子長短，只
要感情投入，有愛自然有夢想。 

  尊聖堂在屯門這個地區已有 63 年，按理社區人士該知道我們堂會
或教育中心的存在，否則我們便要好好檢討原因何在了！過往 63 年，
我們做了些甚麼呢？最近幾個月，有兩次與人接觸傾談的機會，讓我深
深感受到，過去尊聖堂透過幼稚園的服侍，真的讓人對我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記得 2016 年 12 月，與傳道部執事及部員一起出席院牧事工所舉辦
的福音晚餐，在我們組內的一位女士，她原來曾是我們的幼稚園家長，
因此當我們邀請她返教會時，她很快便表示願意，只是那時她先生離世
不久，女兒安排她往外地與女兒同住一段時日，但她說回港後會來教會
找我們。 

  另外，一位來本堂申請婚禮借堂的姊妹，她告訴我她是我們幼稚園
的畢業生，很想在本堂舉行婚禮。由於她想申請的日期經已外借，我只
好拒絶她的申請，但若她願意選擇其他日期，我可以再替她安排，她很
快便選了另外的兩個日期，待我回覆，並在交表格時已附上按金，可見
我們的幼稚園對她的成長來說，該有些特定的意義。 

  我的尊聖夢—每位弟兄姊妹每天都經歷上帝的恩典和同在，在上帝
的話語裏生根建造，長大成人；凡事均交在主的手裏，讓上帝向我們說
話；肢體之間，互相欣賞、勉勵、扶持、配搭，彼此同心，見證基督的
愛在我們中間；並且關心身邊未信的同事、親友，不但私下為他們禱
告，也找緊機會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恩典和愛，並與他們一起祈禱，讓他
們一同體會和經歷禱告的力量。說是很簡單，但要實現卻有賴眾弟兄姊
妹的同心努力。 
 



余霞飛牧師: 攻克己身 (2017 年 3 月)                    

  今年 3 月 1 日已正式進入預苦期，當晚本會元屯區各堂會，在本堂
舉行了聖灰日聯合崇拜。當晚出席的肢體在塗灰禮中領受了以灰所劃的
“十字”，讓大家預備進入預苦期，與基督一同迎向祂所要走的苦路，
完成祂來到世上的使命。 

  每年元屯區教牧同工都用心製作預苦期靈修集，幫助信徒在這段期
間，好好親近上帝，藉著上帝的話語，反思自己的生命。說實話，每天
閱讀靈修集的內容不難，但認真反思生命則極不容易。在預苦期這四十
日（主日不計算在內）正好讓我們學習如何攻克己身。 

  就好像預苦期第一主日的經文中，論到始祖犯罪。由於“女人”未
有認真聆聽及記著上帝的吩咐，便讓蛇有機可乘，一步一步地引誘她忘
記上帝的話，容讓自己放縱私慾，最後終違背了上帝的吩咐，讓她自己
與丈夫均被趕出伊甸園。 

  反觀耶穌面對魔鬼的試探時，祂能完全洞察魔鬼的詭計，一點也不
被動搖，由始至終堅守父上帝差祂到世間來的目的。祂絲毫不鬆懈，謹
守祂作為人子的本分和崗位，不因個人的私慾而向魔鬼妥協。祂且十分
熟悉上帝的話語，以此來擊退魔鬼。 

    究竟我們是像“女人”那樣，因個人的私慾而忘記上帝的話呢？還
是學效耶穌那樣，攻克己身，堅守父上帝給予祂的使命呢？ 

  就以主日崇拜為例，每週的主日崇拜禮儀，我們都會有一些非常熟
悉、每週念誦的儀文，如：認罪禱文、使徒信經及主禱文等。這些耳熟
能詳的儀文，我們是“念口簧”呢？還是由心發出的認罪、認信及禱告
呢？ 

  在我們接受洗禮前所上的學道班，內容必定包括信經、十誡和主禱
文，這都是幫助我們清楚認識我們所信的三一上帝，也藉著律法讓我們
承認自己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救恩，並幫助我們禱告時能有正確的目的
和心態。 

  但在主日崇拜中，當我們認罪時，有否認真地省察自己的過犯，從
心裏去承認所犯的罪，求主上帝憐憫呢？而認信時，又有否存感謝讚美
的心去宣認這位創造、拯救並仍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呢？以主禱文禱告
時，有否調整我們的心態，以上帝的名得著尊崇、祂的旨意成就為目的
呢？ 

  這個預苦期，就讓我們還原基本步，從最基礎的禱文和信經來作反
思，讓我們好像《每一日》這首詩歌的歌詞所說：「每一日我主，我懇求
三件事：更深刻認識祢，更虔誠敬愛祢，更緊緊地跟隨祢，每一日。」 
 

 



余霞飛牧師: 新年願景 (2017 年 2 月)                                       

  剛過的主日，崇拜後舉行了本堂的新春團拜，雖然聚會的時間不算
長，內容及食物均簡單，但見弟兄姊妹濟濟一堂，其中有新受洗及轉會
的肢體，剛來參與我們崇拜的友好肢體及新朋友，氣氛融洽，心裏特別
感謝主上帝。 

