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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與你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各位主內平安】不經不覺在天恩堂實習

已有九個月，想起在這段實習期間，我確實

流過不少眼淚，但卻都是值得的，因為聖經

說「流淚撒種的人必然歡呼收割」。牧養確

實會遇到很多困難，但困難多，恩典更多，

在約瑟團我看見神奇妙的作為與帶領。我看

見團契從鬆散到凝聚；亦看見青少年人的成

長和一顆願意承擔的心。這是神賜給我實習

的大禮物。由於一直以來我都沒有機會與各位分享團契的點

滴，所以盼望透過今期的天恩家訊，讓大家不但對約瑟團及青少年人有

更多的認識和瞭解，同時也可以給予我們更多的禱告守望和支持。而這

篇家訊的重點還是想要告訴大家，主的恩典實在太多太美麗了。 

【喜見他們的成長】約瑟團成立不足兩年，但卻由不同的人或神學生

作帶領。做青少年工作需要有委身投入的導師，導師若經常轉換，對青

少年人會造成負面的影響。例如他們會對團契沒有歸屬感，難投入生活

並難與導師建立信任關係。但感謝神，我竟在實習的日子裏能看見他們

有很大的進步。他們開始投入團契的生活並參與事奉，每週輪流負責領

詩或帶遊戲，雖然他們未必很專業，但至少大家有一顆願意的心。而青

少年人是那麼的好動活潑，若週會只在教會的四幅牆內，又怎能滿足他

們的需須要呢？何況神的話是須要我們用行動去實踐的，所以在教會內

我會與他們有查經或專題性探討；教會外我會與他們去老人院做義工，

並按著他們不同的恩賜安排負責聚會內容，有些團友會帶公公婆婆玩遊

戲；有些則負責講見證和派禮物等。還有參觀正生茶莊，聽別人講生命

的見證之餘，我們的團友也負責領詩。透過這些事奉的機會，可操練他

們更有責任感、更勇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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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可不提的是之前一個事奉基礎訓練班。那課程共四堂，每堂約一

小時：內容包括領詩、主席、司事和領禱。起初我會擔心他們的反應，

因為要他們額外抽時間上課，會有人願意報名嗎？但感謝神，當中有六

位團友報名，而令我最感動和難忘是他們的學習態度竟然非常認真，無

論是在理論講解抑或是角色扮演，他們都相當投入和專心。這實在是超

過我的所想所求，透過這次訓練他們給了我很大的鼓勵和安慰，感謝

神﹗  

【不可不提】約瑟團的導師雖然經常有變動，最近連唯一出於天恩堂

的導師也因私事要暫時離開！不過，恩福堂的 Kathy 和慧儀導師，卻默

默地、不斷地在團契裡幫忙。所以，我要藉著這機會多謝她們對團契和

團友們的付出，願神親自報答她們。  

【代禱事項】青少年事工對教會來說實在是非常重要，約瑟團需要你

們的禱告和支持，特別是在導師方面，如果大家有心有時間又願意委身

的話，盼望能見到你們的參與。青少年人若能在教會有穩定的團契生

活，從小開始學習愛神愛人，這是他們莫大的福氣，是神給予他們的祝

福。最後，在這個暑假 25-29/7，有四位團友參與香港讀經會舉辦的青少

年領袖訓練，請為他們的學習與身心靈代禱。  

【個人大豐收】多謝雷牧師和各位弟兄姊妹給我在天恩堂實習。這九

個月裡我很深經歷神的同在與保守。在事工上我有很多參與的機會，例

如教成人和青少年主日學；策劃約瑟團週會和帶領等。同時神亦藉著不

同的人與事，讓我對牧養和自己都有更深層的認識與體會。特別是透過

一些不愉快事情，神讓我發現自己承載別人生命的能力比以前加深了。

在艱難困境中神亦讓我學習更加倚靠祂。我亦明白神要透過這些生命的

功課來磨練我的事奉心志並成為我的祝福，感謝神！而總括在天恩的實

習，我是感到非常喜樂和享受的。很高興能與大家一起走過這麼愉快的

日子。願神繼續賜福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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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2005 

