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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靈食  洗嘉保姑娘  

衣、食、住、行篇----食物隨想  

「你今日食咗飯未呀？」一句很常聽到的寒暄說話。有人謂打工只為有餐

「飽飯食」。除此之外，食物有時會帶來滿足感或安慰感。遇著失戀、失

意時，會以食餐好的來安慰自己一下，而當遇著喜慶日子，值得紀念的日

子，要大吃一番。大時大節送禮，糖果餅乾麵食就更是送禮佳品。食物與

我們息息相關，是我們維持生命能源，維持/建立人際關係的方法，表達大

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表徵。事實上，聖經亦讓我們看到食物的重要性。 

創 1:29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

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創 9:3「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

菜蔬一樣。」 

一切的食物都是神所創造並給我們享用的，神知道我們肉體上的需要，也

親自創造了一切的蔬菜水果給我們享用。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當你呷一口

香濃的芒果，嘗一口清甜多汁的水蜜桃，吃一口如香滑忌廉的榴槤，您有

沒有懷著感恩的心享受神的創造，又或驚嘆 神竟可創造如此獨特美味的食

物?當你享用豐腴的肥牛火煱，在寒冬吃著美味的羊腩煲，又或食著炸得鬆

化而多汁的吉列豬扒時，您有沒有驚嘆竟又創造出不同的動物，讓我們可

以享用得到。食物，已經足夠反映出神對人的愛眷，細心和照顧。 

然而，最容易得罪人的時候都是在飯桌上發生的。妻子花盡心思為丈夫預

備飯菜，不懂表達欣賞的丈夫不說一句多謝，就會使到妻子滿心委屈。子

女一句嫌這嫌那，就使到媽媽怒火中燒，乾脆食「叮叮」就算。同樣，神

子民得罪神的地方，也多在飯桌上。民 21:5「你們(神和摩西)為甚麼把我

們從埃及地領出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我們的心

厭惡這淡薄的食物。」以色列民埋怨沒有糧食，沒有水喝，但又說厭惡這

淡薄的食物，即是他們不是真的沒有食物吃。這淡薄的食物是什麼呢?就是

神所賜下的嗎哪(?)。我相信嗎哪應該不是太難吃的，出埃及記 16:31 形容

這食物，「樣子像芫菜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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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類似甜甜的薄脆吧。縱然嗎哪不難吃，可能由於天天吃著單一的食

物，使到以色列人心不滿足，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試煉。(假若你

的父/母親很懂烹調，你能吃到不同的菜式，實在要感恩，也要多謝他們的

勞苦)但神最終的目的，是要他們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及是靠耶和

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 8:3)。撒旦當然知道人的弱點，所以牠對道成肉

身的耶穌第一個試探正是與食物有關(太 4:3)「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

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武俠小說作家古龍有云「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同樣，最常

得罪人的地方，也是與人復和的地方。聽聞社團間若願意和解就會擺「和

頭酒」。得罪了長輩們的話，就會請「飲茶」算數;同輩則會請食飯陪罪。

耶穌與稅吏、罪人、妓女等，一班沒有人樂意和他們吃飯的人吃飯，顯出

耶穌對他們的接納，並邀請他們與主復和。今日耶穌邀請我們與祂共享筵

席，你願意赴會嗎?相信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若你知道會和這班罪

人同枱吃飯，你的態度會如何呢?你願意和他們同桌嗎?同樣，教會是一個

渠道使人可以在當中認識神，與神復和的群體，是一個神施以恩典的地

方，我們已接受恩典的人，會否對於教會當中的「罪人」感到不安。事實

上，我們都是一班蒙恩的罪人吧了，大家本質上都是罪人。有人曾經說

過，世上沒有完全聖潔的教會，但我們不能進入，因為她會因我們而成為

不聖潔。主倘且沒有撇棄他們，我們又有何資格不接納社會上被標籤，被

邊緣化的一群呢? 

