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0期	 2012年5月13日	

　　每逢春天，當我們看到樹上長出新芽，就感受到大自然循環不息

的生命力。今年，永光堂新增了六個隊工——Sport 以諾小組（三項

鐵人）、Re-creation 以西結小組（Amazing Game）、運動栽培隊、

音樂栽培隊及少年團新團契拿細耳團。新隊工的成立，也彷如一枝枝

新芽，他們懷著滿腔熱誠，肩擔福音使命，期望以嶄新的佈道手法建

立群體。以下先為弟兄姊妹介紹其中兩個新隊工，感受著他們為永光

堂福音事工帶來的新氣象。

2012 年永光新隊工

Amazing Games for Amazing Grace
Re-Creation 以西結小組／李君浩弟兄 

　　感謝神，讓以西結小組於今年成立，以桌上遊戲

（Board Game）作為福音工具，邀請新朋友參加聚會，接

觸教會，認識信仰。（在此亦澄清一下，以西結小組和棋

妙策士實屬兩個不同部門的隊伍）

　　以西結小組的同工原本同屬拿撒勒之家尼西大組

內的一個小組，在家生活已有三年多，希望今年以隊

工來服侍神。經過祈禱、相討後，我們決定加入 Re-
Creation，以以西結為名，成立福音桌上遊戲隊工，對外

以 Gospel Amazing Games（G.A.G.) 為接觸新朋友團體

之名稱。

　　為何以以西結為名？此來自以西結書三十四 11-13：「主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

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

裡救回他們來。我必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各國內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

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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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尋找、救回、牧養」就是我們的使命。

　　Gospel Amazing Games 名字的靈感來源自經典詩

歌「奇異恩典」的英文原名 Amazing Grace，我們深

願每一位在遊戲當中一同經驗上帝的恩典；而簡稱

G.A.G. 是演講術語，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語句，我

們深願將福音種子藉著我們能深刻的散播到新朋友的心中。「Amazing Games 
for Amazing Grace」就成為我們的口號了！

　　以西結小組每月第二及第三個主日下午三時於永光堂四樓走廊舉行「桌遊

體驗」聚會，當中會與弟兄姊妹玩遊戲、介紹新遊戲、彼此交流、分享時間。

我們除了邀請新朋友參加聚會外，也歡迎各家、部門和隊工參與，或邀請我們

為大家預備切合單位主題的桌遊聚會。感謝神！成立至今，小組已為拿家、拿

栽亞米路哈瑪小組、音樂栽培隊、M&M、鴿子園

等舉辦桌遊聚會，連同邀請到來參加聚

會的新朋友，意外地已接觸過 200 人

次，其中有 20 多位更是新朋友。

　　小組正在籌辦一個聯誼性質的桌

遊比賽，誠邀各家、隊工、小組組

隊參加，讓各單位增進認識，建立

情誼，互相守望。這都是以西結

小組目標之一。

以下有一些代禱事項，邀請你為我們
禱告。

1）現時小組只有五位同工，大部分於
日間工作外，晚間亦要進修，再處
理隊工事務就需要額外心力，求上

主賜智慧讓我們懂得安排。

2）小組要非常小心地選擇桌遊產品，
因資源及時間有限，購買合宜、正

面、有意思的正版遊戲，是一件艱
巨的任務。這些事上，求上主賜福。

3）小組在牧養上需要其他肢體協助，求上主為小組安排有牧養恩賜的肢體參與事奉。

　　以西結小組非常歡迎各單位

聯絡我們預約安排桌遊聚會！

願主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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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朝氣活力的運動栽培隊
運動栽培隊／駱聯奎弟兄