天恩同樂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特輯 
沒有想到教會可經歷一個如此忙碌而多姿采的五月，五月初除了多個

小組分別組織旅行活動外，到月中教會轉移到循中舉行了一次戶外敬拜

加運動同樂日。也許香港回歸中國，我們也來為祖國的五一「勞動黃金週」

奏奏熱鬧，他們做「初一」，我們不單有「初一」也有「十五」來回應。 

其實天恩同樂日能夠順利進行，除有賴上帝的保守、師母“嘔心瀝血＂

的籌劃、各位弟兄姊妹的互相効力、與及江主任遊說天循中學借出活動場

地，這一切都是使它成功的因素，我們都要大大的記念。 

教會從未有一個活動，能使全會眾如此留意和投入，這有賴師母大力

的宣傳，利用之前數個主日家事分享時間，不單只鈎起我們伸展筋骨的需

要，更挑旺眾人的「鬥心」去實踐經文申 6： 7「也要殷勤教訓(教路訓練)

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天恩同樂日早在 2004 年底已開始籌劃，這事看來像是這麼遠，但原來

是那麼近，一覺醒來，它就在一個天色忽晴忽暗的主日全面展開。 

早上返教會途中，心想不知怎樣為今天的需要祈禱才是最適切。如希

望天色放晴，恐怕看見眾弟兄姊妹「汗流滿面」很是辛苦；若要陰天，也

担心大雨降臨影響比賽進行，有時覺得我們對上帝的祈求，連天氣都要微

調，實在有些過份。 

當走進了學校，遇見幾位弟兄姊妹一身輕鬆運動型的打扮，面上泛著陽

光般的笑臉，心情也頓然額外開朗，打過了招呼後就入座等候敬拜。但發

覺四週都有不規則，卻是行動一致的運動----就是大家都鼓動着手上的

程序表來當作扇子使用，心裡的危機感尤然而生，於是立刻向上帝再作一

次大膽的要求，相信也有弟兄姊妹像我一樣迫切地向神祈求讓天氣能變

得清涼一些。上帝真是一位滿有恩典和聽禱告的神，不消一刻，我們已在

一個充滿「涼風」的冷氣禮堂中進行敬拜。 

雖然禮堂的設備仍有不足，卻不減眾人向上帝獻上熱烈而富有動感的

敬拜，原來我們敬拜上帝，可以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甚至在家中「抺窗」、

「炒菜」和「拖地」時也能帶有敬拜節拍來讚美上帝。 

這天牧師只用了少於三十鐘時間就精簡地分解開一篇語重深長的道，

令眾人有「喜樂的心」。聽過了道，吃過了午飯，我們就馬上在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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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學會的這份喜樂實踐出來。先出場是各組啦啦隊施展他們的精彩秘技，

