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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感恩中看敬拜  -  金劍秋傳道   

希伯來書 12： 27-29 

12: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

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

戒我們的呢？ 

12:26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

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12:27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12: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

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12:29 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 

 

我們會為甚麼事情感謝神？一般信徒以得了好處或困難得到解

決感恩，病得醫治或逆境扭轉而讚美神。初信主為自己得救而雀

躍，日子久了，習以為常，我們甚少再為得著救恩而感到興奮，好

像一切歸回平淡。我們要彼此提醒，免得成為忘恩的人，帶著錯誤

的觀念敬拜。 

 

聖經形容這寶貴救恩是信徒「得了不能震動的國」(28)，是進

入神的國度，一個新的領域，一個不會被任何人奪去，也不會被任

何事物動搖的天國境界。 

 

日本經歷 311 海嘯，東北變成廢墟，一片荒涼。岩手縣遭海嘯

滅頂的陸前高田市一棵松樹，旁邊 70，000 棵松樹都倒下，唯這松

樹屹立不倒，成為當地日本人堅持下去的希望。一顆暫時仍然存活

的垂死松樹，成為絕望中的日本人盼望。但不要忘記這棵樹最終都

會因其年老或其他因素而死亡，唯有神清楚應許「不能震動的

國」，是可以經歷任何考驗和衝擊，永遠長存。我們是否相信聖經

所講？那就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25)；誰會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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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話？神除了對極少數人直接說話外，大部分是透過「人」向人

說話；這個「人」可能是你屬下或敵人。 

 

聖經又提醒我們「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28)；不要

只為那些眼看得見感恩，要為不能看見的，但實實在在擺在我們眼

前的國度，憑著信心我們已經得著的感恩。 

 

「震動」原文出現共 15 次；「不能震動」在新約只出現兩

次，另一次(徒 27:41)譯作「膠住不動」，是當時因為保羅被押解

的船遇上兩水夾流而擱淺，船頭被卡住而動彈不得，任由急促兇猛

的巨浪拍打，水手如何努力，仍然不能把船移動半分。只要我們自

己不放棄或自動離開這「不能震動的國」，沒有人可把這國移動或

從我們生命中取去，永遠都有我們這屬神兒女的分。難到這還不值

得我們付上一切，用生命敬拜這位永生神！ 

   

很多初回到教會信徒，急不及待承擔事奉，聖經提醒我們要

「照著神喜悅的」(28)。作為兒女，要討父母歡心，理應向父母查

間，究竟怎樣才可滿足他們的心， 

 

不是自己一廂情願，拼命做一些自以為是他們喜歡的事。筆者

曾與一班同學，訪問一間大堂會牧者，宣稱尋找事奉人員，不是單

因為他們有時間，還要考慮他們是否擁有正確的事奉觀，與正確的

事奉態度和動機，還有，是否願意全然委身，否則會婉拒他們。 

 

今天我們敬拜生活，首要問自己是否一個感恩的敬拜？是否神

喜歡的，還是自己的意思？我們的事奉是聖靈引導自己有這負擔，

還是尋求自我實現，發揮理想；是否有空閒就來大發熱心，事務繁

瑣就隨意缺席？「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29)，神會按著我們的敬

拜生活和事奉心態，賞善罰惡。 

 

我們得著不能震動的國而感恩，願意為神、為教會事奉，這是

應該的。但聖經並不是單要求我們「熱心」，而是「用虔誠、敬畏

的心事奉神」。神要求我們的敬拜，按著聖經原則活出的外在宗教

生活與內在屬靈品格表裏一致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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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教室 - 好良善     郭必鋒牧師 

當主耶穌被稱呼為[良善的夫子] 時衪回答說：只有神是良善。 
馬可福音 10:18;路加福音 18:19 基督徒也正正要讓聖靈在生活中結出聖靈

果子，表彰出信徒重生後生命的改變，良善是屬神的人生命中一項表現，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23 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 5:22，23。 

 

活在一個罪惡充斥的社會中的人，很不容易有良善，俗語云[害人之

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待人良善，反遭對方起疑心。但聖經

教導我們，不管是否被對方接受，靈裏長進的信徒都要[好良善]  