相信其中一段比較特別的經文就是約翰福音 4:34「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

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這不是說耶穌不用吃任何食物，甚至祂復活

後仍可以吃東西(路 24:42-43)。這段的重點是耶穌以完成神所交付的而滿

足。食物使我們感到飽足，燭光晚餐也許會帶來一份幸福感，但是，惟有

完成神所交付的，才帶來永遠的滿足。聖靈分派予的恩賜各有不同，總要

在主裏面照祂所交付的完成，當你在合適的事奉位置上，你會感到無比的

滿足。 

願我們存著歡喜感恩的心，享受神所賜給我們的飲食; 

願我們存著蒙恩受寵的心，帶領別人共享天父的筵席; 

更願我們遵行父神心意，使我們身心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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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感恩，我們會立刻聯想到生活順利，事業成就，學業進步，家庭

幸福，身體健康等等人間美事。當聖經吩咐我們數算神恩時，這些美事常

被列為首要感恩的理由，但卻忘記聖經也提醒我們要：「凡事謝恩」，意

思就是不論在任何境況中，我們也要感恩，當我們確信上帝帥領著我們整

個人生，感恩的理由就不再局限在表面的歡愉美景，其實生活中的憂喜順

利，成敗得失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使我們的生命更為豐盛，只有明白這

點眞理，才能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的一切。 

最近在蒙恩家庭團契的小組查經中，我們研讀《雅各書》5:13-18 一段

經文時，有句經文是這樣說，在困苦中需要向上帝禱告，也需歌頌。這即是

說，當我們要向人見證自己是一位蒙恩人，有信仰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受環境

的支配，縱然我們在試鍊中，我們都要以為大喜樂，在患難中也要歌頌上帝，

這態度也使我想起舊約的一個先知哈巴谷所面對的處境也是不如意，但他

的信心卻是穩固的。先知哈巴谷在逆境的生活中，他卻能唱出信心的凱歌：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絶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

(哈 3 ： 17-18)每逄讀到這段經文，都使我體驗到眞正的信心生活。 

蘇格蘭作家兼傳道人喬治．馬森（1842-1906）是個盲人，他曾如此

禱告：「我已千百次地為我生命中的『玫瑰』而感謝主，卻從來沒有為

『荊棘』感恩……求主教導我十字架上的榮耀，告訴我『荊棘』的價值。

求主讓我看見，經由苦難之路我已爬向了你；讓我看見我的淚水已成了我

的彩虹」。當我們降伏在主面前，謹記祂讓萬事互相效力，以成就我們終

極的美好。我們能夠感謝主---- 甚至是在我們被「荊棘」刺到的時候。一

個懂得感恩的人，必定遠離灰心沮喪而積極進取，因他能在各樣難處中，

確信上帝有奇妙的安排。有人埋怨上帝將刺放在玫瑰中，我們卻感謝上

「在不能感恩的環境中， 

     我們仍要感恩」                                    雷振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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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將玫瑰放在荊棘之內，故此我們可以唱出；「感謝神路旁玫瑰，感謝

神玫瑰有刺」的感恩詩歌。 

小僕的師長鮑維均博士指出：「感恩」和我們想像的有很大分別：「感

恩不是你收了禮物再感謝。那不是感恩，而只是有禮貌。」鮑博士引了多

卷聖經指出，感恩是對準上帝的，是要紀念上帝一直以來的恩典，也就是

感恩的真義：「感恩是認定上帝是主！」鮑維均博士還說，過著感恩的生

活有助我們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時代論壇, 第 1010 期, 7.1.2007) 

由此可見，基督徒的感恩，不應限制在成敗得失的範疇裡，不能以環

境時勢的好壞作判斷。眞正的感恩應該超越這些而進入更高、更廣和更遠

的領域，在逆境中仍能逆流而上，在失望中仍然順服信靠，在困擾中仍保

持內心的平安寧靜。雖然有時情況使我們「不能感恩」，但是因著對主的

信靠我們「仍要感恩」，因為「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

得益處。」(羅 8 ： 28)  