雖然手上揮動的只是水樽，報紙球和皺紙摺成的草裙，大家卻運用得出神入

化，極有專業的水準。 

繼而有蒙恩爸爸對蒙恩媽媽的籃球比賽，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牧師在眾

目睽睽下容許夫妻正面「衝突」而沒有叫停，當蒙恩爸爸一心一意要奪回失

去已久的「夫威」的時候，鄭德銘弟兄可能收到太太阿珠的密令，也可能對

媽媽隊的大落後有憐憫之心，就裝作糊塗地將籃球送進己方的籃內，幫助蒙

恩媽媽隊得了分。幸而牧師所傳的合一之道能藉此發揮果效，鄭弟兄才能幸

免於責。 

夫妻比賽後，就是青少年與職青的對壘，一如所料這班青少年的實力絕不

可輕看的，他們的耐力是較職青為優勝。接著下來另外兩隊青少年對壘，過

程中因雙方求勝心切而擦出「火」花。賽果是有些爭議，但神和好的靈再一

次與眾人同在，讓我們再一次明白為何牧師經常教導我們怎樣化戾氣為祥

和，最後這一群青少年能以謙卑互諒的心，化解這個「君子之爭」，再一次

彰顯了公義，牧師大可老懷安慰矣！ 

完了球賽後，就是「大力手球」比賽，安排了紅、藍、黃隊的長、中、

青成員排排坐進行比賽，其實賽場上沒有人在意能取得多少分，我們卻只看

見、聽見眾人在遊戲中的笑臉和歡笑聲，實在是一場只有歡樂的遊戲。 

賽事到了這個時刻，各人都開始感到陽光發出烤人的熱力，神體貼地送來了

幾片雲彩，頓時把氣溫降低一些，讓接下來的各項活動能在更舒適的環境中

進行。 

餘下的分組賽有「接力賽」「小型標槍」(放紙飛機)「運水」「你的尾

巴在那裏？」，目的是要各組不分年齡一同發揮團隊精神，往標竿直跑。 

 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運水」和「你的尾巴在那裏？」。運水是一個

最合乎經濟效益的活動。試想想三隊共三十人，花了十多分鐘，只能利用

海綿運送不到三公升的水，簡直是「嘥氣」。當中流出的汗可能比送出的

水還多，但各隊員並沒有吝嗇流出的汗，因為換來的是不斷的吶喊和歡笑

聲，結果這個比賽由黃組以多幾滴汗(加上口水)得勝。「你的尾巴在那

裏？」與童年玩耍的「麻鷹捉小雞」相似，成敗決定在於能否從他隊取得

最多的尾巴，在比賽過程中，任紅組龍尾的趙文傑可能因樹敵眾多，成為

眾矢之最先被奪去尾巴；藍組的龍頭由阿 SAM(寶雲的先生)擔任，他帶領

藍龍全程投入，奮不顧身去拼，在一次「飄移入彎」的時候，在後面緊緊

抱著他的女兒倩雯，竟被拋出擦傷手和腳，倩雯對父親的信靠，就算在最

後關頭仍然不離不棄，用力抓住父親，父女間的良好關係在此可見一斑，

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和致敬！相對地我們與天父的關係又如何呢？最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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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比賽結果由妙萍所帶領的黃組取得最後勝利。 

