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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教會的事工林林總總、千頭萬緒，不可能單靠一邦同工和幾位

幹事就處理得了；教會也不是只屬於幾個人，當初教會成立之

後，門徒們負擔不了教會的日常事，於是便選了七位執事負責。

大埔堂每星期五堂崇拜，總計八九百人，會友一千多人，如果

單靠同工和幹事是撐不起的，所以我們需要弟兄姊妹的參與。 

 

今次編者不訪問教會的同工，而是邀請幾位新舊執事分享他們

當執事前後的感受，４位新的加上１位退出的執事，為我們分

享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除此之外，我們也邀請了教會足球隊的

發起人ＫＫ，講述這個由會友發起的事工，教會實在需要更多

這樣的弟兄姊妹把教會建立起來。 

 

今次我們也有平安夜晚和新年教會旅行的報告，不知你在相片

中能不能找到自己的身影呢？最後歷奇在她開始新的事工之

前和大家分享了她最愛的十首詩歌，你懂得唱多少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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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蔣進彥執事 

回想起在十多年前，我跟隨父母舉家移民

紐西蘭的時候，那時教會沒有這麼多人聚會，

沒有中、晩堂崇拜，也沒有青年團契。 

在紐西蘭的日子很快便過去，我畢業後便

回港工作，再次在大埔堂參加崇拜。有紐西蘭朋友問我返港後的教會生活

如何，在哪所教會崇拜等，我都會對他們說在我孩童時跟父母返的那所，

因為始終覺得大埔堂有著我很多小時的回憶，那裏是我長大的地方。 

但事實上教會在千禧年後實在改變了很多，當我重返大埔堂的時候，這

所教會給我的感覺已經不是以前的了，教會長大了，人數多了，也多了很

多不同的團契小組等等。教會有這樣的增長當然值得感恩，但我仍心想為

何一所自己返了十多年的教會，會有一種這樣陌生的感覺，發覺自己對教

會很多方面不熟悉，崇拜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對我來說都是新朋友。我想這

樣下去不行，我要重拾教會是我家的感覺。 

感恩有一位從小就認識的好朋友，帶我返到撒母耳團，使我認識到一班

年紀相若的弟兄姊妹。透過小組眾會，查經，彼此代禱，撒母耳團不但幫

助了我去重新認識這所二十一世紀的大埔堂，更使我從忙碌的工作生活裏，

找到屬靈的家。 

我想當了執事後，會遇上更多的事奉機會，尤其對教會的運作會有更深

的認識。求主就讓我藉著這些事奉，去更加經歷主的帶領，跟弟兄姊妹在

靈命上一起成長。又求主叫我僅記在任何事上都是為主而作，要把一切的

榮耀歸給祂。 
 

對我來說，加入堂董會當然興奮， 

這是一件很值得感恩和富挑戰性的事。 

未來會有很多新嘗試， 

求主繼續帶領前路，克服新挑戰。 

當執事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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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靜執事 

初次擔任教會執事，是懷著奉獻五餅二魚的信心，儘管自己的奉獻極微

小，但上帝卻有能力祝福成就祂的大事！ 

明白中年人在工作和家庭所承擔的

壓力一點也不輕省。當日神如何幫助、

安慰孩子面對人生的種種挑戰，今天也

願能與有類似經歷的弟兄姊妹分享，一

起仰望和經歷祂是一位活生生的上帝。 

自己白白領受上帝的供應和祝福，奉

上是理所當然的事，更何況上帝說「施

比受更為有福。」希望在青壯部的事奉

被主陶造使用，願榮耀頌讚歸於上帝！ 

 

文/許潔雯執事 

所屬團契：雅各團 

教會事奉：現任兒童主日學導師及雅各團組長、曾任雅各團職員 

來年事奉：兒童部、差傳部 

  大家好，小朋友稱我為 Kitman 姐姐，大朋友可能未必知道我是誰。我

是今年初出茅廬的小執事 Kitman，在兒童主日學服侍了好一段日子。柴九

名言：人生有多少個十年？數數日子，我在兒童主日學的事奉已經踏入第十

個年頭。還記得當初走來這個地方，只是打算跟小朋友們耍樂，偶爾祈盼他

們有一天能夠像我們一樣跟從主耶穌。但原來當聽到孩子願意跟從主耶穌的

時候，那份無比的觸動是大得令我難以忘懷的。他們每一張親切的笑臉，每

一句有趣俏皮的說話，總教人歡樂無比。就是這樣，我享受在這裏的事奉，

享受與孩子們相處的每一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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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會的第一個十年，上帝透過不同的人與事叫我大大經歷祂，促使我認

