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心聲

活動剪影

麥姑娘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 7月22日福音主日

在信主前，我的人生沒有方向，也不明白人生有甚麼意

創意一：深入對準問題所在
聖經中記載了一個很重要的事蹟。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信徒人數迅速增
加，發生了爭執。說希臘話的猶太人，抱怨講亞蘭語的希伯來人，「在
日常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使徒行傳6章1節）。使徒就決定從
弟兄中選出七個有好名聲、滿有聖靈和智慧的人，派他們管理這事（3
節）。這七個人都有希臘名字（5節），換句話說，他們都是講希臘語
的信徒。由於他們是屬於這個被忽視的群體，所以最能體會這個群體面
對的供給不足的問題。之後問題解決了。使徒為他們禱告，上帝的道興
旺起來，教會信眾人數繼續增加（6-7節）。

義。直到信主後，明白到我們每一個人在上帝眼中都被

的，而我們一生的年日都是在上帝的手中被陶造成為合
用的器皿。因此，我決定將生命主權交給上帝，讓上帝

- 7月22日Flow於7月30至8月6
日前往泰國東北短宣，
大家出發前立志祈禱

陶造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也開始認真投入教會生活。

成長會帶來挑戰，部分的原因是教會必須接受更多的差異，認識本身的
限制，打破慣例的隔閡。人人都不想遇到衝突，然而，作為教會的領導
者不能迴避差異和問題，必須承認自己的限制，抱持著謙卑的心，察驗
上帝的善良可喜悅的旨意。若我們尋求聖靈的引導，就能以富有創意的
方式，將潛在的危機轉變為成長的契機。

在2012年， 我參觀了四川地震遺址時，看見這地方一

片頹桓敗瓦，想到當時災民逃難的情境必是十分可怕及
絕望，心裡有說不出的悲傷，醒覺人的生命好有限，唯
有人的靈魂得救才是最重要！可是，當我在2014年第一

- 7月16-20日暑期聖經班

次聽到上帝的呼召時，心裡充滿掙扎和憂慮，於是暫時
放下考慮全職事奉的念頭。 到了2015年初，我跌進了

活動預告

人生的低谷，但卻深深體會上帝對我不離不棄的愛。縱
然我覺得自己不配服侍上帝，也認為能力不足，上帝仍
然藉著不同差傳聚會呼召我，祂讓我明白祂不是要我成
為最好才呼召我，也不是看人的能力有多大，而是單單
因為經歷主耶穌的深恩厚愛時，以致甘願作一個合乎主
心意的人來回應上帝的愛。
在我接受全時間裝備的路上， 偶爾因面對困難而有想放
棄的想法，然而每當我謙卑禱告依靠上帝的時候，祂的

能力就在我這軟弱的人身上彰顯。但願在我無論面對任
何境況，仍能緊緊仰望上帝的恩手前行，因為能服侍上
帝是踏上滿有恩典和豐盛之路。

發揮創意擁抱差異

季刊

隨著教會發展，迎向社會變化，要面對不少挑戰，基督徒要在愛心的功
課上，學習互相接納。這些挑戰都可能會帶來不愉快的感受。無論在哪
裡，人與人之間都會有誤解和分歧。教會也不例外。倘若我們沒有以適
當的方式消除差異，可能會惡化成結黨紛爭。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麥倩儀，是播道神學院二年級學生。

看為是獨特(Unique) 、 特別(Special) 及寶貴(Precious)