  經過年多以來在尊聖堂的服侍，深深感受到弟兄姊妹的好客和熱
誠，這實在是教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素。堂會若能讓新來的朋友感到受
歡迎、被接納和關心，相信他們便有動力繼續參與。 

    相信要擁有及保持這份好客和熱誠，並非單靠我們人的個性或能
力，乃是要經歷過主的接納和恩典，並祂藉著肢體對我們的接納所帶給
我們的溫暖，以致我們能擁有這樣的屬靈氣質，生發這份熱誠，能去溫
暖我們周圍的人。 

  盼望在這新的一年裏，尊聖堂的肢體能天天以上帝為樂，經歷祂的
同在、保守及看顧，在信心、喜樂和盼望上都得加增，讓我們更深刻地
體會主上帝對我們的愛，認清祂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靠著聖靈的引導
和能力，讓我們在生活、言語、行為上，都蒙祂的喜悅。 

  願意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能一同警醒，彼此守望，不被罪惡引誘，
保持與上帝和好及親密的關係。不但如此，我們要成為和平的使者，讓
我們周圍未認識或未相信上帝的親友，能早日與上帝和好，與我們同得
福音的好處，讓他們也得著上帝的恩典，生命活得更豐盛。 

  在新的一年，讓我們一同學習與上帝同工。我們受洗歸入基督，基
督乃是教會的頭，我們乃是祂的身體，彼此互為肢體。身體（教會）要
做任何事，均是接受頭（基督）的指示，然而身體（教會）各部份要彼
此協調、配合，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如身體（教會）有任何一個肢體要突顯自己，或有自己的想法，而
不願與其他肢體協調或配合去完成頭（基督）的指示時，我們便很難完
成任務。因此，學習與上帝同工的最大功課，乃是要學習順服。 

  我們所順服的不是別人，乃是基督（教會的頭）。若我們把重點錯放
在與我們配合的肢體身上，那便容易有比較，導致互不順服。但若大家
均是按照頭（基督）的指示，一同按主所給我們各體的功用，互相配
搭，各盡其職，定必能事半功倍，讓身體（教會）得著最大的益處。 

  期盼在新的一年中，我們能一同以上帝為樂，與上帝和好，並與上
帝同工，建立自己與上帝有親密的關係，帶領更多人歸向上帝，同心建
立教會，讓我們在世上，為主作鹽作光！ 

 
 

 



余霞飛牧師:「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017 年 1 月) 

本堂 2017 年的全年主題：「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主題經文：「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 10:24） 

    在 2016 年，本堂面對很多的轉變，事工方面：開展了福音粵曲小
組、姊妹小組的查經改為查經小組讓弟兄也可一起參與、姊妹小組改於
每月第三週舉行（著重團契相交）、屯門長者日間中心的長者團契加入了
福音粵曲的服侍、參與新界西院牧事工舉辦的福音聚餐、福音粵曲小組
前往山景長者護老院服侍、與青年使命團在本堂合辦聚會招待其會員、
福音粵曲小組及讚美操平台連同青年使命團一起在錦薈坊舉行聖誕報佳
音活動。人事方面：教牧同工、教育中心行政幹事及兼職同工的離任。 

  從以上的各項轉變，我們可以發現，本堂的肢體乃樂意學習主的話
語，也享受彼此團契相交，更樂於參與服侍。即使人事上有變動，弟兄
姊妹仍同心協力、主動地與教牧及執事配搭，一起努力完成服侍。 

  因此，2017 年本堂所定的全年主題，乃按著本堂肢體的特質，推動
「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積極善用及發揮弟兄姊妹的恩賜，
讓我們在基督的愛裏，長大成人，把主的愛傳揚開去，服侍更多有需要
的人，引領他們來到上帝面前，與我們同得基督的救贖恩典，生命活得
更豐盛。 

    要能做到「彼此相顧」，我們必先有更親密和能夠互相支持的小組生
活。因此，重整靈修小組的目標和內容，是十分重要的。若我們能讓各
靈修小組好好發揮他們的功能，成為彼此相顧的組群，不但在聚會的時
候，甚至在生活上也能互相支援，這是何等的美善呢！  

  其次，新朋友及新會友的關顧和跟進，也是不可忽略的。在這方
面，建立有系統的初信成長及栽培課程，讓他們能在基督的信仰上根基
穩固，這固然重要。但有弟兄姊妹陪伴及關心他們靈命的成長，讓他們
體驗我們是在基督的愛裏，互為肢體，彼此扶持，則更為重要。 

  當我們成為一個愛的群體，自然便能「激發愛心，勉勵行善」，透過
實際的行動去將主的愛傳揚。就像過去一年那樣，我們透過讚美操平
台、福音粵曲小組，不但吸納了新人，同時也讓他們得聞主的福音，且
提供機會讓他們參與服侍。 

  尊聖堂在屯門這個地區，快要滿 63 年了。回顧過去，我們除了透過
幼稚園及教育中心的服務，我們在社區內，有沒有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並且透過我們的服侍，認識我們所信的上帝呢？願意我們從 2017 年開
始，讓聖靈的火燃點起我們的熱心，興起為主作工，同心在區內見證主
基督，讓祂的名得著當得的榮耀。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