定天父成為我生命中的帥領，也叫我踏上執事這個職分的路途。回想參選前，

我的心忐忑不安，一方面很想為天父與孩子多走一步，但另一方面又生怕執

事一職不是我的方向。最終我選擇了順服，全然交上，才猛然發現事情可以

變得很簡單，只要單單交托仰望神，所有困惑與疑慮，上帝都會替我一掃而

空。正如腓立比書四章 6-7 節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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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選執事一職後，坦白說，我並沒有異常高興，更沒有想過要有什麼抱

負與大作為。我的感覺很平淡，卻份外感恩，因為上帝在我打算卸任團契的

事奉後，給了我另一個新的事奉方向。同時，上帝的安排讓我知道，萬事都

有定期，我的生命與計劃並不在我手，而有主為我設計。雖然我並沒有什麼

鴻圖大計，但我相信我愛教會的心，上帝是知道的。我只盼望，在往後的日

子，天父會賜予我一顆像小孩子般單純的心，教我能單單仰望和服侍祂。我

的事奉目標很簡單，就是求上帝盡用我。只要用得著我的地方，我也願甘心

服侍的。盼望在這個職分中，我能夠了解教會更多，同時也能為上帝全然獻

上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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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志成執事 

 

 

 

 

 

 

感謝主，能再次在堂董會內事奉，

對我來說，不單是件光榮之事，亦多

謝每位弟兄姊妹之信任。正如在選舉

前的自我介紹中，我想每個人在一生

中都有不同的角色，在學校裡我們是

學生；在公司裡我們是僱員；在家中

我們是父母等等，我們在不同環境中

都有不同的角色，而這些角色亦會隨

著環境、時間、周遭人物的轉變而變

化，但在教會裡，我們都有一個基本

不變的身份，就是我們同是上帝的兒

女，我們同有一使命，為主作見證。 

 

如何在一生中能為主作美好之見

證，這非我準備與大家分享的內容，

然而我卻想與大家分享在選舉前的

一段靈修生活。舊約以斯帖記題到以

斯帖原來只是一位普通的女子，從沒

想過自己能成為皇后，更遑論能成功

拯救以色列人免被誅殺。在整件事件

中，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中，以斯帖

就是用心靈禱告來等候上帝的引領，

如此就運用她的角色起了重要的影

響。人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年日，在

不同的階段中上帝都為我們安排了

不同的角色，我們或許不清楚應該怎

樣扮演好每個角色，又或是仍在努力

忙於找尋自己的位置，但不用害怕，

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下，衪等候著我

們的回應，就求主帶領我們去為衪作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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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早已預備 

耶和華以勒 

神早已預備 

     文/區少群姊妹 

   

 

 

 

 

 

自從上帝創造了人類，就開始了「教育」的工作，原

始的教育場所就是大自然和家庭。隨著年代歷史的演進，

人們接受教育以達到不同的目的；也因著人類共存共生

的群體關係，教育就發揮了更大的功能。  

在這多元的教育型態中，「基督教教育」是與一般教育有關連，還

是有異呢! 

基督教教育是致力於根據上帝的話——聖經，將教育的內容訂立在

人類的需求上。而每一位從事基督教教育的老師們，應清楚知道自己

的工作是以基督為教育的主人，以上帝的話為整個教育的目標及中心，

幫助學習者能把握永恆的價值，實踐上帝的真理。為何現今學校體制

中，我們的下一代是活在另類課程體制中，以應付公開試，作為人生

的最終價值呢!基督教教育只是在教會有意且系統地安排的學習活動

或經驗，以幫助參與主日學的信徒，發展基督教信仰，過基督化的人

生。這是足夠嗎! 為何只是主日學，而不是日日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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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主日在午堂的主日學，我常以禱告作開始。孩子們也如往的