統計分組賽各項總成績，黃組以人強馬壯，孔武有力，不負眾望所歸連

取十三分得總冠軍。  

不比分組賽氣氛遜色的是自願性合組參賽活動，當中有「家庭接力」，

「三人四足/二人三足」，「青出於藍」和「兒童百米勁跑」，家庭接力是

參賽隊在自己的賽道上交棒接棒，能最快完成的隊伍得獎，結果冠軍是余吳

翠蘭家庭，亞軍是陳康祺家庭，季軍是由陳容寶雲家庭奪得。 

三人四足或二人三足比賽戰情「搗笑」，競賽期間，有隊伍能健步如飛，有

舉足輕重，一步一驚心，也有馬有失蹄，幸而沒有受傷，無論如何團隊精神

是得以發揮，只有歡呼，沒有埋怨，貫穿了整個賽事。最後「三人四足」冠

軍由三心一意，飽經操練的余吳翠蘭家族取得，亞軍是伍美玉、Fanny、翠

卿美女三人組，季軍是江偉林家庭；「二人三足」仍然由余吳翠蘭母女摘冠，

亞軍司徒俊軒組合，季軍是妙萍和愷恩。 

壓軸好戲是「青山於藍」，比賽方法是由一位長者(或自命長者)拖帶

一位「瞎眼」的年青人超越賽道上重重障礙，最快到達終點取勝，印象最

深刻的是牧師(長者)帶領著 Billy(年青人)作賽，整個個程中這位心急且

充滿衝勁的長者，將那位對前路和方向非常迷惘的青年人差點兒拉倒，他

們所到之處凡有障礙的都被 Billy 這位人肉推土機鏟平。  

但冠軍卻是眾望所歸的譚鐵成校長和梁愷恩老師組合，兩人非常有默

契，校長反覆的叮嚀和引導，愷恩以信心和行動來回應，兩人以極快的速度

完成賽事，跟著跑過終點是頼惠玲和母親黎潤意，季軍是 JoJo 和婆婆陳日

嬌。 

最後的比賽是兒童 100 米勁跑，參賽者眾多，反映天恩堂不乏未來的棟

樑，他們比賽時都全力以赴，並不馬虎。初小冠亞季是曽韻靖、李映霖、李

坤鍵，高小則歸江諾兒、陳倩婷和蔡詩雅。 

很快，太陽也收歛了光芒，除了安排領獎和拍照外，還在其他人面上互

相貼上「星星貼紙」送上祝福，於是所有成人和孩子都變成「花臉貓」，因

為這些祝福是何等的珍貴，相信有人仍捨不得除掉而殘留至今。最後，整個

同樂日在滿足、歡欣中結束。雖然事後整理和收拾垃圾(包括星星)不是易

事，在大家萬眾一心共同努力下，也很快把場地收拾妥當。 

回望教會過往走過的路，總覺得少了些像同樂日這份樂趣，我們必須同

心展望將來，希望上帝能給教會多些資源去安排類似活動，帶來更多生氣和

動力。 

願一切榮耀和讚美再一次歸於這位愛我們每一個的上帝。   馬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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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數算主恩    雷師母 

一﹒晴陰雨的天氣  

三種不同的天氣在當天均有出現。當大家

正在室內崇拜時，外面有一段很短的時間

曾下過雨，黑雲總是停留在循道衛理中學

的上面，黑雲旁邊卻是陽光。當下過雨

後，天氣便變得涼快，神就讓我們在合宜

的天氣下進行戶外活動。讚美主的作為！ 

二﹒崇拜地點  

崇拜前一日，工作人員到達場地作步署及

準備的工作，發現崇拜地點安裝音響上遇

到重大的問題，經討論、商議後，最後決

定改在有蓋的操場作崇拜，但卻又面對沒

有風扇的問題，大家要在一個沒有風的環

境下崇拜。感謝主，當日神藉著江老師的

安排下，為我們提供了一個有冷氣的室內

活動室，最後大家便齊齊移至室內，能夠

在一個涼快的環境裏崇拜， 神的預備真

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的啊！ 

三﹒運動會項目的設計  

大部分的比賽項目都需要在很長的

跑道上進行，工作人員亦一早打算

自行準備畫出跑道，但當我們踏入

循中的大門時，卻看到一條條的跑

道呈現眼前，原來學校已有這些設

施，所以工作人員節省了這部份的

工作，將原先要花的時間用作其他

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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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項比賽  

當天下午第一項比賽是籃球賽，其中

一場是青少年主日學 A、B 兩隊之賽

事。賽後他們發覺評判的判斷有錯，

以致出現少許爭議。感謝神！勝利的

一方願意接受錯誤的判決，將金牌謙

讓予真正勝利的一方，我真為教會有這些年青人感到高興，他們不會

被勝利所蒙蔽，所建立的誠信、忠實才是最可貴的！ 

五﹒在整個運動會進行中  

無論是啦啦隊、或是在各項的比賽，弟兄

姊妹和新朋友都很投入，看見大家在玩的

時候顯出真性情，甚至連長者也流露出可

愛的一面：「快啲啦!」與及歡笑聲充滿

著整個會場。 

六﹒小意外     

由於比賽時，每個成人均太投入，以致忽略

了小朋友的安全，使到其中一位小朋友的手

和腳有輕微的擦傷，算是當天一件頗不愉快

的事情（現在已經痊癒了）。 

七﹒獻上感恩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力，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羅 8 ： 28）。感謝神！祂

