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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誕節假期間，不少人在壯闊的海邊、迷人的沙灘，萬里無雲之藍天碧海中享受著他們歡
樂的時光，誰也不會料到印尼在這刻發生黎克特制 9 級大地震，這是四十年來最強烈的地震，地
震更引發亞洲多個國家出現驚天大海嘯（Tsunami），波及了印度及廣泛沿岸區域，一場亞洲浩劫，
已造成了數以十萬計的生靈塗炭；數以百萬人受影響，災情嚴重。多處有世外桃源之稱的旅遊區
頓變成頹垣敗瓦的人間煉獄。瞬間這些美麗與歡樂的地方便成了一片的死寂與荒涼。這場世紀的
災難實在令到世人產生哀鳴，也遺留下令人難忘的痛苦烙印。在這場災難的浩劫後，實在使我們
對自己生命有不少反思。 

 
第一個反思使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儆醒度日。因為主耶穌在世人忙於日常生活時，祂隨時

隨刻都會返來，正如路加福音所記：「因為人子在他降臨的日子，好像閃電，從天這邊一閃，直
照到天那邊……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來，把他們全都
滅了，又好像羅得的日子；人又喫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羅得出所多瑪的那日，
就有大硫磺從天上降下來，把他們全都滅了。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路 17 ： 24-30)。
上帝給我們這些說話正是給我們在這世代的人一個響號，我們應有何回應呢？ 

 
這次東南亞的海嘯來得非常突然，以致有關國家措手不及，這次是一次非常罕見的大災難，

為甚麼這次大災難引致十多萬人死亡，有報章報導主要原因是有關人士疏忽及印度洋的預警系統
出現了漏洞，這因由是印度洋區一些國家沒有設置預警系統，故未能監察到海嘯前進的方向，雖
然在美國太平洋海嘯警告中心表示有科學家曾錄到周日在印尼會有大地震出現，然而在印度洋地
區內卻沒有海嘯預警系統和感應裝置，故無法聯絡區內相關部門發出預警，否則這可能挽回數以
千計的生命。聖經曾這樣說：「不知不覺洪水來了，把他們全部沖去，人子降臨也要這樣。」(太
24 ： 39)「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不到的時候，人子就來了。」(太 24 ： 44) 當我們
在平安穩妥的時刻，實在需要居安思危，儆醒度日，面對主的再來。此外，我們在報章看見這災
難中，有一對夫婦與其家人，他們在海嘯的侵襲中，一家人手牽手，相依相伴，一同祈禱。另一
邊廂，有些人在災難中，爭相逃命。然而同心團結地禱告的那個家庭，他們在這場災難浩劫後述
說見證，講出他們如何得蒙上帝的保守而感恩。這家人的見證給我們看到家人同心，其利斷金。
天恩家也需要如此在患難中同心，讓我們一同努力趕走一切紛爭與不和！ 

 
假使被巨浪推著你向前時，若能抓緊一些東西，或許有一線生機，要不然下一波浪再來時，

恐怕會必死無疑。在新聞報導中，曾有一泳客在布吉海灘暢泳中，突然被海嘯捲起，為何能逃出
生天？因為他能在危難中抓緊了一根欄杆，因而拾回一命。主耶穌也是我們在危難中的避難所，
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 46 ： 1)因此若有上帝的同在，成為人生的浮標，生命就得穩妥，而耶
穌基督也曾平靜了海上怒哮的風浪。在祢裡面，我們得著了力量和信心。因此，我們便要緊緊抓
住基督。正如詩人所說：「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
抖，我們也不害怕。」(詩 46 ： 2-3) 在人生無常，世事常變的時代中，我們有否思想過現今自己
所倚靠的是甚麼呢？盼望我們在今天除了自己要真正悔改信主外，也要趕快領人歸主，免致主再
來時，因仍有人未悔改得救，以致哀號痛哭，仍在長鳴！ 

 
曾有人這樣說：「苦難會帶給信徒屬靈裡的覺醒。危機常隱藏著良機、苦難常帶著祝福。讓

我們在這充滿著苦難與危機的大時代裡，把握機會，獻上自己，多為主用，廣傳福音，迎接主臨！」
我們需記住：「洪水泛濫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 29 ： 10)  

 最後，我們願意誠心為這世紀災難獻上衷心的默禱，更為那些劫後餘生的生還者代禱，求主
安慰醫治他們驚恐的心靈，並引領他們曉得更珍惜以後的人生。「願上帝憐憫我們，賜福與我們，
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路，萬國得知祢的救恩。」(詩篇 67 ： 1-2) 