弟兄姊妹們，要在困苦的情況下獻上感恩，是非常困難的事。當自

己的身體痛得要命及發現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當自己剛失去工作，或是

當一份自己所珍視的情誼被破壞時，實在很難心懷感謝。但是我們可以

學習去感謝主，因為當我們軟弱時，祂賜給我們力量。誠如保羅這麼

說：「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困苦為可喜樂的。」（哥林多後

書 12 ： 10）。在早一個月，我在神學院聽到一位同學分享信息時，她

講到保羅身上的一根刺，這根刺對保羅似乎是負面的，但上帝卻透過這

根刺對保羅是有幫助的。小僕在過去 18 年事奉的經歷中，也體會過上

帝在昔日放在保羅放在身上這根刺，真的想它快點離開自己，然而這根

刺卻能造就自己生命更加有成長，我要為這事而對上帝獻上感恩的祭！

我們已經得著主的恩典，今天成為何等樣的人，都是神的恩典。因為感

恩是基督徒從信仰而來的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我們需對上帝有感謝、讚美，這可教我們的信心更加堅定、目標更加確

定、生活的方式更加能夠成為多人的見證。 5 



 

 

從認識到相信主耶穌基督，我不但有幸成為 神的兒女，更享受祂無盡的

恩典，所以我們活著就是要讚美，要感恩。 

最近看到一篇不錯的文章，故事提到上帝給一個人兩個盒子，並說：

「把悲傷放在黑色盒子裡，把快樂放在金色盒子裡。」這人聽了 祂的

話，便將快樂與悲傷都分別放進兩個盒子裡。經過一段日子，金盒子每

天都有加重，但是黑盒子卻仍舊是輕省的。這人感到奇怪便打開了黑盒

子，竟發現盒子底下有個洞，所以悲傷都從這個洞漏出去了。這人便問

上帝：「我的悲傷往那裡去呢？」祂微笑地說：「我的孩子，它們都在

我這裡呢！」這人還不明白地問：「那你為甚麼還要給我兩個盒子？」

上帝說：「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給你數算恩典與祝福，而黑盒子是要

讓你放下。」其實，不管是金盒子或是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與慈愛，

今天在您手中有沒有這兩個上帝的盒子呢？ 

感謝上帝！祂不是要我成為最好時才呼召我，也不是要我完美無瑕時才接

納我。祂甘願承擔我的軟弱，悲傷，眼淚與過錯；同時又陪我度過我的喜

樂，突破，新的學習與及跌到所帶來的成長。不過，祂要我作合乎祂心意

的人，一心聽從祂，一生服侍祂。因此我只有感謝我們的主，祂用我這個

無名小卒，不嫌棄我的平庸，讓我找到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事，就是「一生

服侍 祂」。 

但願小使女能像那拿著五餅二魚的小男孩，將自己僅有的全部獻給主手

中，使這微小的轉化為無限的恩典，並祝福更多的生命！ 

漫步恩典事奉路 

吳美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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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是伍美玉，英文名亞

May，在關顧部事奉了一段日子，想同大家分享我在事奉上經歷為

神而作工的感想。最近，我探訪了兩個家庭，兩位太太都是失去丈

夫的，一個帶著兩個小朋友，另一個帶著一個小朋友的，她們都是

好年輕的，與她們閒談時，她們心裡都有一疑問，她們往後的日子

怎樣過，小朋友年紀還很小如何是好，我與她們分享自己都是過來

人，失去丈夫的時候，家中小朋友大的讀中一，小的讀小一，面對

前路茫茫，真不知怎樣面對，現在我的大兒子已經 18 歲，小兒子也

已 13 歲了。 

我鼓勵她們說：「因為我信了耶穌，有 神陪我共度艱難歲月，

感恩的是在這五年間我是痛而不苦，我都希望這兩位太太都能早日

認識 神，有 神同她們一同行過幽谷。」 最近時常反思我在關顧部的

事奉，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自從探訪完之後，回想起 神給我過往

傷痛的經歷，今天才曉得當中有神的美意，令我有了一個肯定的方

向，就是去關心一些帶著憂傷的家庭，將自己過去的經歷，能夠成

為別人的安慰和鼓勵，因為我有著 神的帶領，所以生命活得更美

好，將一切榮耀都歸給 神！ 

事工透視鏡    關顧部       伍美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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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1 年，首先代表敬拜部祝願大家的屬靈生命，在未來的日子更邁