提多書 1:8，因為這是聖靈在信徒生命中要結的果子，也是基督徒

屬靈生命追求的方向。 

 

良善是一種複雜、多角度、多層面的生命素質。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

的八福(馬太福音 5 章 3 - 10節)給了我們一些追求良善生活的導向

及指引。 
3 虛心   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 哀慟   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溫柔   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6 飢渴慕義  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恤人  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8 清心   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9 使人和睦  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10 為義受逼迫  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有人認為登山寶訓是主對信徒極高、幾乎是很難以達到的要求。但

卻又是福氣、信徒蒙福的源頭；這篇文章中，因著篇幅及文章主

題，我們姑且不提蒙福成果，讓我們單單從良善的生命來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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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虛心的人有福了！  

 傲慢，霸氣的人又怎麼能知道自己心靈貧乏；虛心的人又怎

 會傷害週圍的人呢！ 
4 哀慟的人有福了！  

 能感受別人的傷痛、悲哀，感同身受，抒發出最大的安慰能

量，是週圍的人一大祝福！ 
5 溫柔的人有福了！  

 柔不等於沒有立場而隨風搖擺，反之卻曉得以溫順、平和的

表達，持不同意見的人免受傷害！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公道自在人心】，若把心中的公道隱藏、置之腦後，週遭

的人遲早受到傷害；人若能飢渴慕義，知道能有比心中的公

道更高層次的公道，那還會怕心中的公道不彰顯出來嗎。 
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能夠發現周圍人的缺乏、軟弱而發出一些出自同情、憐憫的

行動，願意與對方分享自己所有的去補足周圍有欠缺的人，

良善便被發揮出來。  
8 清心的人有福了！  

 【以小人之心量度君子之福】是可等的可怕、讓人受損的心

態；若心中無一點點的奸險，只存一個單純敬畏神的心，不

單不會傷害別人，亦能讓人敢於接近，是人見人愛的君子。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人與人之間雖免會有誤會、磨擦、甚至爭鬧。處於紛亂之

中，不單能不被涉在爭執之中、或置身事外，更能有智慧、

有技巧地周旋在爭執中平息紛亂，這是很難得又極珍貴的良

善啊。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有些人受苦、受難是自食其果，似乎是有點兒【罪有應得】

的味道；亦有些人認為自己遭遇了【無妄之災、飛來橫禍】

而大呼寃枉。可是也會有人為了維護公義，奮不顧身、義不

容辭，獻出自己，毫不怨言，從容就義。您會評價這樣的人

是傻瓜、還是好良善呢？ 

簡短的分享，希望能激動我們的心，實踐主基督對跟隨祂的門徒的教

誨與要求，一同過一種好良善的基督徒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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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筵席」 