                                                             雷振華 

專題分享 
「世紀海嘯災難對世人生命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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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家書 

2005 年 1 月份家書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2004 年轉瞬間便過去了，2005 年也隨即來到。在 2004 年 12 月 12 日本堂的水禮中，我們一班
肢體獻上一首「真神之愛」的讚美詩時，小僕的心很是激動，體會到上帝的愛臨到天恩堂，祂愛我們
每個肢體，使用獻唱的肢體獻上嘴唇的祭，也使見證的肢體為主作見證，我真的為此而感恩。在聖誕
節期間，我們分別在青年會小學向幼稚園一班學生家長作見證、佈道，也在天悅邨明愛長者中心報佳
音。在上述的事奉中，我們深深體會到一股溫馨暖流在眾人的心間，使我們感受上帝在人間，彰顯出
祂的大愛，盼望在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的街坊朋友均能領悟到主耶穌降生於世的大喜信息，這對我
們來說，是何等重要的一回事。在新的一年中，盼望大家的靈命更進步，更有力為主多作見證。 

自從去年 10 月，教會向會眾推介閱讀「標竿人生」這本書後，反應不俗，甚至有位肢體致電給
牧師，多謝教會介紹這本書給她，她閱讀後，深感自己的生命得著復興，且對事奉神的心也熱熾起來，

感謝主。真的，教會向會眾推介此書時，是有個期盼，這期盼乃是天恩堂各肢體，每人要活出一個有
意義的人生目標，切不要讓自己白白虛渡每天的光陰。曾經有一篇文章是講及到美國佈道家葛培理博
士向與會的青年人發問：「你的人生目標是甚麼？五年以後，你人在那裏，你要做甚麼？十年以後你
人在那裏，你要做甚麼？十五年呢？二十年呢？有一天你要見主的時候，你的目標是否達成？你的目
標是甚麼？你是否已開始思想你的人生目標？你是否己設立你的目標？雖然有時我們不能完全按照
自己計劃去成就，但是我們可求主讓我們有一個從主來的目標」（參考《中信傳書》，2000 年 2 月）。
不知大家會否讓自己一生匆匆過去，而感到自己的人生很無奈，徒感空虛。聖經《以弗所書》中亦勸
勉我們要愛惜光陰，不要作一個糊塗人，所謂愛惜光陰，就是我們要將過去錯過的機會買贖回來，例
如：過去我們疏忽與上帝重建親密關係，在 2005 年開始，我們就要在靈修、讀經生活上下多些工夫，
以求與主有一個親密關係；另過去我們疏忽領人歸主，在 2005 年開始，我們就要定下具體目標去實
踐個人佈道工作。此外，牧師鼓勵大家一同在 2005 年去為自己的教會生活、與家人的關係，與弟兄
姊妹相交的關係，及在自己生 命與事奉上訂立一些目標，以致我們不枉此生。若大家對閱讀「標竿
人生」此書後有任何迴響，牧師願與你們產生共鳴，同時，我們也歡迎你將閱讀此書後，寫下你的心

聲，投稿給天恩堂家訊與我們分享。弟兄姊妹，我們真的切勿迷惘地渡過每一天，當我們得悉印尼地
震導致東南亞多國發生海嘯，引致十多萬人死亡的災難時，我們真的要知道這是主再來的先兆；我們
除要為到這些受災難影響的人禱告之外，我們也要盡自己本份奉獻金錢去關心這些朋友。聖經曾說：
「當人正在吃喝，忙於嫁娶的時候，災難是會隨時臨到」，所以我們務要儆醒度日，迎候主再來，盼
望大家一同努力活出一個標竿人生。在 2005 年開始，小僕在事奉上也會面對更多挑戰，自天恩堂訂

立了一個在 2005 年要自立目標後，在這
些日子中，盼望小僕能栽培更多初信的肢
體，能成為教會的中堅份子。再者，不論
在講壇上的教導，在關顧的事奉上，牧者
已計劃花更多力量與時間去了解教會肢
體的生活難題與掙扎，給予他們更多支持
與鼓勵，這些事奉實在需要大家以禱告支
持。另小僕亦會在 2005 年春季在播道神