向成熟，正如聖經提到：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

音 5： 48) 

幾年之前在敬拜部的服事相比今天已經有些不同了，現在的敬拜部不是

單單只有部長黃帶妹執事，還有部員簡翠卿執事、田偉倫弟兄，加上傳道人

陳麗嫻姑娘，當然不可少的堂主任雷振華牧師，這就是敬拜部的團隊。 

每當我們在商討一些有關敬拜事工的時候，總會由禱告開始，因為這是

神在做祂的工作，而我們只是有份參與在其中。然而，有些時候我們忘記了

禱告，只是做我們想做的事，往往只會帶來了失望。剛剛過去的一年裡，有

一件事令我覺得十分歉意，就是沒有清楚地提及有關敬拜團契的現況，今次

藉著在家訊中有機會讓大家知道。在第一次敬拜團契正式聚會的時候，我們

都想有青少年加入和弟兄姊妹投入地參與，讓大家可以分享在敬拜事奉上的

經歷，或有學習榜樣、或有互相激勵、或有遇到困難，可以一同在禱告中感

謝神！甚至可以求神幫助和帶領。但係事實上基於客觀的原因，一個青少年

也沒有參與當中，至於其他弟兄姊妹的參與也不多，這次聚會之後，神給我

們明白敬拜團契的成立未必要在這時候，因此，敬拜部經過會議之後決定暫

時停止敬拜團契的聚會，讓我們學習等候神的安排。感謝神！原來早已為我

們預備，安排吳美鳳姑娘來到天恩堂成為新任傳道人負責青少年事工，對於

敬拜上的學習，在青少年方面可有不少的幫助，真的體會聖經所提到神的意

念高過人的意念！記得早在四年前仍事奉敬拜部的時候，曾經鼓勵大家為到

天恩堂可以有詩班的成立去禱告神！雖然，今天我們都知道仍然未有天恩堂

的詩班出現，不過，我仍然鼓勵大家從今天開始為自己禱告神！讓神使到自

己也能夠成為天恩堂未來的詩班員，因為能夠藉著唱詩讚美神！真是好得無

比的敬拜服事！新一年的開始，敬拜部好需要大家的代禱！無論在事工上包

括四月份的受難節晚會、九月份的水禮，或許有參與一些教會以外的敬拜訓

練學習班等等…。也要為我們禱告神！在敬拜事工上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

能體會神的安排！更願順服神的帶領！ 

願神也賜福大家每天都有著耶穌基督的喜樂和平安！  

8 

事工透視鏡    敬拜部          田偉倫弟兄 



 

 

感恩分享 

回想到受洗的時間是去年的四月十八日，當時真的覺得很蒙恩，因

為可以有這樣福氣能信靠主，我很希望未信主的人能有這樣的福氣，我很

感謝主，因以前工作時間長，沒有時間在教會事奉，現在工作時間比以前

有規律，可以返教會更多從神而來的真理，令自己更知道怎樣回應神。 

我真的希望能全家都可以信主，因信主使我有盼望、感恩和永生。 如果

我當初沒有信 主的話，我知道沒有現在這樣的喜樂，以前未信主，覺得

世界很多罪惡，沒有安全感。 現在知道靠著 主令我感到有不一樣的平安

和喜樂。如果在工作上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一定會先向神禱告，然後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十三章七節。 

我會努力看聖經和靈修，可以更多時間與神共聚。 

黎婉芬姊妹 

2010 年 12 月的某個晚上，我正在準備煮食時，身體覺得很累很想

躺下來歇一會，於是便較了閙鐘叫醒自己，不由自主地往床上睡著了。

醒來後立刻去看爐火上的食物時，鍋內的水剛剛乾了，如果再睡下去，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真要感謝神。 

     神 帶領我能順利完成在康恩園十個月的合约工作，還有身體檢查報

告也很好， 神在自己身上有數不盡的恩典，實在難以一一數算，願一切

榮耀頌讚都歸於我們的天父！ 

譚翠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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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今年裡，青年團契的我，實在盡是感恩的。 