　　運動栽培隊，與其他栽培隊有著相同的使命，就是讓新升團肢體認識並投

入青年團當中！稱為運動栽培隊，服侍對象當然就是一群熱愛運動或希望以運

動恩賜事奉上帝的弟兄姊妹。

　　不得不提我們的一大特色——年輕！有兩位同工仍在學，剛完成了升團栽

培課便，便急不及待投身事奉行列，為團隊注入了年輕的朝氣與活力！

　　隊工處於起步階段，各人都盡忠竭力為隊工建立穩固根基，有時難免

會遇到挫折，感到艱辛，但慢慢我們體會到艱辛挫折只是暫時的！記得一

月時，我們舉辦自助燒烤戶

外活動，可惜卻遇著傾盆大

雨， 但 各 組 員 竟 然 堅 持 繼

續！那一天雖然天氣不佳，

組員只能圍坐燒烤，但是大

家就這樣有說有笑，彼此分

享了很多往事，友誼亦就此

展開了！

組員分享

蔡嘉欽（同工）

在未來，我盼望栽培隊能帶領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扎根成長，使各人皆有一顆熱

切追求靈命長進的心志，投身及珍惜服侍的機會，忠心事主。除了在屬靈方面

上的展望，我們盼能在團契生活中加入不同的運動元素（如正運作得如火如荼

的籃球隊），建立及加深肢體間主內的情誼，發揮運動團隊精神；也盼望弟兄

姊妹更多了解教會，肯定自己的恩賜，為上帝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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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焯楠（同工）

運動栽培隊自成立後已是第五個月了。隊工組員來自五湖四海，而我們卻有一

個共通點，就是活潑好動。於運動技能方面，對於我這個「樣樣半桶水」的人

來說，其他組員真是太強。但談及事奉方向，我們每人也需要有一個明確、清

晰的目標——利用自己的長處且美好的靈性去事奉神。每當我們在運動場上揮

灑著不息的拼勁時，不但提醒自己要努力在天父的帶領下做好栽培員的職分，

也勉勵著我們在信仰路途上要自強不息，堅守信仰的每一步。同工們持守一個

共通的信念，就是在這地方努力地榮耀神。

陳金龍（新升團肢體）

大家好啊！我是阿龍，大家都會叫我

肥仔！不知不覺，在運動栽培隊生活

差 不 多 五 個 月 了。 最 難 忘 就 是 在 這

裏，我多了一位哥哥！為什麼？因為

我有什麼事都會打給他，與他傾訴、

分享，有時還一起吃飯！我覺得他

就像我的親生哥哥一般！在這隊工

裏，我們就像一家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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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振奮人心的致謝信

（信件內容）

致親愛的黃牧師，值理們及家長們：

　　牧者、衷心感激妳對於傷殘人士在教會內使用升降機情況的關注及協助。

在短短一個月多，迅速的回應，立時實行的臨時措施，真令我這位小小的

平信徒，感動不已。

　　作為一位行動不便的病者，身在社會中更被視為弱勢社群的一員，然而在

教會中，在神、牧者、值理們、家長們眼中，卻沒小看弱勢的我，反倒是

帶著歡迎、接納的眼光，以愛看待，感謝妳及大家以默默實幹的行動來接納、

體恤，並與病了的我同行。從你們身上，我看見主的臉容！願一切榮耀歸給

天上的父！並願小小的我，以禱告守望著這個可愛的神家！

主內

何麗衡

2012 年 3 月

今年 2 月下旬，大堂就升降機的使用需求

成立專案小組，在主日崇拜時段推出一輪

新措施，望能照顧到不同肢體的需要。就

在大家仍在觀望新措施的可行性之時，

何麗衡姊妹卻送來了一封致謝信，教一

班有份參與專案小組的肢體皆有所感

動。專案小娋組委員的努力，加上弟兄姊

妹的樂意配合、升降機大使的服侍，我

們看到群體的美善、愛心皆是娋從最微小

的服侍中展現出來。在此刊登何姊妹的

致謝信，並史提反之家黃志傑家長就此

事的體會，作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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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做揸車立人
史提反之家／黃志傑家長