2014 年的聖誕聯歡會，是我在天恩堂實習的最後幾天，轉眼

間便渡過了一年。回想起第一次在新北江附近的餐廳與長執教牧們

一起見面、吃下午茶的情況，仍然記憶猶新。當時懷著一份戰兢的

心、掛著建道神學生和恩福堂會友兩個地上的身份來到天水圍，認

識和記住了人名、時間、地點等資料後，便是吃喝的時間，這是第

一次吃喝「天恩」的筵席。 

轉眼間便到了第一次崇拜講道前的祈禱會，感激當時幾位長青

團的長輩和教牧們，一起為我按手禱告，令我十分感動、有點點淚

光。由宣召到讀經，心臟愈跳愈快，好像不想再留在身體內一樣，

直到當我回頭，看見會堂中坐滿了年長的、患病的、坐輪椅的，令

我突然湧滿了基督服事人的情懷，瞬間驅走了恐懼，因為主的「大

筵席」（路十四 16）正是為我們所預備的。 

記得在天恩堂參與過大大小小不同的筵席，無論是成崇前被總

務們款待的早餐、青少年團契時的大食會、蒙恩團開組前的晚飯，

或者在茶樓時開懷吃點心等，這些都是十分難忘、開心又愉快的片

段。當中最特別莫過於暑假時在澳門訪宣，與幾位年青人每天一同

吃足三餐，回到香港又受到教牧同工們的筵席款待，令我被「深深

感動」。 

轉眼間便到了歡送的筵席，蒙恩、職青、青少、並教牧長執們

所款待的，感謝你們每一位。而最後一次參與的全教會筵席，是聖

誕聯歡會，各人分享美食令我印象難忘，難忘的不是食物的味道，

而是當中各人的「人情味」。 

聖誕聯歡會的主角，是耶穌基督。因著主耶穌降世為人，以自

己成為筵席與眾人分享，使坐席的人得著永遠生命（約六 35，47-

51）。這種從「天上來而極大的恩」，這種天恩的筵席，雖然貌似

平凡、但試過之後一定讚好。深願我們將來能夠再次相聚，一起在

主內吃喝筵席。 

神學生分享 -  鄺寶賢先生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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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耶穌的恩典，讓我能認識祂，主耶穌很愛我，

祂改變了我的人生。信主前自己有很多壞習慣，賭博，粗

言穢語和壞脾氣，有時還會動手打架，做了很多主耶穌不

喜悅的事◦ 

 1992 年兩個女兒信了耶穌，有好的見證，每月有一

兩天在家中小組查經分享，明白到什麼人可以有把握知道

自己有永生，“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

在他兒子裡面，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約翰一書 5:11-12) 誰的罪必得赦免，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 

2005 年 5 月女兒邀請我到嶺南大學參加一個福音見

證會，有幾位弟兄姊妹分享見證，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感

謝主耶穌基督赦免他們的罪。當時我也知自己是個罪人，

需要主耶穌的拯救，那天我舉手決志接受主耶穌為我救

主。2005 年在溫哥華神的教會受浸歸主。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主後耶穌改變了我，再

沒有賭博，粗言穢語和打架。每天都讀聖經，靈修和祈

感恩見證及結業感言    方基綢弟兄 



禱。會常讀 以弗所書 4:21-24「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

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

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

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

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感謝神在 2014 年 9 月，陳麗嫻姑娘鼓勵我和三位長

青團契的弟兄姊妹報讀由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主

辨的個人佈道訓練基礎課程，為期４個月的常青佈道訓

練，回想起初讀時未有預期自己能夠堅持完成到結業，每

星期有兩堂，星期五上課，星期三出隊到全港九及新界宣

揚神福音，有人決志信主，這一刻真是非常興奮，帶他們

來聽福音，也就是把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脚

上走，走到那裡，傳到那裡，使多人得聽主的救恩，此外

每次我們傳福音就是看見主已經得勝，且看見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我們用信心撒種傳揚，必得主的同在和祝福，

因祂必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將一切榮耀頌讚歸與 

愛我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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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及結業感言  郭惠蓮姊妹 

 

大家好，我是郭惠蓮，2012年受洗加入天恩堂，找到了真平安。

信耶穌之前我是一個很悲觀，缺乏自信和沒有安全感的人，經常都發惡

夢，心中沒有平安，自小受到媽媽影響，家中放了偶像，只有求神問卜

去解決問題，但卻得不到幫助。 

在 2003 年有位未信主的朋友邀請我返教會，初時拒絕了，但在她

熱情的邀請下終於答應了，適逢當天是查聖經，就這樣便開始參加了他

們的婦女查經班，教會傳道人很用心解釋聖經經文內容，讓我從聖經裡

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心裡有貪念，內心駡人，拜假神等等，將來要面

對死亡，死後還有審判。當時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對信仰也有些疑

問，感謝教會傳道人耐心教導，人雖然有罪，只要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

救主，就會得到神的愛，有永生的盼望，約翰福音 3:16 ‟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當我看到這節金句時，深深感受到主耶穌的愛，為我受死，被釘在十字