笑聲、談話聲，聲聲入耳。還有一個月，我便退役了。還記得 4 年前，

到任兒童部，我曾有過這樣的感受: 主日學老師在放學時的一句話，

「他們就是我們教會的未來棟樑」。那時的情景，歷歷在目。我以一個

執事新丁，有人對我說，不要把你平日的要求，放在這裡，於是我開

始調整自己，至無要求。 

     因為上帝是有要求的主，時間過得很快，到了 2012 年 12 月了，

午堂的主日學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卻見到一群忠心愛主的導師們，

出錢出力地愛孩子、教孩子。他們可能不專業，卻有一串從專業上，

有要求的心，因一年 52 週的服侍，殊不簡單。 

    十二月底我離開兒童部，七日做校長的生活暫別了，離開你們(包

括導師、家長、共事的好伙伴，當然包括小朋友)，真的捨不得，無奈

工作逼人，學業上死線出現多時，我需要專注研究國內外基督教教育

在常規學校及家庭教育體制中，如何打造學習課程的內容。 

    最後我是永不忘記你們的一點一滴，以及小孩子給我的每一個輕

吻，背金句和找我談心事等等。我更不能忘記，大家給我的支持和鼓

勵，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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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惠蓮宣教師 

          

一碗洋葱湯，卻道盡了

一家三姐弟的親情，弟

弟炒股票失利，散盡了

兩位姊姊辛苦儲回來的

血汗錢。在人生盡頭，

幸得姊姊好言相勸，及

她所相信的主耶穌鼓勵

他，讓他重拾生存的勇

氣．．．這是平安夜福

音話劇「愛．回家」的主線

故事。平安夜是慶祝救主耶穌的降生，祂降生的目的，正是要尋回那些在外

面世界流連，沉醉在金錢、情慾、權力的浪子，叫他們因耶穌基督的愛而回

家──返回天父的懷抱。感謝主為我們預備了「香港青年基督徒劇團」，他們

是一群熱心愛主又熱愛話劇的基督徒，以業餘方式但又專業的水準到不同教

會服侍。 

當晚除話劇外，亦有敬拜小組帶領我們唱聖誕詩歌，讓我們一同感受聖誕歡

樂氣氛。話劇後有黃卓風傳道宣講福音信息，感謝天父，當晚有三位朋友決

志，二人回轉，請為初信者的成長

和返教會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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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 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 

在 2013 年首日，120 位弟兄姊妹及其親友冒著

清晨的寒風一早齊集教會，準備出發往郊外旅行。

感謝天父賜下風和日麗的天氣，到達後已不覺寒

冷，讓我們可盡情欣賞美麗的大自然景色，讚嘆

天父奇妙的創造！感謝祂為我們在郊野公園內

預備了一個自成一角的大空地，既可燒烤，又有

空間玩耍。當日的節目相當豐富，首先由彼得團

帶領全體唱詩歌和玩集體遊戲，能聚集百多人一

同玩集體遊戲並非易事，但大家都非常投入和享

受，能彼此認識和舒展身心，實在是一件美事！ 

接著我

們兵分三路繼續活動，第一隊是留

守在燒烤場燒烤。他們燒的是非一

般的食物，有帶子、蝦、星加坡咖

吔多士、安格斯牛柳，更有即沖奶

茶，各式甜點如馬豆糕、朱古力慕

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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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彼得團玩「煮飯仔」，在郊野點起爐具煮起意大利飯、煲起紅豆沙湯丸

來。總之各色其式，大家都發揮分享精神，互相分享美食，肚子滿載而歸。 

第二隊是遠足，行上窰文物徑及參觀上窰民俗文物館。上窰民俗文物館展示

一條於十九世紀末發展的客家村及其石灰窰及磚窰的遺跡。身為客家人的筆

者，參觀時十分雀躍（註：筆者早前在探路時參觀過，當日未有空參觀），

彷彿回到兒時的家鄉，文物館

的陳設幾乎與筆者印象中的

家鄉家居一模一樣。 

第三隊是行家樂徑，這段路程

較短，參加者大部份是帶著小

孩。我們邀請了劉蘭芳姊妹義

務做導賞，沿途解釋不同種類

的植物，大人小孩都上了寶貴

的一課，學習愛護天父所造的

大自然。 

教會旅行，節目豐富固然重要，但最要的還是人。當日有許多弟兄姊妹一家

大細同來享受家庭樂，是自己一家的樂，也是教會大家庭的樂。看著數個家

庭的小朋友玩在一起，家長則在旁分享相交。更有弟兄姊妹帶同未信親友同

行，讓教會認識他們，分享主耶穌的愛。有新受洗的弟兄姊妹和新朋友參加，

讓他們感受教會一家的溫暖。因著我們與神結連，我們走在一起，並分享主

愛。在 2013 年的第一天，我們已開始

實踐今年年題：「與神結連，宣揚主愛」。

感謝天父在當日賜下美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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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頌 

