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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天，我 都 帶 著 輕 鬆 的 心

情，跑到花香景美的公園去，或

是午間，或是夜間，在那裡結伴

同遊、結伴同坐，或談談天，或

談談地…，真是樂而忘返！我仿

佛感到這是吾家！ 

 

每天，我都帶著躇躍的心情，跑到五花八門的商場內，或在

遊戲機中心，或在梯間內，在那裡結伴同坐，或吹吹煙，或啪啪

丸…，真是快樂過神仙！我仿佛感到這是吾家！ 

 

每天，我都帶著廣闊的心情，跑進變化萬千的網中虛擬世界

裡，在那裡結伴同玩，結伴同戰，或去盜寶，或去格鬥…，真是生

死同路！我仿佛感到這是吾家！ 

 

但…，每天我卻帶著極重的腳步，幾經艱苦才將我的腳掌移

進仿如渺無人煙的屋內，在那裡獨個兒做功課、吃晚飯、或看電

視。親人雖在，但各自各精彩似的活在一角，無怪乎我仍得享靜如

深海的境地！我實在苦問這真是吾家嗎？究竟何處是「吾」家？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們周遭的青少年人需要家嗎？地上屬血

緣的家也許未必是我們能全然幫他們建造，但那屬靈的家也許是我

們可盡一點點力提供吧！但願  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也臨到他們的身

上，好叫他們說：「在主裡也是吾家！」 

葉志雄              

專題分享 
何處是「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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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家書 

2005 年 2 月至 3月份家書 
主僕雷振華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首先向大家祝賀雞年

萬象更新，靈命進步！在

新的一年開始，盼望大家

都 作 一 個 不 住 更 新

（kainos）的 信 徒，並 在

更新的過程中，不斷看到

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及

給我們的異象，以致我們的生命被更新後，能在這個世代中發

揮屬靈的魅力，影響週圍的人，以使他們早日得著主耶穌基督

的救恩。 

 

當我們著眼於這個目標時，相信上帝已展開帶領我們向前

的計劃。第一是天恩堂已計劃於 9 月尾正式宣告自立，不知大

家在這個目標中，會付上了甚麼力量？或為自己定下甚麼裝備

計劃？此外，我們有可能在 2005 年 6 月間進入天恩幼兒園開始

主日崇拜及展開領人歸主的計劃，據播道總會予本堂的消息，

社署與房署將於三月份將天恩幼兒園移交予播道總會籌備幼兒

服務，而播道總會亦計劃在 2005 年 6 月份展開有關服務。當我

們尚未進入該處聚會時，我們實在需要積極準備自己----- 多親近

上帝：在祈禱與讀經中尋求主在我們身上的心意，以致大家能

同心合意，建立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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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影音使團」將

會推出一套福音電影，名為

「挪亞方舟驚世啟示」，這

電影之推出最主要目的，乃

是讓我們重溫昔日上帝以洪

水滅世時人們只顧吃喝嫁

娶，物慾橫流，終於上帝不

忍大地淪為罪土，決定以洪

水滅世，重整世界秩序。上

帝便差挪亞建造方舟，以致

當洪水滅世時，挪亞一家在

方舟逃避大洪水，為挪亞預

備方舟作拯救，及讓觀眾認

識這套電影主要目的是要向

世人宣告，耶穌基督是生命的方舟，並藉此電影以方舟作題材，去

比喻耶穌是現代的方舟，上帝為世人預備救恩，把人從罪惡中釋放

出來，引起大眾對《聖經》的興趣，進行福音預工。但願我們一同

效法挪亞的堅持，持定神話語的啟示，不負神的重大託付，向這個

時代發出從主而來的呼聲，叫世人醒覺到罪所帶來可怕的審判，以

及神為人預備奇妙的救恩。我相信此電影不單可幫助我們領人歸

主，也可使信徒進一步明白方舟的信息與講解，作為裝備自己的一

個媒介。各位弟兄姊妹，你願意在這個時候有此行動嗎？若你們為

此呼籲有所行動的話，大家可在所屬的小組中或可考慮與幾個小組

聯合一同計劃向「影音使團」商討籌辦包場行動，料這行動也可促

進教會合一；有關詳情可與梁杏芳姊妹聯絡。 

牧者家書 

2005 年 2 月至 3月份家書 
主僕雷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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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不知大家有否留意到整個世界的局勢與潮流不斷在改變，

