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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編者言編者言編者言    

 

因為我是從事文字工作的，所以順理成章地成為文字事工部的一員。最初並沒有

想過會成為《精兵通訊》的編輯，因我也只是出版界的新丁，只希望能略盡綿力。

後來沙沙和我被推舉為編輯，我倆也只好戰戰兢兢接受此職位。 

 

真的很高興能在過去一年，與各部員合作出版《精兵》。在這裡要多謝各位部員

的配合，你們真的很盡責，準時交稿，反而是我，在臨近出版的時候才開始排版。

還有 K.F.部長，在你的召集與帶領之下，《精兵》才能如期出版。 

 

對於一年前剛加入啟浸不久的我，《精兵》增加了我對啟浸的認識，亦使我對教

會的投入感增強了。所以各位新朋友、舊朋友，歡迎你加入文字事工部，讓我們

一齊「從文字出發」，盡言這個家庭的人與事。 

 

陳文 

12 / 01 / 2009 

 

二零零七年秋天，我向執事會主席表達因健康問題，希望在事務部退居幕後，但

願意協助出版已停刊多年的精兵通訊。得到周震堅弟兄答允出任事務部部長後，

教會終接納了我這個詞不達意的僕人出任文字事工部部長。 

 

初接任時忐忑不安，口裡雖然一貫表現得充滿信心，但撫心自問，能否如期出版

《精兵通訊》實在沒有把握。得天父眷顧，二零零七年底徵兵廣場竟收到多份對

文字事工部的回應。首先有沙沙和陳文兩位主修中文，兼任職出版界的文字及排

版精英參加，她倆自然擔任了主編。Annabelle 除設計精美封面外，更別出心裁

地提供多項靈修推介；又有 Maisie 這位攝影及執相高手加入，使《精兵通訊》

出現中間的彩色大頁，形象不再沉悶。勤奮的樹榮和慧敏努力四處採訪和追稿，

使《精兵通訊》更緊貼各弟兄姊妹的生活。不得不提的還有執事會代表炳芳，在

繁忙的教會工作及家庭生活中，仍不時抽空親自出席我們的會議，又在崇拜中向

會友介紹新出版的《精兵通訊》，更親自執筆撰稿，這都給予我們莫大鼓勵。心

內只有感恩。相信在各位部員的努力下，二零零九年的《精兵通訊》將會更精彩，

請大家拭目以待。 

 

小僕陳廣發 

主曆二零零九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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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的稱頌與感恩八年的稱頌與感恩八年的稱頌與感恩八年的稱頌與感恩    

 

在 2000 年一個嚴熱的夏日，我和子球第一次步入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的範

圍，看到內裡廣闊的空間，供人休息閒聊的小花園，還有那一棵棵似呈老態卻仍

生機勃勃的榕樹。當時我們有相同的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個世外桃源。當年由於

得我們的會友雪容介紹，我們認識了香港復康會這機構。香港復康會剛巧進行機

構重組，他們就各區的復康中心都作了資源的調配。因此，當我們和他們商談能

否借用他們的地方作教會聚會時，他們願意把藍田綜合中心的地下禮堂，每逢禮

拜日上午借給我們作主日崇拜和兒童聚會之用。此外，香港復康會也願意租出地

下三號室給我們，作為新成立的開心社區服務的辦公室。這樣我們便於當年九月

正式進駐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 

    轉眼間，八年過去，由於獲房屋署批准於藍田德田邨德禮樓地下一號單位開

辦「開心家庭會所」，而且香港復康會亦通知我們需要收回藍田綜合中心的啟浸

辦公室、開心辦公室和地下禮堂作進一步發展，所以我們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底把

我們的辦公室搬遷往德禮樓的新單位，我們的主日崇拜也安排於十二月起移師往

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 

回首過去八年，我的感受是「主的恩是格外豐盛」。現簡單數算如下﹕ 

1. 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地下禮堂的借堂費相對便宜，每月也不過二千餘

元，這讓我們節省了很多堂所支出。 

2. 雖然在每個禮拜日借用禮堂這事情上，我們與香港復康會沒有簽署任何合

約，但過去八年，復康會一直無間斷的讓我們優先於禮拜日上午使用禮堂。 

3. 我們在二零零零年九月能租得地下三號室作開心社區辦公室，於二零零四年

五月又可租得一樓八號室，這使我們「啟浸辦公室」、「開心辦公室」、「啟浸

崇拜」能集中於同一地點，方便我們運作。 

4. 香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有幽美的環境，讓我們眾弟兄姊妹能好好享受。 

5. 我們可於每個主日享受多個免費停車場泊位。 

6. 在開首幾年，我們可使用隔鄰紅十字會宿舍的籃球場作為我們籃球隊的訓練

場地。 

7. 我們獲香港復康會禮待，能使用地下禮堂閣樓的雜物房，儲存我們大量雜物，

而且完全不收我們費用。 

8. 香港復康會還提供多個活動室供我們借用。 

9. 我們的租金包括了清潔費、水費、差餉、管理費。 

10. 當香港復康會向我們要求收回辦公室單位時，我們剛好能趕及完成德禮樓裝

修工程。 

除了對我們天父這八年來的恩典和供應感激不盡，我們還能作什麼﹖ 

 