架上，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成就了偉大的救恩，讓我心裡面有真正的平

安，原來只要願意相信，我所犯的罪便能藉主耶穌的寶血得洗淨，得著

拯救和永生的盼望。 

回想以往所拜的神都是假的，如今我需要一位獨一的真神幫助

我，當時教會傳道人很細心問我是否願意決志相信耶穌，我回答說  

“我願意”，就在 2003 年決志接受主耶穌做我的救主◦ 

信主之後，最奇妙是再沒有發惡夢，我的生命滿有喜樂，不再憂

愁，充滿自信，最重要是當我軟弱無力的時候，懂得向主耶穌禱告和感

恩，腓立比書 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

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感謝主耶穌讓我經歷祂的慈愛和保守，明白到做

人不是靠自己，而是依靠那位加給我力量的  神。 

感謝神在 2014 年 9 月帶領我和三位長青團契的弟兄姊妹參加了香

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主辦的常青佈道訓練，學習傳福音技巧，逢

星期三要出隊實習，在街頭向一些陌生人傳福音，自己是一個不懂用說

話表達的人，對於我實在是很困難，很多謝中心導師，弟兄姊妹的教

導，他鼓勵我首先要學習謙卑，禱告主耶穌，經歷過短短四個月基礎班

訓練，已將握一些技巧，懂得用珍貴福音向人傳福音，實在感謝主耶穌

讓我能完成基礎班課程，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  神。 



感恩不盡 感恩倒數 3 2 1 
 

鍾淑真姊妹 

2014 倒數第三天 

感謝天父全年無休細心看顧，今年爸爸水禮加入教會見証主恩實在

要感恩，又能和弟兄姊妹相親相愛一起事奉經驗主愛得享喜樂滿足

很感恩，唯獨主祢是偉大完全，主的愛是何等奇妙高超。哈利路亞! 

 

2014 倒數第二天 
☆為兒子今年畢業找到工作感恩，儘使新工作仍要面對很多考試及

常要去國內，求主賜他平安工作順利多祈禱親近主靈裡得力事奉有

喜樂。 

☆為女兒新學習階段感恩，儘使看到她未能認清方向常有困擾，求

主賜她信心及有主看顧引領前路。 

☆又感謝父照顧年老雙親身體，為奶奶跌倒手碗要打石膏得康復無

礙感恩，為老爺和媽媽接受白內障手術有成效感謝主，為爸爸腳患

比以前好感恩。 

☆在未信主家人身上，求主繼續拖帶，特別是妹妹和妹夫一家能重

返天父身邊，求主預備。 

 

2014 倒數最後一天 

感謝主，今年和 David 參加了恩愛夫婦營不但有學習教導，也認識

了一班夫婦在婚姻路上一同學習互相鼓勵。感謝主，今年參加了團

契在長州思維的退修，想起來也很享受與主親密約會的時光。感謝

主，今年有時間與家人一起旅行享受那温馨快樂假期。感謝主，今

年有全心献上的主日，和團契弟兄姊妹一起以歌舞呈獻實在很美

好。回想過去一年感恩的事實在太多要寫也寫不完，再加上有您們

结伴同行實在幸福和感恩，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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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寶珍姊妹 

2O14 倒數第三天 

我常禱告神“爸爸没有信耶穌，求神不能讓他死去！“感謝主！憐

憫我們！讓爸爸信了主才安然離開我們！雖然大哥強烈的反對信

仰，但最近因要處理家事，常常與大哥接觸，我仍有作見証的機

會，求主改變哥哥的硬心！拯救他！我相信神的愛會改變他！讚美

主! 

 

2014 年倒數二天 

銘謙年幼時在教會時常被人投訴是個百厭的孩子，時常愛哭，所以

他的成長令我和牧師很担心！感謝神的看顧！卓威成為他成長時的

好友，讓他們有好的交往！雖然銘謙十歲時已決志，但他在成長過

程中仍有很多反叛，現今神將他改變較成熟，愛神，愛事奉，關心

別人，喜歡和我們說貼心話的人，今年他願意受洗，一生跟隨主，

是神給我們最好的聖誕禮物！讚美主！ 

 

2014 年的最後一天 

在過去一年神讓我經歷許多人和事！有些人在我生命中略過，雖然

只是片刻略過，但卻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象！ 10 月至 11 月期

間，神帶領我到一間基督教特殊學校任教，當中的基督教氣氛令我

感覺到神的作為奇妙！例如：校園內貼滿了很大張橫額金句，到處

都看到，早會時同學們甜美的歌聲，他們背誦主禱文的流利，食飯

前的謝飯，還有他們的宗教堂，都一一看到神的話語充滿其中，我

為此感謝神的愛恩臨在這群智障和自閉症的孩子當中！讚美祂的救

恩完備！哈利路亞！ 

 