　　這三個月以來，每個主日我都會提早回到永光堂，目的只有一個——

做永光揸車立人。以往的會員大會經常有肢體詢問搭車立的問題，我並沒有太大

反應，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小事，而且我平常在繁忙時間亦不需要搭車立。

但三個月前，牧者及值理開會時邀請了四家家長一起解決搭車立問題。我心想

這只不過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就二話不說便答應了，然而神卻在這事上

令我有所學習。

　　大部分肢體或會認為，只要大家盡量行樓梯和想辦法興建多幾部車立就可

以解決問題。但當我做了三個月揸車立人後，我真切感受到不同肢體的需要。

通常在主日有三類人需要搭車立，第一是長者，他們需要在崇拜後到各樓層繼

續聚會；第二是父母帶著小孩子上主日學；第三是各肢體因不同原因要趕

往某樓層開小組或交十一奉獻。因應這三種情況，揸車立人都會作出一些安排

去解決大家的需要，雖然這不是最完美的方法，但亦可暫緩當前之需要。

　　然而我發現有一些肢體的需要卻常被忽略了，就是一些傷殘和行動不

便的肢體。這些肢體往往不會刻意提出要求，卻是默默地等候。在我負責

揸車立的日子，我都會以微笑和快樂的心情去服侍這些被忽略的肢體，因為他

們從不大聲要求排最前，只會默默地等待我們的安排。這些沉默的肢體令

我的想法也改變了，神讓我更細心地看見弟兄姊妹的需要，並用不同方法

去服待肢體。我亦學習到當我有能力時，更應多加留意教會裏不同肢體的

需要，作自己能作的事。

帖撒羅尼迦前書三 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

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復活的基督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

　　經上記著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

裏。」（林前十五 17）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的信有什麼意義呢，我

們只不過知道有一位神，道成了肉身，祂死了，但祂的死與文天祥、

蘇格拉底的死又有什麼分別呢 ? 這樣，基督只不過是個沒有犯罪的義

人罷了。復活說明了基督真的死在十架上，祂曾下到陰間，但祂的復

活顯示出祂完完全全贖了我們的罪，祂勝過了死亡，因此我們才能說 :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死的毒鉤就

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勝。」（林前 十五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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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基督對我的意義
拿細耳團／何啟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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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說明了主耶穌基督不只是一個義人。如果祂沒有復活，那麼祂

對我生命的影響只如知道文天祥、蘇格拉底一般為理想、為民族犧牲的

人，只不過是一種「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展現。

然而祂的復活說明了祂是理想、民族、救贖計劃的主，祂是掌管歷史、

掌管生死、掌管世界的主。沒有復活的亮光，我便不能明白十架的意

義，不能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為上帝的大能，「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

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羅六 9）我們才可以與祂一

同復活。

　　基督的復活說明了壯士已被解除武裝，邪惡的勢力必須屈服，醫生

已來醫治病人，痳瘋病人得潔淨，罪惡的重擔已經除去，迷失的羊被尋

回來，父親的家門敞開，窮人和乞丐給召來享受筵席，仁慈的主人付全

薪給不配得的工人，所有的人心裏充滿極大的喜樂，神悅納之禧年已經

來臨。

　　當我們面對天國的來臨，而且不久將要完全來臨，你我又該如何

回應呢 ? 我們是否準備好加入拓展神國的事奉人群當中 ? 〈約翰福音〉

二十章 21-23 節如此說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

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

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

罪就留下了。』」這個復活節期讓我反思，自己可以怎樣實踐基督的使

命？循甚麼途徑去秉公行義，為邊緣群體和受壓迫的人獻上關懷 ? 讓我

們靠著復活主的大能，以悲憫的心，恆切的禱告，真誠的事奉，在世上

為主作見證。

　　復活的基督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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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倆（以下兩位筆者）都是永光的第二代，今天長大成人，