在整個天恩同樂日的運作中掌管、保

守；亦在此多謝一班弟兄姊妹全然的服

侍和協助。眾肢體們全情參與投入，令

大家能在整個運動比賽中享受歡樂。 



有多少便用多少 
自問是一個四肢發達的人：記得在年青的時候，就是不知花了多少光

陰在運動上，可是在籃球方面卻只是認識一點點，而這一點點亦只在書

本上的呢！故此為應付「515」戶外週的籃球比賽，不但擔心而且懼

怕，既沒有技術，也沒有體能，硬要和一班活力充沛的中學生比賽，似

乎是一件沒可能的事，但在驚恐之餘，惟記起組長經常給予我們的訓

示："有多少便用多少"，再加上這是大會的邀請，在這不能退縮的情況

下，就用上近乎零的技術，帶著胖胖的身軀來決心一戰。雖然這戰果是

我們可以準確地預測的，但並不代表我們可以接受，很快的我們便坐在

一起，同心迎接這挑戰。先有 Olive 和廣文為我們講解籃球規則，雖然

時間甚短，但已包括投、切、搶、傳、運、防守等技術環節。領受完理

論，便是實踐的時候，在特訓中，有天祐、阿Ｊ和錫康為我們示範外，

還邀請了顧問(阿 Sam)作出指導呢，其中進行了多次”內戰”，雖然這不是

正式的比賽，但也頗為激烈，每次也帶著疲倦的身子回家時，便要開始

籌措下次特訓，在上班的時候不時按壓身子，期望更快復元，預備再來

一次操練，因為時間實在不夠，非常緊迫。 

515 到了，時間果然很快，就是"有多少便用多少"的時候。崇拜過

後，便是午飯，接著是蒙恩爸 vs 蒙恩媽籃球賽，是一場實力相當的球

賽，也是我們最後觀摩的機會，在示範過後，便是期待以久的約瑟 vs 職

青籃球賽了……在一遍空白的記憶後，戰果有點出人意表，就是因為友

隊有著尊重和憐憫人的心，既沒有表現凌厲的攻勢，也沒有給予我們大

比數的距離，而且還容許我們射入一球呢！是很感動！他們確是教會將

來的用人，但願教會在他們身上多作栽培與鼓勵，7 比 1 的戰果，在我

來說絕對有雖敗猶榮的感覺，沒有雙位數的距離，在安慰之餘，仍有點

自責，為什麼過去這麼貪圖安逸，以致弄出一個肚腩來，就是這麼的光

景，是不能承受突如其來的挑戰，"有多少便用多少"不能帶給我們勝利

或成功，但卻使我們得到信任和喜樂。球賽完了，接著還有傳球、競技

等活動。我們這天就是這樣在疲倦和歡笑中渡過，感謝主！ 

陳康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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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天恩堂弟兄姊妹，主內平安，首次在天恩家訊裏執筆，跟大