 

 

 

 



 

 

陳少清姊妹 

2014 倒數第三天 

妹妹終於決志信主了，我們一家人大部分都信了主，除了妹妹的男朋

友，大姨甥女、二姨甥女和細姨甥生仔，若他們信，便全家歸主。 

媽媽在老人院趺倒以致膊頭骨折，起初醫生给她嗎啡止痛藥，她容顏

憔悴，又沒有胃口進食，令我們很心痛和憂慮，但現在醫生给她必理

痛及老人院给她止痛藥，胃口好了，昨天探她，看到她很精神及有笑

容，大家都很欣喜。感謝主！ 

 

2014 倒數第二天 

感謝主！今天開始跟老闆放假直至一月五日才上班，可以趁着這幾

天徦期陪小朋友和跟他們溫書預備一月八日考試，不讓他們狂打

杋，還有可以探望媽媽。 

感謝主！偉偉最近祈禱正經了，以前他祈禱不合上眼睛，又不專

心，令我不開心。 

感謝主！上星期日探媽媽前與友人及家人飲茶，大姊夫叫培培夾餸

給他，他樂意這樣做，之後被大姊夫稱讚他乖仔和大个仔，看到培

培臉上即時微笑起來。可能這些事對一些人來說是微不足道，但對

於我來說已是滿足了。 

 

2014 感恩倒數最後一天 

從 21 號開始，身體出現了一些問題，上星期日在老人院，告訴家

姐、姐夫和妹妹，被他們勸告及介紹醫生，昨天三時許到了旺角中

心見外科醫生，還帶了兩大份上年照腸胃鏡的報告給醫生看，原來

祇是虛驚一塲，不用再照鏡，衹是服藥和搽藥膏便可以了，感謝

主，賜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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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玲姊妹 

2014 倒數第三天 
感謝天父愛護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賜我們平安！雖然也有一些小

事情發生，但天父也保守我們。教我們面對事情不要害怕，媽媽今

年水禮見證，更是我們和媽媽的心願，媽媽身體近年體力較軟弱，

但當天也能很精神回答牧師的提問，很感謝主的保守。 

 

2014 倒數第二天 

感謝主！ 11 月嬸嬸帶教會一位姊妹到老人院探望老爺，老爺與教會

姊妹交談他從前的工作，老爺表現很投入，我們也很感恩老爺沒有

抗拒教會姊妹的探望，還問嬸嬸何時姊妹再來探望。 

 

2014 的倒數最後一天 

感謝主！先生在這年也願意參與團契以外的活動，雖然不是在教會

內，但也是好的開始。 

 

簡翠卿姊妹 

2O14 倒數第三天 
能夠數算主恩都是恩典！我感謝神讓兒子信主亦在教會裏成長，感

謝神保守兒子早前考取到會計師，盼望女兒快快信主！在事奉裏得

著神保守帶領感謝神！ 

 
 

伍美玉姊妹 

2O14 倒數第三天 

2014 年尾為你們感恩，我媽媽都未信主，求主看顧能打開媽媽心接受

主耶穌做她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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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芳姊妹 

2014 年倒數感恩 

一，爸爸去年這個時間病重，我們家中各人極為憂傷沉重……經過數

月的治療和衆人愛心信心的禱告爸爸渡過危險階段，漸向穩定感謝

主！從專科病醫院轉往療養院，數月內多次進出兩間醫院。爸爸和我

們各家人都十分疲累。感謝主爸從三月尾出院，至今已大半年了，在

這段時間爸都可在家中居住！感謝神的看顧醫治，讚美主！ 

二，多謝神有你們與我結伴同行！ 

 

鄭添德弟兄 

感謝感謝再感謝主所賜的恩臨到我一家，及天恩家裏的每位弟兄姊

妹。在 2014 年，我經歷過駕車飄移 540 度，都沒發生碰撞意外，平

安渡過，真是感恩！然後學會了每天起床後便禱告，求主賜平安，保

守我的工作及求主引領我每一天，讓我從工作中榮耀神！在蒙恩團契

裏面有機會當組長，領我學到團隊精神，互相效力，預備一年的行事

歷，很不容易，大家從服事中學習，互補不足，非個人的想法，而是

聚各人之力，去完成上帝给我們鍛煉的事工，經歷這一年，對自己對

同工都認識很多很多，感恩無盡。阿們! 