目前，「性傾向歧視」之立法正受政府認同，故民政事務局正在積極

部署，為性傾向歧視立法。這法案乃涉及到我們的社會將會同意同性

戀非刑事化、同性婚姻合法化，料這等法案若被政府認可或肯定，相

信這會帶來香港社會的道德下滑。在後現代的社會，高舉人權的行為

是正在鼓吹中；然而我們作為信徒的，切不要忽視同性的戀愛與婚姻

是上帝厭惡的事(利 18 ： 22 ；羅 1 ： 26-27 ；林前 6 ： 9-10)。同性

戀與同性婚姻等事情均違背了上帝為世人創立婚姻制度的心意。教會

在聖經教導與輔導工作上也相對地受到不可預料的衝擊，若牧者在教

會上反對有人有此過犯時，牧者與教會不免受到法律上的檢控，為要

維護上帝的真理，我們作為信徒的，豈能閉口不言呢？這法案也涉及

到我們下一代能否有健康的人格與幸福婚姻生活，若我們讓此法案成

功地通過的話，相信香港家庭的倫理也會趨於蕩然無存！若大家對上

述法案有所反對的話，我們可電郵給民政事務局 habl@hab.gov.hk，

以表達我們的觀念，另一方面，若我們希望就此「反對性傾向歧視」

之立法事情有所關注的話，大家亦可上網 www.truth-light.org.hk 觀看

有關資料或致電香港性文化學會 3165-1858 詢問有關情況。弟兄姊

妹，主說我們在世上的角色是要成為世上的光與世上的鹽，我們切不

要為這些事情掉以輕心，一齊行動吧！ 

      在今年耶穌受難節（25/3）晚上，本堂亦準備了受難節默想聖餐

聚會，以使大家在此聚會中再思念主的大愛，在 27/3 復活節當中，

本堂也準備了復活節的福音信息：「在以馬忤斯路上與主相遇時」，

盼望你們能抽空回來參加上述的聚會，並為以上所提的事宜代禱，以

使上帝的心意得著滿足！                                                               

願主祝福大家！ 

牧者家書 

2005 年 2 月至 3月份家書 
主僕雷振華 

5 



小時候有兩個宏願。  第一，長大後做一個好

媽媽。第二，將來做一個教導小朋友的老師。十五年前，

藉着神的恩典，祂讓我初嘗達成願望的滋味------我當上

了母親。 
雖然我並沒有時常把渴望做老師的心願放在禱告

中，但那位憐憫人需要，洞察我內心的神已為我預備在

祂的事工上有份-------雷師母邀請我當兒童主日學導

師。感謝神，祂並没有輕看我的缺乏、不足及軟弱，祂

乃要叫我在這事奉崗位上被建立。透過師母的鼓勵、提

醒及包容，小朋友對我百般的忍耐及憐愛，禳我這個不

配的侍女在當中不斷學習及改進。 

“教學雙長”這句話正好反映出現在高小級主日學

的實況。每星期的兒童主日學的實況。每星期的兒童主日學正是小朋友學習敬拜及真

理的時間。帶領孩童敬拜主親近神是我們的責任。讓孩童聽到有真理、有使命、有活

力的信息是神託付我作的事工。教導他們透過祈禱直接與神溝通，和小朋友一同經歷

與神同在。我們所付出的，有如埋下一粒小種籽，內心只盼望小朋友的心田是一塊肥

沃的良好土地。經過幾許時日，發出茂盛的樹葉，長出甜美的果子。此外，兒童主日

學也是我在神面前接受裝備、磨練、提醒及反思的實習課堂。預備課堂的教材，讓自

己有機會仔細地翻查聖經，重溫內裏的真理。小朋友在堂上的反應，他們率直的批評，

讓我學習忍耐及包容。聖靈更時常提醒我要管束舌頭、緊守腳步，為着要見証神。 

曾經為着他們反叛的行為舉止流淚，又因着他們故意批評的說話差點兒氣得昏過

去。這一切並没有令我跨倒、沒有叫我放棄。相反地，神的愛令我思想到需要更加盡

心教導，用盡愛心去感化他們。 

例一：收到聖誕咭，咭內寫上問候及向我一家人祝福的祝福語。 

例二：送給我溫暖牌圍巾、愛心魚及滿有心思的小禮物。 

例三：小女孩為着未信主的爸爸每晚獻上清心禱告。 

例四：家人說小女孩在行為上有很大的改進。 

例五：小女孩立志長大後堅守走在事奉主的道路中。 

小天使們給我這些意外回報，潤透了我的心窩，更成為我事奉上最好的鼓勵。 

昔日保羅對提摩太的提點、訓勉及鼓勵（全錄在提摩大前、後書），也成為我今

日事奉上的提醒與榜樣。自問没有專業的教學技巧，更没有流暢的口材，但我深深相

信，若我能盡本份，神定在當中引導、保守及祝福。 

現在，我仍有兩個願望。 

第一：但願小朋友的心田是塊好土地，盛載著神的道，結出碩壯的果子。 

第二：但願你們能成為小朋友的守望者，恆切為他們禱告。 
馬雷玉美  

事工透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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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週末的晚上，總有一種莫明的興奮，因為令牽掛好幾天的小朋友，