首先，於今年的四月十八日接受教會的水禮，水禮讓我更清晰

自己的信仰，更經歷 神的同在。 

今年，取得家人的同意，決定搬家，當中經歷了一些波折，當

中我禱告求問神的心意，我感到 神在不同的時間回應我的禱告，

令我感到神的看顧， 神亦讓自己學習要等候 神的帶領，堅固我

對祂的信心，讓我在信仰中不斷去經歷祂。 

另外， 神亦讓我有份參與教會的短宣。今次的短宣，挑起我

對大使命------傳福音的心志，去讓更多的靈魂得救。 

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清遠教會的一位姊妹，年約四十多歲，

從未曾學過鋼琴，但在短短兩年間已成為教會的司琴，讓我感到 

神的大能從這位姊妹身上去彰顯。在人看來沒可能的事，在於  神

卻是可能， 神實在太奇妙。 神用奇妙的方法，讓人們去經歷祂

的實在。 

而清遠的弟兄姊妹對 神話語的追求，更令自己感到慚愧，就

是這樣激發我要好好裝備自己。 

不過，最高興的是，我的姊姊和妹妹今年都願意返教會了，雖

然不是返天恩教會，但也是值得感恩的事情，願主繼續堅固她們的

信心，讓她們在主裡繼續成長。 感謝主。 

 

願 主祝福各人的工作、生活及家庭。 

劉美麗姊妹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的帶領及保守，以致一家常沐主恩。 

每天起來仍有生命氣息，已是值得「感恩」的事情；當我們靜

下來再默想時，只要心中眼睛張開，相信上帝是賜恩者，縱然每日

的生活都有著難處不一定易過，但我們仍為每一日去感謝祂。 

2010 年 4 月 18 日是我接受水禮的日子，這是神給我最珍貴的

禮物，因我以認識創造主為至寶，因為耶穌就是道路、真理及生

命，惟倚靠祂，才能得著生命的導向。 

成為職青團契的組員後，在聚會中除了透過查經認識神的話

語，有所得著外；更感恩的是學習到與弟兄姊妹們彼此相交、分

享、互相分擔、代禱和支持。令以往只顧及自己的事，學習到也要

顧及別人的事。 

於暑假過後，傑傑由兒童主日學的幼稚班級升往初小班級，起

初我確實有點擔心，怕他不能適應；當我將憂慮求告上帝，不再倚

靠自己而倚靠 祂，神自有 祂的心意安排。很快地，傑傑明白到祟拜

的程序，由祈禱、唱詩讚美、奉獻及在班中聽聖經故事等，他表現

得專心，還學曉了唱詩歌及背誦金句。現在每個主日，他都非常雀

躍開心地回到神的家去敬拜。我要感謝主給我兒女在教會中學習成

長。 

我常被忙碌的事情冲昏了頭腦，很少親近上主；當我承認自己

的不足，懇求主的寬恕，上帝滿有憐憫心，滿有慈愛，信實無變。

我要感謝 主仍不離不棄的看顧及幫助我。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我們應當繼續懷著感恩的心去迎接新的

一年。                                       

        主內  

                   劉桂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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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一年 神的恩典，心裡總是甜思思有數不完