是這份愛 

十大詩歌分享                      

文/歷奇宣教士 

     

記得在團契和小組中，跟弟兄姊妹分享山水

國中一些獨特的用語。除了要習慣日常用言

語外，在當地與肢體們一同敬拜神時，亦要

學習他們慣用的詩歌。當中常用的詩歌中有

部份都能在《頌主詩歌》和《生命聖詩》找

到，音樂是一樣的，只是歌詞會有些不同（當

然也是用當地的語言去唱）。甚至有些是來

自台灣如《讚美之泉》之類的詩歌。 
 

過去幾年，有機會學習當地常用的詩歌，今天便

給大家特意選出十首詩歌，選歌的原則一方面是

我在山水國裡新學會的，另一方面是覺得它的旋

律比較特別，在香港比較少用。大部份詩歌都能

在網上找到，各位可以聽聽，希望大家喜歡。^.^ 

 

是一首我喜歡的詩歌，過往數年在農村生活，大自然突然與自己非常貼近，

每天看著一花一草的改變、春夏秋冬四季的變更，不難在其中發現到神創造

的偉大和奇妙。 

 

 

這首歌很深刻指出主耶穌救贖的大愛，因著愛祂願意為人付出所有,詩歌中

能讓人重新思想主耶穌來到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份深不可測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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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坐著為王、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鼓舞 

同路人 

 

這兩首皆是敬拜上帝的詩歌，拍子不算快，我喜歡慢慢的、輕輕的、帶著禱

告的心，像向上帝傾談一樣，唱出這兩首詩歌去讚美我們的上帝。 

 

 

這兩首詩歌都是充滿力量的詩歌，我喜歡聽弟兄們用力大聲地唱，很容易令

人感到振奮。它們都提到無論是耶穌或是聖靈，都是滿有能力，除了耶穌基

督之外，別無拯救；聖靈的能力可以幫助信徒在現今世代中作光作鹽。 

 

 

人生在世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生命中認真地回應身份和使命，作一個

能見證上帝的基督徒更是難上加難，但過去不少神僕人的見證正是給我們很

好的榜樣，再加上聖靈能力的帶領，可以足夠使我們渡過生活上的困難和阻

礙。 

 

這首出自小敏姊妹的詩歌，指出我們一班基督徒皆為同路人，我們的經歷、

追求都是相似的，以致能在信仰路上可以互相扶持、體諒和鼓勵。 

 

信仰路上除了有弟兄姊妹的同行外，還有常與我們同在的主，祂不但能明白

各人的心思意念，在人生路上更不斷的帶領著各人的方向。同時，我們亦藉

著歌詞向神立志，願意一生跟隨祂的腳步。 

 

祝願各位能喜歡以上的詩歌，並且更能藉詩歌對山水國有更多的熟悉。  

 

  

磐石磐石耶穌基督、聖靈的能力 

最知心的朋友、生命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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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家庭月回顧 

健康家庭小貼士(由會友提供) 

 

以下的小貼士，不知大家有沒有做到？有沒有收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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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多點家庭

樂時間，為家

人恆常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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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國強弟兄 

 

 

 

 

 

 

 

 

感謝神 --- 我們的足球隊成立 2年了 

2010 年的六月，我相約了醫院

舊同事與大埔某教會弟兄作了一

場足球友誼賽，賽後那間教會的一

個弟兄問我現在那裡聚會，我說在禮賢會大埔堂。他回應說正好

了因為以往幾年，大埔區教會聯合足球聯賽事工都很想邀請禮賢

會大埔堂參加，可惜得到禮賢會的回覆是教會沒有足球隊，於是

他邀請我出席他們的大埔區教會聯合足球聯賽事工會議。 

當時因為我在禮賢會所認識的肢體不多(在禮賢會聚會只有 3

年多的時間)，除了伊甸團外教會其他弟兄姊妹幾乎不認識。我

便將大埔區教會聯合足球聯賽事工會議的信息轉告伊甸團團友，

看他們知否有代表可以參加，回應的是教會好像是沒有足球隊，

亦未知有合適人選。在一次崇拜後見到譚牧師，我亦是這樣問他，

答案也是一樣。 

27/6/2010我出席了大埔區教會聯合足球聯賽事工會議，心想

我只是了解內容便可把信息告知教會，我的責任便完成了。會議

過後便相約譚牧師，將情況告訴他好讓教會尋找適當人選籌辦此

事。譚牧師說暫時教會未有人籌辦足球隊，亦未是合適時候。建

議我可嘗試聯絡其他團契，團契與團契之間作賽交誼。那時我心

裡想我都不認識教會其他人怎去相約他們呢! 