明天又可以見面了……，他們是我的主日學學生。 

    已記不起那一年開始當上了兒童主日學的教師，那就在教會成立的初期，是神

厚愛我吧！祂知道我天生喜愛小孩，就讓我有這個最上好的事奉崗位。 

    當年這區比較多年輕夫婦入住，所以跟他們來聚會的小朋友也多是嬰孩和幼

稚園的學生。心想這般年紀的小朋友，最愛聽老師的話，又不會想到深奧的問題

來考我吧！所以當師母第一次邀請做兒童主日學的教師，我不加考慮便答應了。 

    還記得和他們第一次上課，題目只是講天父創造天地。備課工夫也算是做足

了，誰不知面對著這十個八個小豆丁開始講故事時，我的心也開始不受控制的砰

砰的跳起來，也許他們年紀實在太小了，故事講了一大半，卻半點反應也沒有，

有的還開始左右扭動，一臉子不耐煩，我好不容易才捱過了這個主日。回家後，

只覺得自己失敗，自以為沒大不了的工作，我卻是膽小如此，或許神就要我知難

而懂得更虛心學習。 

多個年頭了，天恩堂經歷神的恩典實在很多，我也是當中的一個見證人。記得初期我

們只租用了一個小單位做敬拜的地方，後來轉到樂湖居會所的餐廳敬拜，小朋友上完主日

學課，還可在會所的兒童遊樂場玩耍，好幸福呀！到現今我們在中華基督教青年會幼稚園

上主日，就更加開心。因為得主帶領，讓參加主日學的小朋友比以前倍增了很多，課室也

又大又寬敞。 

當日的小朋友現已成為了中學的主日學生了，而當日心跳手震的我在主的眷顧和師母

的鼓勵下，也成了一個頗有信心的主日學教師了。回顧這些年日，主讓我透過這些事奉看

到自己的不足，由自負學會了謙卑，又透過教導小朋友，讓我更深了解祂偉大的愛。看著

這些小朋友和自己的成長，心裏甘甜得只想說句……「主，感謝祢！」 

還有，我也想向那位一直為兒童主日學默默耕耘，盡心盡力得令人敬佩的女士說一

聲……師母！謝謝妳！妳的溫柔、忍耐成了我學習的目標。未來的日子，我希望主給我更

多的事奉機會，我也在此呼籲更多喜愛小朋友的主內弟兄姊妹一起加入這個行列來事奉。

告訴你，你一定會有大豐收的！ 

    事工透視鏡 

【天水圍】從前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位於新界某處的新發展地區，我不清楚

它的位置，亦不清楚它的需要，當然亦沒有想過自己會與它聯上關係。 

 直到神帶領我來到天恩堂，讓我看到【天水圍】這社區的發展，更感到人們對福音

的需要。這令我希望能從小孩子「入手」，早日種下福音的種子在他們心中，好讓他們

日後的日子也滿有神的恩典、平安和喜樂。我想，唯有神給我們全無條件的愛，故我真

的盼望天水圍的孩子能早早便感受這愛，明白自己是神所重視和愛惜的。這樣，他們在

人生的成長過程中便會好好愛惜自己及身邊的人。 

不經不覺在兒童主日學事奉也有一段日子，看著各孩子由幼稚園學生升到初小班，

甚至有些由小學已升中學，心中實在充滿著喜悅。當然，但願他們不單在身量上有成長，

愛主的心也日漸增長，以至長大後也一直能活在主的愛裡。 

張苕媛 

張雷玉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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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杏芳  KITTY  
從小沒有嘗過幸福家庭的我，小時候令我

最難忘記的事，在八歲左右，爸爸因一次

吸鴉片被拉上法庭，而媽媽拖著我還抱著

小我五歲的妹妹，我看見媽媽的臉容苦苦

哀求法官給爸爸一次機會，我心裡在這刻

痛恨爸爸，不叫他做爸爸，童年的成長就

變得任性、自私，而且又怕被別人知道自

己的家庭狀況，看不起自己，所以時常將自己收起，因此很自卑。 

 