的感激。還記得在年初，大目標是爸爸和老爺信主。

感謝主！天父應允了，他們先後在今年決志，正如聖經上說：「一

人信主，就全家得救」，這鐵一般的明證在我家。 

趁這個機會分享爸爸信主的點滴，在這一年，我常常向爸爸傳

福音，因為他健康向來不好，所以更為他焦急。但每次傳福音，他

不是說未是時候，就是找借口避開，而旁邊的媽媽接下來總會說別

勉強了，每次我也誤解媽媽不緊張。大概兩個多月前，媽媽告知我

她參加了維持兩年「天國耆兵」傳福音的訓練，在訓練中也要到國

內短宣，讓學員有更多傳福音實踐的機會。就正因為這個原故，媽

媽參加短宣隊回來後數天的一個晚上，她雀躍地致電並告知我一個

好消息：「你爸爸決志信主了！」我開心地問：「真的嗎？太好

了，爸爸是怎樣信主的呢？」媽媽接下來說：「我告訴爸爸信主後

有真平安和喜樂，我就是一個例證，你也快來相信主耶穌， 祂會

醫治你的身體。」她還興奮地說著爸爸怎樣回應她：「既然女兒信

了主、太太信主後這麼開心，所以我也應該信主。」就這樣媽媽帶

領爸爸決志了。其實我真欣賞媽媽愛 主，愛爸爸的心，她的生命再

次提醒了我，只要專心在主耶穌裡面，神就會賜福，天父洞悉一

切，不但使爸爸的心柔軟了，也重新建立了媽媽的信心。有主耶穌

的家庭真快樂，我們凡事可以交託，凡事可以依靠，我們就如嬰孩

般愛親近父母，受父母的管教，漸漸長大，在主裡面，如鷹展翅，

能有信心、愛心和盼望面對一切生活上的挑戰，一同學做一個謙卑

溫柔順服的快樂人。 

鍾淑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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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疾中交託           

傷風感冒也不算多的我，今年卻驚覺自己的脆弱，我的右眼眼管

有閉塞，這是一種淚管退化，原來我一直忽略眼睛需要好好保護。 

我的眼不斷發炎，每逢休假就去看眼科醫生，成為我的固定節

目，除了花費不少醫葯費外，還要頻頻撲撲的尋找好醫生，其間轉

換了數位醫生，幸好一位私家醫生願意為我轉介到政府的眼科排

期，排期比想像中要快，可惜不論是政府醫生或是私家眼科醫生，

我的眼疾都沒有好轉。 

後來，政府眼科醫生提議我可考慮做手術，但做手術後仍有機會

復發的，這令我有點猶疑了，我心裏很不想做手術，無奈眼睛一直

發炎達四個月之久，我真感到無助，求神憐憫這病帶給我的困擾，

之後政府醫生，要為我的淚管再做測試，看看是否需要做手術，我

帶著矛盾的心情去，主診醫生還帶著一位疑似醫科的學生來為我做

測試，做完後我的眼角滲出血水令我更擔心。 

但奇妙的事發生了，這測試後的半年我的右眼不再發炎，也不再

經常流眼水，神竟然使用一個眼科的醫科學生醫治我，感謝神的恩

典，讓我在病中學習信靠和交託，神的看顧仍在，不論我們在甚麼

光景中，神仍愛我們。 

陳麗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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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２００９年 

「普世歡騰在天恩」 

聖誕節嘉年華會後感 
 

我非常感恩，神除了祝福「天恩邨」居民之外，也給我們一班

弟兄姊妹有一個「合一」的心一同事奉神，互相配搭，各按各職。

回想起當初一位傳道部部員建議舉行一個嘉年華會，在這議題上傳

道部彼此交換意見及其可行性，都有一定的困難。但認為在聖誕節

或許舉行一些聚會吸引街坊朋友進入教會，如佈道會、福音性聚會

都會比較容易處理，最後，傳道部都一致決定舉行聖誕節嘉年華

會。 

問及傳道部部長有多少經費時，答案是「零」，令我非常驚

訝，怎能推動呢？可否向教會取一些經費，或 2009 年傳道部有無

預算聖誕節佈道會的支出，但部長說沒有，但會在執事會的財政等

通過商討這個活動。 

開始時，丘子明弟兄説在社區舉行這類活動至少需要四至五萬

元，同時當日是聖誔節，很多街坊會離港外遊或出到市區，如果人

數有一、二百人巳經非常感恩，並需與屋邨互委會合作，可使得將

宣傳海報貼在天恩邨的社團報告版，不然，更難於使街坊知道有嘉

年華會。 

經過大家彼此禱告，向神祈求──無論當日參與人數、禮物、金



 

 