學院修讀一些聖經科目及希伯來文，以能
在牧養事奉上有進一步的裝備，並期望自
己的生命也得著建立，操練自己有健康的
身體也是小僕在 2005 年的目標，盼望大
家在禱告上記念！  願主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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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WONG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相信大家都會見過我，但未必
個個都知我叫咩名。我叫 Wendy，中文名王志芳。我信
了主其實有十幾年，點解現在才洗禮？因為以前的我成
日十下十下，對信仰唔認真。但是現在的我已經清楚自
己真正得救，而且有了永生，所以我要在此向大家作見
證，相信耶穌是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
沒有生命。 

  
記得未信主的時侯，我只知錢好重要，做事問心無愧，總言之，自己唔做傷天害理殺人

人放火的事就得，講大話、買六合彩冇問題，我以前就係咁樣的人。直至有機會接觸這基
督教信仰，有少少認識就決了志。但初時覺得好以糊糊塗塗，不過自己都有係屋企附近找教
會返。而且嘢每星期都有固定返崇拜，又有參加查經小組。後來小組的弟兄姊妹有的移民，
有的結婚離開了，小組因而解散。而當時的我也只顧賺錢，好多嘢都靠自己，漸漸連教會都
無返。但感謝 神，讓我搬入天水圍這地方，返天恩堂這教會。但最初自己都係返停，
依然固我。但我感謝 神，祂沒有放棄我，反而讓我經歷一些事情，祂把我的生命完全拆毀，
重新再重建過來。更讓牧師不斷提醒及教導我，讓我知道自己仍然是一個罪人，根本沒有向
神認過罪，亦得不到赦罪的恩典。在這情況下，使我重新再思想這個信仰。我不斷的禱告求 
神為我開路，求祂帶領我當走的路。感謝 神聽我的禱告，我看見自己開始轉變過來，當這
信仰真正進入我生命的時候，我的價傎觀完全與舊我不同。以前公司裁員我非常的憂慮，由
早到晚都好驚。現在只要禱告我就得著平安。以前我比較依賴，現在我有力量去學獨立，看
錢已經不太緊張，更不用買六合彩，因深知 神一定有供應。 

  
感謝 神，我重新投入參與職青小組後。小組裏有一班愛 神的弟兄姊妹，看到大家互相

相鼓勵、彼此包容、彼此服待。當遇到困難時，他們會伴你一起走過這死陰的幽谷，當然耶
穌一定會與我們同在啦。在這小組裏我真的看到 神的愛。 

  
我很感恩，因為 神透過好多不同的事情和經歷讓我不斷成長，更讓我經歷祂的恩典和

慈愛。因為 神是信實同聽禱告。只要你真正相信和依靠祂，祂就改變你的生命，更會給你
心裏有真平安，因為 神的恩典是夠你用。當我感到孤單時， 神就對我說 “祂總不撇下我，
也不丟棄我＂ 這經文，我又會再一次從新得力。所以我深信 神必引導我每一日，因為真正
的平安只有 神才可給我們，有錢都買不到這種平安，而 神的供應是足夠的。所以我要更愛
主、更順服依靠祂。Amen  

見證隨筆 

見証隨筆是一個新平台，好讓弟兄姊妹可在這個平台上隨意舒發一些個人見證、教會

的生活，靈命的分享等；從而達至會內大家有更親密的相交、互相勉勵、激發愛心的

動力，將大家距離拉近，建立教會的內聚力。 

今期為我們【見證隨筆】率先撰寫見證的是年尾剛水禮的新葡。 Jan-2005 

投稿方法:電郵附件至 tin_yan_church@yahoo.com.hk 或以端正字體撰寫交給許少英姑娘 

 

․建議可寫下聖經的章節和其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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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前後    我在困境家庭中成長，自小在家裏要照顧

弟妹及家裏事務，但從讀書到社會工作，都也算順利。以
前的我，認為凡事要靠自己，路是自己行出來的。我家是
拜菩薩的，我當時就有一個觀念，信仰只是教人為善的，
只要不做損人利己的事，這就可以了，這些錯誤的觀念，
使我對福音無動於衷。一九九三年，我加入了義工行列。
這幾年間，也不斷有些基督徒向我傳福音，還記得，有位
基督徒朋友邀請我去一個佈道見證會，當時我也有感動，眼有淚光，舉起手來，但心裡掙扎
了一下，最終地把手放下來。回想過去，竟然把天父慈愛和美好的救恩拼諸門外，主耶穌說：
「看那：我站在門外叩門，若有聽見我的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
我一同坐席。」啟示錄三章：二十節。 

 