現在很不一樣，因信了主耶穌，祂讓我生命得己改變，因著耶穌使我

與爸爸的關係和好，感謝神之外，也多謝教會牧師和一班熱愛主的弟兄姊

妹為爸爸禱告，也在去年七月十八日在醫院受浸，當爸爸悔改認罪要接受

主耶穌做他個人救主，心裡的喜樂難以形容，好像-----(路加福音十五章

十節)[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神是一個聽禱告的神，爸爸身健漸漸康復，也返教會領聖餐，這件美

好的事，神也成就了。今日爸爸餘下的日子是神額外恩典，過往他有五六

十年吸煙習慣，今天他願意戒除，現

在我和爸爸的關係，不像兩父女，反

而更像朋友，因為耶穌己改變了我的

任性、自私、怨恨的心。 
 

我現在很希望各位主內弟兄姊妹

有父母還未信主的，要努力為他們肯

接受主的心禱告，要記住神不會撇下

他們不理，在神裡面沒有難成的事，

彼此互勉。最後將榮耀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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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MA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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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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代禱、可寫下禱詞和重點。 

․每篇文章只須包含一個重點。 

․用字簡單、清楚、約 50 至 500 字為限。 

․必須注明姓名及聯絡电話 以便聯絡。 

梁黃帶好 FANNY 

大家好！我是梁黃帶好（英文名叫 Fanny），很高興在此有機會和大

家分享我的靈修，今次靈修經文為《哥林多前書》4 ： 1-7 節：「忠心的使

徒」。 

 

    經文說：「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4 ： 1），「人」指多過一個

人包括我自己，我們擁有的一切都是管家身份。例如：身體、子女、金錢，

但大部份人都看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或論斷人，也效法這世界的價值觀，以至

自卑及自大（但判斷的乃是主 4 ： 4）。所以，我要將焦點放在主裏，乃是

討主的喜悅，因為行事為人，可見或不見的，都在主裏無所遁形。各人都有

不同的恩賜，或大或小或重或輕，但在主裏都是互為肢體，所以都沒有甚麼

可誇的。因為你有甚麼不是領受的呢？（4 ： 7） 

 

    現今，天恩堂快將自立，盼望自己及各弟兄姊妹一同起來，同為基督的執

事，互為肢體，興起教會，傳揚神的愛。以往牧師常提醒我們不要只聽道，

以至水過鴨背，不要做平信徒，要起來為傳福音而裝備。最近一連幾次的講

道，牧者都是提到「主快來」，現實中的南亞災難，僕人的交賬，好叫自己

都要儆醒及裝備，盼望弟兄姊妹都一起來為主作合宜的身份，以致與所蒙的

福音相稱，作基督的執事，為神的家，天恩堂作精兵，榮耀天父。 

靈 修 分 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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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動態 