 

黎婉芬姊妹 

每次教會要在室外有活動的時候，神都有给我們適合的天氣，見証神

時常都會聽我們的禱告。 

 

王堅發弟兄 

2014 年感恩！谢谢天父爸爸，使我更近看到祢的榮耀！使我知道祢

的大能！使我知道作為天國子民，是何等尊贵！使我知道神是何等愛

我們！使我在崇拜中，更親更近看到祢！使我日常生活中，更倚靠神

的作為!因主祢又活又生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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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卿姊妹 

2014 年要感恩的事很多很多，數算主恩典的計有朋友葉生得主醫

治，從死亡邊緣救回，現已恢復健康，同學少平的媽媽找到合適的

老人院，自己需跌倒受傷，骨骼沒有斷裂感恩，傷患漸有好轉，今

天右手拇指又受傷，所有家務都不用做了，神讓我學習享受被人照

顧，享受寜靜多親近神，多些時間陪伴丈夫，多謝神的教導！ 

 

陳麗嫻姑娘 

感恩不盡媽媽對信仰比以前開放多了，以前說我不可以信耶穌，現

在說。我可以信耶穌但不可以洗禮。對於長者來說已是一大突破

了。盼有一天媽會說。我要信耶穌我也要洗禮。願神拯救的大能憐

憫我們未信主的家人。阿們！ 

 

曾麗琼姊妹 

在 2014 年天父又給了我和羅生一個驚喜，羅生不需要再吃糖尿葯. 

感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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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泰暖 2014聖誕泰國短宣 

方敬兒姊妹 8-2-2015 

2014 年 12 月 22-26 日我參加了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的

「心泰暖 2014聖誕泰國短宣」隊，我們一行十二人。 

出發的那天，我們由香港乘飛機前往泰國曼谷，接著轉乘內陸機

前往目的地坤敬(Khon Kaen)。由於香港至曼谷航班延誤，我們到達

曼谷後，一出機艙大門，航空公司職員便搶先迎接我們。他們安排了

特別通道和專車，給我們前往內陸機方向去，還不斷對我們說 hurry 

up、 hurry up… (快些、快些…)。我們拖著行李，連忙的跟著他

們，跑呀！跑呀！有隊員連鞋也走破了，要在半路更換鞋子。這短短

的轉機時間，我們好像經歷電影情節一般，非常緊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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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們跟宣教士學習泰文和了解泰國文化。下午，

我們探訪了一所孤兒院。第三天，我們與另外三位宣教士見面。早

上我們跟他們去到一條村莊，每家每戶派發福音單張和邀請他們下

午到聖誕佈道會去。到了下午，宣教士帶我們去到那村莊的一間寺

廟範圍空地裡。真的意想不到，我們就在這空地裡，舉行了佈道

會。開始時，有位和尚還叫我們用擴音器叫村民來參加。最後，大

約有一百人來參加，大部分是兒童。我們團隊負責了表演一齣有關

主耶穌降生的默劇。這日是難忘的一日，見宣教士的傳福音和佈道

方法，確實獲益不少。他們的付出，使我想到<哥林多前書 15 章 58

節>…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第四日早上，我們趕忙地到兩間店舖買手信，之後便要準備到

一間自閉症兒童院和一間醫院的兒童癌症病房探訪。第五日早上便

要離開坤敬回港了。今次行程中，我們有兩位翻譯員和一位司機。

他們不只幫助我們翻譯泰文，還帶給我們不少歡樂。司機哥哥對我

們說，他曾經接載很多旅客，他覺得我們很等別，覺得跟著我們四

處去探訪，很有意義。還有，不可不提的，就是我們弟兄姊妹每朝

早的讀經靈修時間，每日短短的半小時，已令我回味無窮。 

感謝主，這次行程，只在泰國逗留了數天。但我對「傳福音」

和「生命」的體會和見識多了，對「神」和「自己」的認識也多

了。願神賜福，興起我成為合他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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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家庭團契分享 