平靜風海，卻遇上風高浪急    2003 年 8 月 3 日晚上，一次意外跌倒至昏迷：左、

右手持續無力，低著頭雙手麻痺，引致心、肝、脾、肺、雙腳一同拉緊，痛極不堪，行動非
常困難，即時大哭起來，家人也為我點香拜菩薩，不斷求醫，也到公立醫院做物理治療，情
況並無好轉，11 月 24 日，終於入了一私家醫院再作檢查，11 月 25 日報告已出，醫生告訴我，
你現在情況是頸椎有 4 節軟骨走出，壓著神經線，加上嚴重發炎，呼吸也出現困難，需要動
手術，否則會有癱瘓或生命危險。當時真的感到很無助，我告訴醫生，不做手術，有什麼可
做呢？他要我張開一雙手給他看，那時，雙手持續不停在振動，現時要給你做三天拉頸治療，
那天早上十時，一直躺在床上用一些很重東西拉著我的頸，非常痛楚。下午 4 時，奇妙地，
心裡有一呼喚聲音，快致電給她，是誰在呼喚呢？想一會兒，就致電給她，她是我當年義工
相識的一位朋友，她聽到我的聲音立即回應，「我 15 分鐘前正想找你。｣心想真的巧合，還
說，明晚來看我。 

傍晚 6 時，一位修女靠近我床邊問發生什麼事呢？我就告訴了她。她說，「不用怕，天
父會保護你的，祂是位創天造地真神，我也會為你祈禱。｣從她說話中，我感到這份親切的關
懷，我再反省信仰這問題，又思考到人從何處來，死後也歸回何處的人生問題。11 月 26 日晚
上，這位朋友來探我，我當時感到渾身痛楚，感到自己是沒有生命，沒有明天，她翻開聖經，
讀出有幾段經文，其中一句是「凡勞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來，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馬太福音十一章 28 節。頓時，眼淚一湧而出，一個多小時，淚水沒有停止過，最終我也認罪，
決定承認耶穌是我生命救主，而肩上的千斤重擔也隨即卸下，心裡也充滿平安和喜樂。  
    出院後，雖要在家休息，簡單的動作也要由家人照顧，我立即向神祈禱：「主啊！求祢給
我多些時間和家人相聚，也捨不得我的親人和朋友，若真的要我癱下來，求祢取回我的生命
吧！」相隔十多天，有位朋友致電約我見面，她說，認識到一位有關講解整脊椎的醫生，並
已和我預約了時間，問我是否願意做這治療，我當日帶同掃瞄片給他看，他說：「你不可動
手術，但我希望可以幫到你。」我說：「今天可以做嗎？｣「要在數天才可。｣我只有期待那
日，心裡默默禱告。在途中那時，電話突然響起，對方說：「半小時前有位病人取消了今天
治療，你現在可以做這治療。｣經過這治療，我身體康復得很快。後來得知這位醫生，也是位
基督徒。 在我信仰歷程上，我親歷到主的保守扶持，也經歷到與主同在的喜樂。感謝神的施
恩憐憫，得蒙祂的醫治。  
    耶穌曾說：「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林多後
書十二章 9 節。「一切全是恩典，我感謝全能天父，籍著患難，讓我認識了祂，我得了永生
的盼望。」現在的我，學習每日與主同行，凡事禱告及交託。我願意與別人分享上帝慈愛恩
典，以生命影響生命，學習以上帝的愛去愛別人。「若有人在基督裡，他就是新造的人，舊
事已過，都變成新的了。」哥林多後書 5 章： 17 節。  

見證隨筆 SANDY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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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透視鏡          事工透視鏡 
浸禮主席的感受   田偉倫 
 

2004 年 12
月 12 日那天，
是天恩堂的弟
兄姊妹最容易
勾起回憶的曰
子，尤其是我自
己的感受更為
深刻。因為當日
天恩堂有 7 位弟兄姊妹透過浸禮及灑水
禮公開見證神的恩典，而自己更是當日浸
禮的主席。當 JoJo 姊妹把天恩堂將會出
版一份家訊的消息告訴我，還邀請我將浸
禮當日的一些感受寫下，可以在家訊裏與
弟兄姊妹分享，我很樂意地答應了。雖然
知道自己不是一個寫文章的人，但是能夠
透過文字去分享以及可以同證神恩，實在
是一個在神家中的好渠道。自己當浸禮主
席是第一次，心情仍然是有些緊張，因為
要面對一些未信主的會眾，所以在說話上
不可以有太多屬靈的字眼，又不以與聖經
的真理有所不同。因此我相信這一次的事
奉對自己來說是一個新開始、新的嘗試、
新的操練，好像一班藉著浸禮的弟兄姊妹
公開見證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復活，
成為新造的人一樣。正如保羅在哥林多後
書五章十七節所寫<若有人在基督裏，他
就是新造的人。> 