 
農曆新年前的主日中午，職青連同組員的家屬及雷師母，共

23 人聚在教會樂湖基址一起吃團年飯，雖然很簡單，沒特備節

目，只有簡單詩歌及互相祝福，一同享用著盆菜，但最珍惜享受

彼此分享的時間。 

 
年初五崇拜後，我們又聚集一起燒烤，雖然寒風凜凜，仍然

不減大家的熱情。在等候燒烤爐的時候，玩了遊戲，以認識教會

會友及聖經人物、書卷為主。後來有組員回應，因著這遊戲發現

聖經知識的貧乏，要好好努力一下。 

 
除了雷師母參與外，最享受的當然是 Sam 弟兄一家的參與，

一同聚聚舊；還有就是能與 Wendy 的丈夫認識多一點。 

 
由於小組時間有限，這類吃喝玩樂的時間，確實能讓我們認

識多一點，維繫更深；在談話分享中，體察各人的不同見解、不

同的價值觀、信仰的不同實踐情況，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好機

會。 

 

秀萍 

天恩消息 
FEB-MAR 

2005 

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天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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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家庭小組團拜                                         

 
   每家拿著熱騰騰的餸菜回教會，哦！原來每個家庭為著 2 月 19 日

晚上的團拜預備了豐富而有創意的食物。約有三十多款的菜式鋪滿整

張長枱，令人不禁垂涎。並且各人在自己的餸菜上改了一些特別的名

稱，如：老少平安、七彩人生、年年有魚、聖靈寶盒、八福寶鴨及多結

果子……等。當各人分別介紹自己的名菜之後，我們便正式開始試味大

比拼，每人要食三十多款的食物和評審最優質的餸菜，將自己覺得最好

味道的餸菜分數表示在白板上，看那十位最高分！當然有人拿大獎，其

他人亦沒有落空，也有小禮物一份。 

 
  大家的肚子飽飽後，猜燈迷的項目也隨即展開，50 條燈迷令大家

各有不同的表情：有些皺眉、有些微笑、有些用手指不停地寫、有些大

叫自己的答案、有些喜怒不形於色……實在令這熱鬧的氣氛不能停

止！ 

 
  六十多人的笑聲、掌聲及收拾碗筷聲

中，結束了我們蒙恩家庭的團拜。  

雷唐寶珍 



編者的話 

感謝神！再一次祝福“天恩家訊＂成功刊登，繼續為弟兄姊妹服事，願

主使用“天恩家訊＂成為福音的出口，弟兄姊妹的幫助。 

 

  過去一年，真是多災多難的一年：南亞的世紀海嘯，相信大家仍未淡

忘；澳洲火災，燒了好幾日；歐洲連日大雪，還有水災；中國北部連日暴

雪；北美亦受暴雪颶風侵擊；甚至連南極有一冰川浮動，可能會影響南極一

些生態∙∙∙等等層出不窮的天災不斷加增，還有持續不斷的人禍：伊拉克

政府仍然動盪不安、恐怖事件接二連三∙∙∙等等。 

 

  耶穌曾說祂將會再來，那時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

地震。各位弟兄姊妹，現在我們是否正處於耶穌所說的那時候？是否感受到

耶穌再來的腳步聲愈來愈響，愈來愈接近呢？你是否已準備迎接主耶穌再來

呢？ 

  來 10:24,25「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勵行善，你們不可停止聚

會，好像那些停止慣了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臨近，就更當如

此。」經文提醒我們那日子既然臨近，那麼我們更應該彼此相顧，激發愛心，

勉勵行善，但是我們又如何實踐呢？其中一個實踐的方法，就是你現在所看

的“天恩家訊＂，可以將你的見證、分享、所領受的或勉勵的話投稿，讓弟

兄姊妹能得到你的鼓勵，感受到你所領受的，使大家一同成長，一同受造就。

這就是“天恩家訊＂的目的，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願主耶穌祝福大家！  

 

麥天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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