馬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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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各位好友：親愛的各位好友：親愛的各位好友：親愛的各位好友：  

    祝大家聖誕及新年快樂！祝福大家平安及身體健康！2008年很快就過去了，你有

否回顧一下 2008年對你值得回憶及感恩事項呢？對我而言，就有很大的祝福！ 

     【【【【    開開開開    展展展展    新新新新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 

    這裡的生活非常之簡陋，真想不到相對在香港時，這裡的時間過得還快，眨眼之

間，已經在此 4個多月了。適應期仍是現在進行式，而每一位同工都要經歷適應

期，當然我都不例外！在這裡每次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在香港時一些微不足道的

小事。但同工間的衝突無一幸免。是想不到生活上的小節竟然會使情緒起波動，

原來當決定在異地生活或工作時，就會開始面對挑戰了。無論是很少出門或經常

喜歡出遊類型的人，情況都是一樣，總會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學習，適應是必然的，

因為我們是人，是有情感和情緒的。所以若你很有心志出外工作的話，鼓勵你要

好好的預備自己，不單在心理及知識上，個人的準備也是很重要的。留意自己的

生活習慣，會否「甚麼都不吃，甚麼都不習慣，甚麼都不可以。」等等。如果你

有太多這樣的說話，就鼓勵你好好的先處理一下，若果你不能改變，外出後你的

適應期可能要更長，而且會很困難。祝福大家！  

    每一天、早上返學校途中，都需要橫過馬路。到過國內的都會知道，沒有車會停

下讓路給你的。所以每天橫過馬路的情境，就好像摩西過紅海一樣，是需要留神

及神的保護。  

    時間過得真快，上學期的教學已順利完成，在這段期間為學生祝福後，他們的改

變真的令我驚訝，我們多作鼓勵和講解他們不對的地方，他們會記著及下次已經

改變了。他們的天真和簡單，香港許多的小朋友已經失掉了。  

    我的普通話亦進步了很多，全因為上課時，多了與學生傾談。有一次在課堂上發

生了一件好奇妙事情；有位女學生用潮陽話向我投訴一位男同學，我聽不懂她說

甚麼，但內心好大的感動說了：「你為甚麼取了她的東西？」，之後這位男同學

就在書包裡取出筆盒，打開筆盒取了一塊橡皮膠還給這位女同學。我在同學面前

的即時反應好像沒有甚麼特別，其實我內心卻是非常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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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近近近    況況況況    新新新新    發發發發    展展展展    】】】】 