 

 

成立經過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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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不懂踢波的人，十多年前在大埔醫院工作，因著同

事的邀請便參加了他們的足球賽事，及後更和他們合組了足球隊，

成員有醫生、護士、職業/物理治療師、文員、保安員、普通工

人等，在球場上大家並沒有階級、職位、年齡的限制，大家都玩

得很開心，賽後更一起吃飯交通非常愉快。心想若將此概念帶到

教會，是何等美的事。而且我亦曾在以往聚會的教會建立過足球

隊，也有不錯的反應。 

 

一個偶然機會下，在教會遇見一位舊教會姊妹----雅各團的麗茵，

無意中談及禮賢會有否人喜歡踢足球，她說她便是其中一位，

原來麗茵是大埔和富女子足球隊成員，她說雅各團可能有幾位。

在沒多認識人的情況下，憑著信我便大膽的嘗試預定了人造草

足球場，邀請譚牧師及麗茵幫手將消息傳開，開始有了第一場

賽事。兩場賽事過後，我便問大家可有否興趣組織足球隊，大

家都很支持，不過當時我聲名此足球隊是以個人名義報名，會

以禮賢會弟兄姊妹為主，並不代表禮賢會。得到弟兄姊妹的熱

誠參與，如是我們的足球隊成立了，那時約有 14-5人，主要為

撒母耳及雅各團團友。球隊成立後，除自己球員對賽外，也曾

與中華聖潔會、平安福音堂、大埔醫院及大埔區教會聯合足球

聯賽事工的籌委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病康復者作足球

交誼。及後見球隊隱定起來，而且希望能有更多教會弟兄姊姊

加入彼此相交，所以在當年 12月，向教會商討將球隊歸納入教

會名下，得到教會的支持，在 2011年 1月 1日，足球隊正式成 

 

為禮賢會大埔堂足球小組。 我們希望藉著足球小組 ： 

(1)  促進弟兄姊妹的聯繫 

(2)  帶領未信的朋友，興旺福音 

(3)  與社區及其他教會作交誼 

以上 3項可說為足球小組成立目的。 

 

 

 



18 |  

 
 

足球小組成立，得到各教牧同工、長老、

肢體的支持，不斷有不同團契小組不斷的

加入，現時足球小組成員接近 60人包括有：

保羅團、伊甸團、夫婦小組、雅歌組、彼得團、詩班成員、雅各

團、撒母耳團、約拿單團、約書亞團、提摩太團及路加團等，還

有我們的姊妹堂金福堂。 

 

足球小組是採用會員制度，要成為小組成員需繳交會費$50，用

以作人造草足球場訂場費用，一般$50會費可維持 6-9個月。由

成立至今，我們己曾舉辦超過 150場賽事，其中有半數在人造草

場作賽。 

 

去年為教會55週年，教會邀請足球小組打頭炮為堂慶舉辦活動，

經各職員的努力，大家的熱烈支持，成功舉辦「堂慶杯暨足球同

樂日」。今年也曾分別在 7月及 12月舉辦堂慶足球比賽及足球同

樂日。 

 

 

 

 

 

 

 

 

 

 

 

 

 

 

發展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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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來到禮賢會大埔堂聚會，原是想

著安安靜靜的在一家大教會聚會，並沒

算在教會有更多的參予甚或事奉。在足球小組成立當初，親親感

受聖靈的作工，不可消滅聖靈的感動，曾經有傳道同工與我分享，

在我們足球隊未成立之先已有人想為安心青少年成立足球隊，但

不知何故到最後階段無疾而終，詩人說得對：「我往那裡逃避你

的靈。」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眾所周知，人造草足球場

是很難預定的，特別是用私人名義，球隊成立後一年多始用教會

名義預訂，但神卻給我們在最初的一年能以私人名義每月至少成

功訂場 2次。讚美主！ 

 

說真的，起初籌辦足球隊，只想大家玩玩罷了，覺得這只是微不

足道的小小事奉，應該不會很多事務，誰知雖說是小小微不足道

的事奉，卻原來帶來不少時間的付出，不過看到大家能藉足球開

開心心在場內場外彼此相交，回報大大多於付出。 

 

願主繼續保守帶領足球小組，興起更多人參與事奉。 

 

 

 

 

 

 

 

 

  

給我的反思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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