當我們回顧自己的成長路，每每發現媽媽在我們的屬靈生命上擔當著重要的角

色。今天，藉著這母親佳節，讓我們以文字表達我們對媽媽的愛。

P.10

親愛的母親大人：

　　小時候妳會寫信給我，現在我長大，到我寫信給妳了。

　　謝謝妳為我改了一個好名，我喜歡我的名字。

　　謝謝妳把我帶到這個世界，因為每一年的生日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同

工、小羊和我一起度過，讓我知道我是被愛的。

　　謝謝妳把永恆的價值放在我心中，自幼教導我，鼓勵我成長。3 歲的

時候妳要我返主日學；讀小學的時候，妳要我牢牢的背誦聖經科每一課的

主題經文；每天上學或睡前，妳都會和我有禱告的時間。我的屬靈根基就

此建立起來：我喜歡背經文。這廿多年的生活，我仍然持守早禱晚禱的習

慣。隨著我漸漸長大，妳又會和我分享妳靈修或聽道的得著。更驚喜的是

當我 21 歲的時候，妳送我一條十字架頸鍊，鼓勵我與神立約。

仰望之家／許諾恆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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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妳對我悉心的栽培。我

知道學畫畫和學琴價錢不便宜。

今天能夠以畫畫和彈琴事奉主實

在是快樂的事。

　　謝謝妳支持我事奉，服待少

年人。我知道當我一開始邊讀中六，邊做

助導，妳很擔心我事奉和學業不能平衡，妳知道我身體孱弱，怕我缺乏休

息，身體吃不消，擔心我只顧事奉不讀書。後來，妳被我的真誠打動了，

相信妳也看見天父一直在帶領我。記得大學最後一年，要寫畢業論文，課

業繁重，自覺很虧欠小羊，正當想放棄事奉的時候，妳反而鼓勵我主動和

導師傾談可以怎樣協調。雖然當我聽到的時候，表面很平淡，但我的內心

是非常激動，可能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會被媽媽鼓勵。慶幸我沒有放棄，因

為那一年是我和小羊走得最近的一年，也是最享受事奉的一年。到最近我

報讀教育文憑，妳說我可以選擇全日制修讀，因為可以更好的平衡事奉和

學業。能得到妳的支持，我很感動。

　　謝謝妳讓我選擇人生的方向。我知道妳想我和妳一樣做護士，但是當我

告訴妳我想讀英文，做老師去回應少年人的需要時，妳沒有反對，因為妳知

道我喜歡。我知道妳擔心我工作很辛苦，然而我很享受。妳要輪班，工作壓

力又大，有時工作中人事又複雜，我可以想像，妳的工作比我更辛苦。

　　謝謝妳以行動告訴我何謂愛。媽，妳真的很愛爸爸。當家庭有艱難的

時候，妳默默的支撐著。妳也很愛我和弟弟，當我們任性的時候，妳總是

包容。妳開闊了我對愛的眼界，愛就是無條件的付出和犧牲。

　　感謝神！我們母女關係之間有耶穌！作為第二代的基督徒，媽媽你的

教導，是預備我能夠被神所用。這是我覺得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母親節快樂！

主內

諾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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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之家／鄧芷菁助導

給媽媽：

　　這二十多年，很感激妳每天的照顧和關懷。可能有些時，我會有些脾

氣，然而感謝妳千般的愛心和耐性。除此以外，我感謝妳讓我認識信仰。

對於我這第二代信徒，通常都會被指所信的只是二手信仰。不錯，最初我

真的是被妳迫我上教會的，每個週三跟你返到永光，妳參與讚美祈禱會，

我就在操場打籃球。教會，對我來說，就跟球場、遊樂場無分別。

　　我感謝上帝，賜予我有妳這位

屬靈守望者。我知道，妳每天靈修

都有為我的生命代禱。在我少年

時，妳更極力地支持我上少年團團

契，直到今天，我確信，這升團的

決定對我的靈命來說，是一個很重

要的轉捩點。在少年團團契中，我

找到了同行者和生命師傅，最重要

的是，這讓我經歷到個人的信仰，

再不是二手的信仰。

　　媽媽，感激你無時無刻也為我生命著想和打算。

芷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