家分享在天恩同樂日裏所見和感受。  

五月十五日是天恩同樂日，這是天恩堂首次舉辦，首先感謝主保

守當日天氣合宜，沒有太猛烈陽光，亦沒有下大雨，讓我們可以享

受一個歡樂下午。 

早上崇拜之後，中午有自助式午餐供應，吃過飯後，每個人都充

滿力量，準備去參加比賽，當天本堂所有小組都有參加，分開紅、

藍、黃三組，亦各自有啦啦隊為所屬隊伍打氣，「加油、加油」之

聲不停喊著，很是熱鬧，為當日比賽作主持的是雷師母。  

首先出場是一場別開新面的籃球比賽，由蒙恩爸爸對蒙恩媽媽，

他們互相對疊，當中有很多攪笑場面。接著由職青組對約瑟組籃球

賽，後者不愧是年青人，他們很有衝勁，快速的傳遞射球、充滿爆

炸性，這班年青人讓我聯想到，如果他們繼續在教會裏成長，有神

的說話去教導，他日必成為教會的領袖、牧師的接班人，箴言 22 ：

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  

跟著還有多項比賽，不能不提「三人四足」的比賽，因為我也有

參加這比賽，這遊戲很講求合作性，步伐要一致，絕不能掉以輕

心。還有家庭接力賽，當看見每一個家庭成員，無論小朋友、大人

都很努力地在賽道上向著目標直跑，這實在是一場很齊心和充滿歡

樂的賽事。以上所提的比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還有其他精彩的比

賽也是非常有趣和刺激的。 

這次同樂日能順利舉行，是有賴一班弟兄姊妹的付出，尤其是雷

師母，她除了做當日主持外，很多項遊戲設計，場地聯絡都是她和

江老師負責，同樂日給我的感

受，不單只是一個比賽活動，而

是背後有很多學習意義，好像比

賽一樣，我們要互相鼓勵，彼此

合作，要有合一的心，努力面

前，向著標竿直跑，天恩堂的弟

兄姊妹，我們一同努力，加油，

願主祝福大家。  
主內  張簡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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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是一個感恩的日子，因為天恩堂在崇拜後舉辦了第一次

的迷你運動會。 

當日的天氣都是晴天、陰天、下雨天。上午崇拜時，外面下著雨，

當活動開始時，正好陰天，下午的陽光剛好給校舍遮擋了，所以各人

不至太辛苦。 

    當天至為激烈的比賽，首選

約瑟組的籃球比賽。第二場約瑟

對職青也是非常緊張，職青的弟

兄 果 然 寶 刀 未 老，兩 隊 快 上 快

落，賽果十分接近，在場的啦啦

隊亦不時為他們各自打氣，每進

一球都大聲支持吶喴，場面十分

緊湊。最娛樂性豐富的肯定是蒙

恩家庭組的弟兄對姊妹，他們夫

婦各為其主，所以茅招百出，笑料非常，相信他們平日相處非常融

洽，所以增加了比賽的歡樂及娛樂性。不能不提最後一場比賽約瑟隊

對循道衛理校內學員，這隊年青人比賽得非常激烈，最後原先被判勝

出的一方(循道衛理的學生)卻提出賽果應該是屬於約瑟隊勝，可見他

們的胸懷量度及表現出他們的體育精神，真令在場的人欣賞和鼓舞。 

    接著的比賽，親子的二人三足及三人四足，余太的一家像是飛的

一樣連贏二個獎，看得各人目瞪口呆，長者帶領的比賽也十分精釆，

充份表現合作精神，由以牧師與 Billy 一組的配搭，像是在平日他們

合作學習前進一樣，互相信賴。還有小朋友儘情的玩競跑，弟兄姊妹

的投入，同時亦令沒有下場玩的弟兄姊妹同樣感染歡樂。在一片歡笑

中渡過，整個過程，實在值得回味，當然少不了要多謝籌備事前工作

的弟兄姊妹，尤以師母最為辛勞，同時亦要學習她對各人的服侍，正

是這個活動的主要原因「天恩是我家」大家都要彼比服侍，互為肢體

榮耀神，同證「天恩是我家」。 

Fann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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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勇士： 