<牧者心聲 - 黃景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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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二：開放態度聆聽意見
教會中常出現一個錯誤假設，就是「為了合一，我們基督徒不應該有磨
擦以及意見不一」。進深一層的假設就是：「優秀的基督徒領袖一起服
侍，理當合一。」我們所接受的教導就是我們在凡事上包容與謙讓，為
了主，就算吃了虧，也不要緊！總而言之，衝突與磨擦有失見證，宜盡
量避免。當衝突出現，若因害怕表面衝突而掩蓋了實情，則反映我們本
身無力面對。
有種磨擦稱為「有機性磨擦」（Organic Conflict）。這類磨擦包括不
同的個性、作風等。信主後，基督徒依然是一個普通的人，是獨立的個
體，當我們走在一起時，便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彼此努力、互相尊重和信
任。面對磨擦，我們需要有成熟的生命及互相信任，這是我們要一心追
求的。
換句話說，教會可以容許有機性磨擦。
誠然，合一是基督徒信仰最突出的標記，愛心是維持合一的不可或缺要
素。可是，基督徒在一起時往往意見不一及出現磨擦，是否一定不對及
不像基督？對厭惡磨擦的人來說，這情況令他們感到別人好爭辯，因而
產生不快甚至苦惱。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和作風，合作上出現差異是很平常的事。倘若我
們能採取開放態度面對質疑的意見和觀點，把自己不同的背景、屬靈經
驗和個人價值觀、不同的意見鋪陳出來，供大家斟酌，這是整個群體成
熟的表現。若能通過這階段的考驗，便能釋放教友們真實合一的力量。
惟有如此，教會才能成功建立。
孩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或舌頭上，總要以行為和真誠表現
出來。(約翰一書3章18節)
參考文章：《事奉配搭的塑造》。作者：趙錦德牧師，加拿大On
Track領袖培訓學院院長。

男男自語

1. 團契的背景
- 2007年成立
給已婚弟兄一個屬於自己的團契，最初為年輕的團友，漸
漸轉變為中年的男士
- 每個月的第一個和第三個星期六,下午7:30聚會
通常會分配一次查經和一次合團吃飯。
- 已婚男士年齡層: 45-70 |人數: 16人
- 團歌：詩篇：133 | 團歌：以弗所書 5:15-17

2. 團契的特別之處
合團吃飯是其中一個特別之處，男男自語喜歡以食物凝聚
其他團契。透過合團吃飯可以拉近其他團契和自己團契的
關係。是一個實用又簡單的方法。其中已經與MIC ，以利
亞團，守望者，蒙大恩合團，希望延伸這個模式至其他團
契。
另外，男男自語的團契氣氛簡單。有時候，團友所提出的
週會建議，很快就會被通過。可見團友同心，互相配合
3. 難忘的經歷？
上一次堂慶的大煮飯時，
那個爐突然壞了，事情
非常突發，於是昌哥及
添哥冷靜應對，便到外
面再買一個新的，找了
好幾間鋪店都沒有，到
最後一間店舖才找到一
個適合的爐頭，非常感
恩，一定是神的恩典導
致我們成功為整個教會
準備食物

4. 團友心聲
添哥：生活各有各忙，優先照顧家庭，
現在子女長大，有較多空餘時間，團友
之間容易相聚團契經歷不同時間的高低
黃牧師：近年凝聚力更強，帶起士氣事
奉弟兄姊妹，透過分享食物，付出的同
時亦感受弟兄姊妹的愛。
昌：返教會已有50 多年，小朋友便由
父母帶我回教會，直今有50多年，對教
會好有感情，儘量抽時間 可以做到無
私奉獻。
李健：一起煮食，關係更密切。
當大家預備食物已是很好熱身，食
飯期間，營造家的感覺，大家互相
鼓勵，無所不談

以利亞

詩篇139:1-2 , 17
1.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2.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17"神阿，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1990年前職青團到現在以利

亞團之團友
張蓮香，許敏兒，陳志光，
黃永恩，葉端生，
姚志仁，彭英，黃秀媚，黎
玉珍，蘇玉添，鄧麗常，張
秀容。

1. 團契成立背景：

-1986年成立。
1999年改名為以利亞團，期望團友效法以利亞的熱誠與忠心，認
定耶和華是神，既有隱密的靈修， 亦有迦密山的鬥爭，不論環境
順逆，一生為信仰而戰，留下美好榜樣，薪火相傳
- 團契的對象: 中年男女 | 年齡層: 40-60 | 人數:8-12人
- 團契的時間: 第二個星期五晚上8:00--9:30
第四個星期六晚上7:30--9:00