錢、節目、總務、事奉人員、三福佈道、詩班及天氣等等每一環節

都是影响整個嘉年華會運作。 

當我們禱告，將我們的缺乏帶到神面前，神的供應過於我們所

想所求，天恩堂弟兄姊妹和各個團契、小組彼此配搭、播道總會在

禮物上的支持、代禱和參與，更難得其他堂會信泉堂獻詩，恩福堂

三福隊，宣道會國語堂的弟兄姊妹無條件為我們嘉年華會的獻上，

亦有社區功夫表演，社交舞表演等等，每位都是希望使天恩邨居民

認識神。 

在嘉年華會當天，來參加的居民人數約四百人，節目表演、攤

位遊戲和三福佈道，每個環節都非常順利，這全是神的祝福，願榮

耀歸與我們的父神。 

我們願意付出，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每位肢體回應神的愛，因為

主的愛激勵我們，在我們裏面有「激情」的心，為什麼有這顆「激

情」的心，也就是剛才所説「主的愛」，願我們彼此有一顆恆久對

「神的愛」那份激情，不是短暫的，而與神有一個良好密切的關

係，就被神得著，我們內裏湧流著回應神的愛，故此我們在祈禱、

讀經、靈修，與神建立堅固的關係，是非常重要。我們彼此協力同

心，以報主恩。 

主內 

鄧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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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是教會的探訪月，職青團契在六月份已開始這

行動。由於我們組員人數不多，所以便分成兩組行動。 

一組先安排探訪一位參加教會聚會多次，暫時仍未信的婦女，

感謝主的帶領！在一小時的傾談中，除關心對方的生活外，對方也

主動問及有關信仰的問題，我們也把握這個佈道機會，講述福音。

雖然最後她沒有決志信主，但也可解開她心中的疑問，從另一角度

看信仰。 

另一組探訪者是一位很久沒有來教會的男士。探訪行動的優點

就是讓人容易透過個別傾談，了解和關心對方的深層問題，對方表

示也得到鼓勵，我們為此也感謝神! 

兩次探訪行動只是整個團契的服事的配搭，下半年團契仍有這

方面的行動，希望我們藉著彼此配搭，神 讓我們繼續在愛中成長。 

職青團契 

雷師母 

團契分享  

職青團契 



 

 

 

 

略談信仰的主觀事實 
 

 聖經就是我們信仰的準則。因「它」是 神所默示的。全聖經新

舊約的中心主題就是耶穌基督。正如主耶穌訓示說：「你們應當查

考聖經......給我作見証的就是這經」（約五： 39）。 

信仰的主觀事實意何？就是指我們得救和蒙恩方面的經驗事

實。這經驗在我們心中，它常常帶給我們平安和喜樂。正是 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腓四：

7），因「祂」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倚靠祂 ，能使我們所信的

真道，又長進又喜樂（腓一： 25）。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所以，我們所信

的真道上，務要站立得穩，恆心的堅定不移，免得入了那些異端邪

說的迷惑。因「它」只會引進滅亡之路。（參彼後二： 1-2）勉之! 

陳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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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新的一年又開始了，「天恩家訊」由 05 年開始

至今，要踏入第七個年頭了，過去的歲月真感謝你們的支持，收到

你們的來稿就是給我們莫大的鼓勵，讓這文字事工透過你們的分享

見證能使讀者有所激勵，又可以一同感受神帶領的喜悅。 

 

今期收到不少弟兄姊妹分享在過去一年的事情，有經歷神奇妙

的帶領，這真難以解釋！有經歷神奇妙的保守，得到最終的平安。

其實神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不斷地眷顧着我們，拖帶着我們走過每一

刻，每逢我們遇到困難時，遇到危險時，神總會帶領着我們走過，

而且是照顧我們得無微不至的。 

 

今年教會的主題為「末世警號響不斷，刻不容緩迎主來」，在

現今的世代，隨時聽到不少天災人禍的事情，還愈來愈嚴重，主耶

穌再來的腳步聲愈來愈近了，我們更要警醒，互相支持鼓勵，在神

真道上不斷成長。 

麥天祐弟兄 

[ 彩色版本可到天恩堂網站下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