距離堂會自立的時間尚有兩個多月，本堂一班籌委小組成員正

在密鑼緊鼓地進行有關工作安排，本堂的肢體面對這個日子來臨

既興奮又緊張。總而言之，我們深深體會到上帝的恩典從沒有離

開過我們。縱然前面的路仍充滿挑戰與艱矩，但是，我們深信上

帝的恩典是足夠我們用的！ 

當本堂面對前面的挑戰時，《士師記》的基甸所經歷到上帝給

他的功課時，我們正要去學習，雖然我們有軟弱、有懼怕，然而

上帝在基甸身上所顯出奇妙的作為，卻成為我們的鼓勵（士六至

七章）。而我們今天所重視的，不是上帝的神蹟，相反是教會要

看重與上帝的關係︰我們的言行是要能討主的喜悅，要脫離卑賤

的事，否則，就不能成為主所使用的器皿。 

此外，當小僕去探究《使徒行傳》的信息時，自不然會發覺到

上帝的道與聖靈是相輔相承的，使上帝所建立的教會有驚人地成

長與發展。天恩堂發展至今，我們仍重視上帝的道，我們肯定神

的說話是具有最高的權威；聖經是無謬誤的，聖經在每個世代中

仍能發揮它的影響力。基於我們有這個信念，天恩堂在成長過程

中，小僕不時鼓勵教會中不同小組，務要追求去認識上帝的聖

言，以致神的道在我們各人生命中工作。目前，我們有一班熱心

追求聖經的婦女，在七月份開始，組成一個查經小組，努力研讀

神的說話，以致可立己立人，也使自己的生命能影響天水圍整個

社區，在這世代中為主作鹽作光。感謝主！非常欣賞她們有這麼

樣令人鼓舞的心志，期望各位代禱勇士能多為這群婦女的心志禱

告。在九月十七日本堂也會鼓勵天恩堂的姊妹們參與「漢語聖經

協會」所舉辦的全港婦女讀經講座，願上帝賜福給她們的學習得

著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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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如此，天恩堂的青年人也和應讀經的行動，我們當中有四

至五位青年人也相繼立志成為帶領查經的領袖，期待有一天能帶

動整個青少年團契一同熱心學習聖經，若然這班青少年一同有這

樣的追求，深信天恩堂必定成為一間強而有力的教會，有效地為

主發真光。 

小僕也要成為眾肢體的榜樣，故在九月份將在播道神學院繼續

裝備自己，好讓自己能對神的道有進深的認識，以致自己在教會

的事奉更有力量。 

有關進入天恩幼兒園開始崇拜：本堂將於 2005 年 8 月開始，

料屆時天恩堂會一番新的朝氣。最後，本堂在八月份有水禮班，

以幫助一班即將參加水禮的肢體對教會的真理及基督教教義有基

礎性的認識，盼望在上帝的引領下，本堂能按步就班健康地成

長，以榮耀主的名！懇請大家在禱告中記念天恩堂前面的發展！  

 



編者的話 

今期收到弟兄姊妹的來稿，大家都不約而同的談述同樂日的感受，我也在這裡

分享一些同樂日的感覺。 

感謝神保守當日的天氣和各項比賽程序安全，令我最難忘的是詩歌敬拜，在秀

萍姊妹和偉倫弟兄帶領下，「天恩家」每一個小組大家手牽手，心連心的唱詩歌

敬拜神，這樣溫馨的場面，讓新來的朋友也感受到他們也是神家裡的一份子，一

同投入敬拜。由師母的策劃和安排下，弟兄姊妹的分工合作，讓我們過了一個開

心快樂的「天恩同樂日」。 

今年的父親節過得特別有意義，牧師講的一篇道「浪子的比喻」，讓我反省自

己有時也像浪子一樣，偏離了神的道，忘記了祂的訓導，雖然我這樣不聽話，感

謝慈愛的天父仍然用祂奇妙雙手引領我，行在祂真理的道路上。牧師講完道，最

後由一班天真可愛的小朋友，將一份一份禮物送給在坐的每一位父親，就好像天

父藉著小朋友的手，將每一個祝福賜給祂所喜悅的人，令人心裡感覺非常溫暖。 

「天恩堂」可能在八月份進入天恩幼兒院作主日崇拜，盼望弟兄姊妹為到幼兒

園收生情況祈禱；求主安排，讓我們能夠接觸更多新生的家長，向他們傳福音。 

接著九月份「天恩堂」有幾個令人興奮的項目，首先是有幾位弟兄姊妹參加水

禮見證神，在此求主祝福及堅固他們的信心。「天恩堂」將會離開母堂，長大成

人，邁向自立的新階段，加上十週年堂慶，這實在是雙喜臨門的大日子。 

盼望弟兄姊妹為著「天恩家」的需要，同心合意祈禱，求主帶領我們在天水圍

這地方成為祂的燈檯，照亮天水圍這重災區，讓每一個人都能夠蒙恩得救，願將

一切榮耀、頌讚都歸給三位一體真神。阿們！  

鄭德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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