 

相信每一個真心歸主的人，都願意公
開地去見證神怎樣在自己的生命上有所
陶造以及更新。正如天恩堂在浸禮當日有
7位弟兄姊妹，同樣地見證他/她們怎樣相
信、倚靠神，令到他/她們在生命上跟以前
有所改變，以至到今天願意跟弟兄姊妹一
同追隨神、事奉神。 

 

當我回想三年前的時候，自己都是一
個受浸者。在過去的三年裏面，透過在教
會聚會、團契相交生活、事奉、禱告、靈
修。看見神在自己生命上不斷地更新、修
剪、陶造。我相信神的恩典不單只是給予
受浸者，當弟兄姊妹願意多些親近神，願
意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事奉上懂得按
神的心意去作，自然就會得著從神而來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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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天恩．歸屬於主  陳康祺的分享 
  

在這上帝的產業中歌頌上主的恩典真好. 雖說我們
在何時何地讚美主也是合宜的, 但能在這七位弟兄姊妹
的水禮日子中以小組獻唱, 除了可同證主恩外, 又可在
這信與未信之人面前唱詠真神之愛. 如此機會可算難
逢, 在會眾方面甚具福音意義, 而在另一方面, 也即我
個人方面, 更顯多重意義. 

首先是失敗的意義:相信如果當日有您蒞臨的話, 
您定會很有這個體驗. 除了我們音色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外, 由練習至當日我還送出了很多『錯誤』給小組詩班. 
在此我值著雷牧師這堂訊, 向教會和小組詩班致歉, 特
別您是初次參與這類型事奉, 希望這沒有令您難堪, 也
沒有使您對事奉卻步. 而當中有您們的包容與寬恕, 在
下十分慚愧. 盼望我這失敗能成為您們的好經歷. (因
為您們將不會遇到比這更糟的), 繼續發揮神賜給我們
的專長. 

其次是回憶的意義: 這是源於敬拜部的兩位部長, 
『真神之愛』這歌是由副部長所選. 而自己便是被他們
熱誠所感, 不得不勉為其難地參與當中. 記得當時我們
只有兩星期的時間. 在決定選取小組詩班後, 工作便開
始. 先是兩位部長的籌組､聯絡. 接著是兩日之後, 一
行 15 人的小組詩班便聚集在樂湖教會練習, 在似乎樣
樣都沒有的情況下開始. 我們一起禱告､練聲､合唱､
分部､再合唱､再禱告､約下一次練習時間. 如是者, 
經過多次的聚集, 雖然行程緊密, 弟兄姊妹疲乏困倦, 
但表現雀躍, 有愷恩的琴聲､桂芳的禱聲､天祐的歌聲
等, 為著主的原故我們一同奔跑這路程.  

最後是建立的意義: 在教會設立詩班是合宜的. 對
此我曾問及牧者, 雖然卻不得所以. 但自己對參與詩班
卻十分響往, 很希望自己一家能在這讚美的事工上有
份. 

雖然天恩堂沒有詩班, 但有了今次的經驗, 相信可
為我們作個基礎. 在此, 我想請各位 (包括在看這分享
的您) 為我們未來而禱告, 我們可在小處先求, 即細細
地求, 也不敢妄求. 我想天恩堂需要的如下: 

 

兩位詩琴,一位指揮,一位詩班長,四位聲部長 
 

暫時就這麼吧, 在此拜託各位了. 倘若詩班在數年
後出現在天恩堂, 不論這詩班是大是小, 又或您有否參
與其中. 這詩班您們都有份的. 有您們的祈禱, 在這上
帝的產業中歌頌上主的恩典, 明天的我們應該是有所不
同的. 最後, 我想以『探索敬拜』書中的一段作結束: 詩
篇 149 把『高處的讚美』和『兩刃的刀』並列, 這兩者
之間有非常美好的關係. 對神的讚美加上從神而來､強
而有力鮮活的話語, 是一個必勝的組合. 如果教會具有
這兩項事奉, 她必然繁榮增長, 無人能抵擋. 