我們蒙恩家庭團契組員在 2015 年 1 月 3 日夢想成真你想點就點週會內懷著感恩的

心多謝天父在 2014 年的看顧，也為 2015 年定下三個目標 : 增進彼此情誼，建立

正確價值觀，提升出席率。求主恩領及祝福我們各人家庭。 



加拉太書 6 ： 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箴言 20 ： 29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 

申命記 15 ： 4~5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

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在耶和華你神

所賜你為業的地上，耶和華必大大賜福與你。) 

提摩太前書 4 ： 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

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申命記 30 ： 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

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詩篇 29 ： 2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

和華。 

路加福音 1 ： 37 

21 

 主日崇拜金句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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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馬可福音 14 ： 6 

耶穌說：「由她吧！為甚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

一件美事。  

 

箴言 30： 5  

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

牌。  

 

約翰福音 1 ：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  

 

約翰福音 9 ： 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

有人能做工了。  

 

馬太福音 4 ： 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雅各書 4 ： 8 上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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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天恩堂肢體的一封謝函 
 

各位親愛的天恩堂肢體 

今天是年初一，首先恭祝大家新春快樂！羊年進步！在上帝的恩

典下，能作羊群的小牧人！ 

在羊年開始之際，上帝也藉著約 10:11-18 的經文提醒小僕要作一

位羊的好牧人。近日得悉天恩堂執事會及蒙恩團契分別在會議上通

過撥款支持牧師在台灣宣教（2015 年 3 月至 5 月）的經費支出。你

們的愛心奉獻實在給小僕一個很大的鼓勵。牧師在是次的宣教事奉

中將參與一間基層神學院的教學(科目：基層教牧概論；共十課)及

在台灣播道會中壢教會與內壢教會分到有講道事奉(共十次)及領袖

培訓工作(共八課) 。小僕深深體會到上帝給我這些事奉實在衪對小

僕生命的建立，以我這個才疏學淺的人，竟能有如此事奉的機會，

實在是上帝對小僕的憐憫與眷顧。最後，牧師真的衷心多謝你們願

意與我成為同路人，也願上帝大大賜福給你們！願你們常與牧師保

持聯絡。祝大家常沐主恩！ 

 

 

 

 

雷振華牧師 
(差傳教育主任；聯屬宣教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 
香港醫療關懷有限公司 
        
Email:stephenlui0206@gmail.com 
HK Contact:  
 (852) 5180 0810,  
 (852) 9343 8538,  
 (852) 6611 0501 
China Contact: 
 (86)13229967766 
Taiwan Contact:+886984440606 
Skype:LCWTPC 

 
 
 
 
 
 
 
 
 
 
 
 
 

(註: 相中的小羊是剛出世一天的

羊，當我抱著她時，表現很嗲。) 



    天恩家訊編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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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致各位親愛弟兄姊妹： 

天恩家訊從創刊日 2005 年 1 月 16 日，黙黙地陪伴著我們不經

不覺已有十個年頭，回想當初受着雷振華牧師鼓勵，依靠 神的恩

典，團隊之間的彼此勉勵以及懷著點點衝勁，就開始了這一項文字

工程。 

在過去十年裡，天恩家訊滿載不同牧者的作品和教導，因此我

們感謝，也有實習神學生分享使更認識到全人奉獻的心路歷程；而

天恩堂的肢體感恩分享、靈修分享、生活見證也比比皆是，可看到 

神當中在每個生命上的介入，每個個體細緻的陶造，這都能令您讚

嘆 神是完備的；而各團契的精彩活動也給我們各種深情的回味。 

現在天恩家訊在此要跟大家說聲暫別，亦借此向過往辛勞的編

委成員說聲感謝，願大

家在主裡從新得力，願

主悅納我們過往在天恩

家訊工作。願榮耀頌讚

全歸天上的阿爸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