2. 回顧

回顧過去團契滄海桑田的變化，有在信仰道上淡然流失的，有因
著工作家庭移民海外的（加拿大、英國）。隨著堂會植堂的發展，
好些熱心的肢體先後於九零及二千年代投身廣福堂和富善堂，至
今仍是堂會的中流砥柱。也有蒙召全時間事奉的團友，在區會轄
下堂會（沙田堂、長老堂）、其他宗派堂會（南亞路得會、崇真
會、播道會、銘恩堂）或海外教會（澳洲、臺灣）獨當一面，牧
養群羊。
感恩過往幾年團契有初信的新團友加入，更感恩有多年未見的
舊團友重現。經過人生的波濤跌宕，我們在相識的地方相聚，一
見如故，再見更親，彷彿從未分離。留守的喜出望外，鳥倦的回
歸有巢。"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
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
為我名的居所。" 尼希米記1:9

3. 前瞻

歲月周行不適，上帝愛顧無斷，衪以思典為年歲的冠冕，我們走
過的路徑都滴滿脂油。昔日年青力壯，無憂無慮年青團友，今日
都變得成熟了，除繼續在職場上馳騁外，更需要在家庭中肩負扶
老攜幼的責任，忙碌和疲倦是我們的常態，因此我們希望團契可
以成為團友們繁囂中的一片綠州、一個涼亭或是一個加油站，能
在日常緊張節奏中提供一片可安竭的青草地，一杯涼水打打氣！
互相鼓勵，在十字架的路上勉力前行。正如教會2017和2018主題
由內而外 相親相愛，靈命培育 傳遞使命。

4. 團友心聲

鐘耀昌，莫歡祥，蔡光鎮，
馬天才，李健，張瑞庭，
梁建明，陳添福，陳志光，
葉輝其，丘榮光，Jack，
Stephen Wong，
葉瑞生，蘇玉添

添哥: 作為聯絡人，有次不主動聯絡團友，但該次聚會有很多人
回來。 這讓我想到，團友參與與否不是靠人力量，不是靠自己
能力。神有祂的安排。團契背後總有人默默 付出，卻不一定見
到；不看重自己的能力，團契不是一個人，而是整體。

Cannie: 近年 可以參與以利亞及蒙大恩，接觸更多人；
更因合團，拉近人的距離，不會各自修行，讓不同團契
之間都有接觸，這是好的演變。有時間便會參與教會聚
會或事奉，因為想到自己是神的兒女，想盡本份做好。

蒙大恩
在2008年10月梁趣溶姑娘剛上任成為大埔堂宣教師，
Beryl及Cat兩位姊妹與梁姑娘商討教會應開始有婦女的恆
常聚會，籌備到2009年2月聯絡到有幾位姊妹也願意參與，
於是開始有定期聚會，定名為蒙大恩婦女小組。
2011年9月8日會議定出重要的事件
1. 由「蒙大恩婦女小組」改名為「蒙大恩婦女團契」
2. 成立第一屆團契職員
團長 : Bobo | 文書 : Judy | 財政 : Beryl | 關顧/聯絡 : 蓮香
3. 探訪核心成員：梁姑娘，蓮香和Bobo
4. 團訓和團歌
團訓: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路1:46-47)
團歌: 我心尊主為大
團契的對象：已婚婦女 年齡層： 45-65歲
平均出席人數：14人
總人數：35人
團契的時間： 逢周四 | 10:30-12:00 (7至8月暫停)
團契活動：定期探訪住在老人院的弟兄姊妹(每季有
一至兩次 )、查經、遠足及到其他團友家中整食物
團契的改奱
Cannie：
當小朋友年幼時，他們
上學後，我們便有時間
參與婦女聚會。當小朋
友長大後，升上中學，
有些姊妹則外出工作。
現在，子女成家立室，
婦女照顧孫兒，面對另
一個生活的轉變 。即管
大家話題不一樣:，我們
會藉著查經，一起分享。 難忘的事件

使人得力的詩歌
<我要向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
的耶和華而來！

Cannie：
團友Bobo 因病離
世，自己怠到無
助時，團友一起
默默關心及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