 不一樣的聖誕佳音       黃秀萍 
職青部份組員都有參與往年的會所／街頭報佳音，向未認識主的途人，藉歌聲唱出聖誕訊息；但

零四年我們選擇了另類的報佳音方式─ ─探訪主內獨居長者，向他們唱聖誕歌，誦讀耶穌出生夜

的經文，關心問候及送上小禮物。此次我們共探訪了２位長者。 
探訪後，我們到了廣文及新雲的家，一面吃糖水，一面彼此分享探訪的感受： 

天恩消息 
Jan-2005 

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天恩堂 

12 月 24 日早上，連同二十多位婦女和兒童到

訪服務設施大樓一樓的明愛長者老人中心。

期間，我們與七十多位的長者一同慶祝聖誕，

我們預備了一些輕快且悅耳的聖誕詩歌，並

與他們藉著遊戲來懷舊一番，答中者可得到

懷舊明信片，又來一隻「皆大歡喜」的舞蹈，

嬴到長者的不少掌聲。不可缺少的聖誕禮物

和祝福贈送給每一位長者，將溫暖帶回家。 

雷唐寶珍 

12 月 24 日晚的平安夜，蒙恩家庭組的弟兄姊妹各拿

著自己的拿手好菜返回教會，與眾人共享，令四張大

長枱擺滿各式各樣的美食。但人的擠迫比枱面的食物

還要厲害，成人加小朋友約有 80 多人。人雖然多，但

是非常熱鬧,食物也被一掃而空。交換禮物也成為當

晚節目的高潮，無論大小朋友，節日收到禮物都會非

常高興。大約 10 時我們便收拾心情，準備到街上藉唱

詩報佳音。20 多人排成一行到樂湖輕鐵站旁和銀座

之商場門口中央唱詩及派單張，高興的是弟兄姊妹在

街上唱詩也很投入，也吸引到一些街坊停留腳步聽一

聽。願平安的歌聲進入聽到的人心坎裏。 

雷唐寶珍 

嘩，長者們很健談， 很

開心我們的到訪， 半小

時是不足夠的。 

我見到她們信主

幾十年，覺得她

們很有福氣呀！ 

見到婆婆在主裡經

歷很多，很能鼓勵

我呢！ 

是不是刻意的安排, 讓
我們能探訪到這樣開

朗、喜樂的長者？ 

神當然知道我們的能力，首次出動

就遇到開朗喜樂的長者，我們的心

都被激勵；若我們探到一些難處理

的個案，我們未必有能力招架呢！

神總是給我們最好的安排。 

職青組員探訪的心，因這次活動被燃著了，大家都願

意日後再嘗試探訪。聖誕後的嚴寒日子，更有組員主

動提出要致電關心所探望的長者。 

盼望日後能再有探訪的服侍，與兄姊彼此鼓勵，使天

恩堂“家＂的感覺更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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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感謝上帝！讓天恩堂家訊創刊號可順利完成。這完全是 神的恩典臨到我們當中。  

 

筆者很開心看見天恩堂在邁向自立的前哨上有這份家訊的誕生。深盼各弟兄姊妹能

鼎力支持及祈盼 神保守帶領這事工可繼續發展。  

 

能參予這隊工，最大收獲除了能體驗大家分工合作外，其次就是得到弟兄姊妹的真

誠支持。坦白說，最初面對此工作，我心是很軟弱，害怕半途而廢，也怕把不必的重擔

壓在別人身上。就是這樣站在十字路口，不曉得何去何從？人身要決擇的事情總是多得

很。今天是這些；明天又是那些。小孩子也要學習如何把東西執起來和放下來，如果沒

有嘗試過又豈能知道果效呢？當筆者 禱告把心裡的困難和憂慮交給 神後，我清楚看見  

神的預備和大能，就這樣把我們這隊新丁連在一起。儘管有很多事情我們仍在摸索中，

不甚順暢，但喜樂是 神的恩手在陶造，領我們向前走。 

 

 回顧自己在天恩堂巳有一段不短的日子，教會生活就正如大家庭一樣，但是對有

些弟兄姊妹 的認識和關係只限在一個簡單和親切的微笑上，並沒有機會更深認識。盼

望藉著研讀別人的『靈修分享、生活見證』可以讓大家的距離拉得更近，更能投入在天

恩堂這個家。  

 

此外，邁向自立愈近，想大家的心情就越興奮和緊張，寄望您們不同的聲音也可以

透過『隨筆見証』舒發一些內心的感受。如果您們對此有感動，就現在動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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