    還有兩件開心事情，第一件事是：就是平日我們的午飯，亦變成了一件可以祝福

到當地老師午飯的需要，這次可以與老師建立美好的關係。我們好希望不單只是

12月 11日這一次，而是想與她們的關係發展更深。與此同時，想起一個名字給

這飯堂。靈感來自那港姐的「慧賢雅集」，是用其中一位同工及我的名字，各取

最後的一個字，就稱為「慧儀飯堂」了！   

    而第二件事是：有一位在教學上很有經驗的老師，她上來帶給我們在教學上有很

大祝福，我能夠當上老師，亦是神的恩典，回想起在「開心社區服務」這兩年的

經驗，原來對現階段的教學帶來很大的祝福。她教導我們透過知識和技術，如何

在課堂上將正確的價值觀給學生，使學生有更多的思考發展。而她亦是一個很有

琴爐經驗的人，她給我們的意見，使我身心靈得到飽足！  

    今年是我們公司第二次舉辦嘉年華會，當然很開心就是在我第一年來此工作，就

有份參與此盛事！而位於漁村的學校更是第一次舉辦嘉年華會，所以那邊的氣氛

特別興奮，不論校方或我們；都帶著興奮及戰戰兢兢的心情地去安排嘉年華會的

各樣事情。首先很多謝各後方支援的支持及祝福，有很多的義工回應。他們的愛

心在此祝福更多有需要的人。  

    天氣開始越來越冷，關懷貧窮學生就更加迫切，之前曾經提及位於漁村的學校，

我們好希望能夠開辦『開心飯堂』一事，亦有新進展，我們的工場主任向校方提

及需要開始為一些貧窮學生供應午餐。現在只等學校方面回覆，我們真的好希望

能夠早日祝福到一些有需要的學生。 

同路人Mandy 16/12/2008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各位弟兄姊妹： 

相信大家都從未試過係生死邊緣之間經過…而我幾個月前就經歷了 神拯救我小

白同弟兄一條小小的生命了…8 月 24 日朝 3 點幾，我同弟兄做完工作後返屋企，

回港後立即乘坐弟兄的車回家。因為急著朝早的崇拜同下午的足球比賽，就超高

時速 150 公里開回家，去到官塘轉了彎直去的時候前面有油漬跟住就失控炒車

了。一剎那只想今次返天國了，亦禱告 主救我地...點知 神就用 祂的力量拯救

我部車，部車好似波子機咁撞了兩邊路的石，但係 神好似用 祂的手阻擋撞路邊

的衝力，令到我地係坐位無咁辛苦之後 神就大叫我捉住弟兄手軚直撞了路邊就

停咗了。跟住我問弟兄有冇事，佢無事而我亦都冇事，只係撞到個頭起咗瘤，跟

住安全下車，打電話報警叫拖車跟住返屋企了....感謝 主，因為 祢撿了我的命

了，沒有祢，我已經係天家了。 神，我多謝祢！ 神呀 祢好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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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08 1/08 1/08 1/08 開心家庭會所全面開放開心家庭會所全面開放開心家庭會所全面開放開心家庭會所全面開放    

 

中心服務 ： 提供不同種類, 有益身心的課程： 

拳擊健體舞班, 健康舞班, 補習班, 中西式烹飪班, 親子

烹飪班, 親子合唱團等 

義工服務 ： 製作節日食物及探訪家庭等 

 

 

 

 

 

 

 

感謝主！啟浸終於進入應許之地。 

我們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七日開始在

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崇拜 --- 在我們要

服事的居民當中讚美主！ 

 

男人摯友營 2008 已於 2008年 9月 19至 20日假長洲明暉營完滿結束。本年主題是

知心朋友，目的為激勵啟浸弟兄愛主的心，加強啟浸弟兄間的凝聚力，鼓勵弟兄彼

此守望。主要活動包括奮興會、晨更、早餐、個人靜修、游水打波、專題講座、分

組相交。很高興今年有共來自七組的四十九位弟兄參加，打破歷年紀錄。 

 

開心社區將於 14/3/2009 在九龍區賣旗，

現招募大量義工， 歡迎各位積極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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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瑩姊妹 (Penny) 和劉學榮弟兄 (Robert) 將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廿九日假牛頭角浸

信會舉行婚禮，預祝他們籌備順利，共證主恩！ 

 

梁金燕姊妹 (Fanny) 已於二零零九年修畢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研究證書課程，恭喜恭

喜！ 

 

 

廿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啟浸進行了於

復康會藍田中心的最後一次崇拜，以後的

崇拜則改於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舉行。我

們衷心感謝復康會多年來無間斷的讓我

們於主日早上租用禮堂及租出辦公室予

啟浸和開心。  

  

 

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設施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設施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設施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設施    

設施 : 家庭資源閣、玩具圖書館、現代化廚房、多用途活動室、舞蹈室 

租用及使用廚房設施所需費用：＄300.00 / 使用時間：3 小時 

可容納人數：10 – 12 人 

(若教會小組使用廚房開組, 而不使用有關設備則免費) 

中心開放時間 ☺：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0:00am-1:00pm  ☺ ☺  ☺ ☺ 

2:00pm-5:30pm ☺ ☺ ☺ ☺ ☺ ☺ 

6:30pm-9:30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如需於開放時間以外使用，請先與教會聯絡。 



 - 14 - 

 

 

數算日子數算日子數算日子數算日子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詩心。』詩心。』詩心。』詩 90:12 

 

感謝主！讓開心社區服務能得社署推薦，獲房署批准租用藍田德田村

德禮樓地下一個三千多呎的單位。這是我們教會多年的禱告，標誌著

啟浸的新一頁、也是開心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讓我們和藍田街坊的

距離更加近，讓我們祝福社區的服務更有果效地發展，也讓啟浸能在

藍田民居當中植根，更利便居民參與啟浸的各樣聚會。 

 

感謝主！讓開心社區服務能籌得足夠資金，成功開辦開心家庭會所。

過往的三次過千義工的公開賣旗、婦女學堂的精美手工花、弟兄姊妹

的五餅二魚奉獻、教會的撥款資助、親友的步行籌款、成功獲批攜手

扶弱基金及華永會贊助等，都彰顯神的信實和恩典，亦看見弟兄妹同

心協力的果效。 

 

感謝主！讓開心社區服務有美好的同工----有經驗豐富、滿有使命的

玉芷，有盡心盡力、盡責委身的珮珊，有活力可人、投入工作的芷珊，

有任勞任怨、細心有禮的月姐；也感謝曾為我們開荒發展、奠下基礎

的 David，和委身基層、勞心勞力的阿 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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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讓開心社區服務有精彩的義工，就是參與每日的學生功課輔

導、每月的獨居長者探訪、每年的聖誕嘉年華和暑期活動的每一個

『你』！當中包括帶領開心及啟浸方向的總舵手阿 Paul，處變不驚、

妙策良方層出不窮的雪容、看重員工培育及管理、又能處理各樣大小

事務工程的廣發，不斷反思、也不斷付諸行動實踐的 Carmen老師，

細心盡責、謹慎理財的好管家家寶、還有幫助推廣、協調溝通的子球。

能和一群這樣精彩的義工一起事奉，實在是一份恩典、一件樂事！ 

 

展望未來的日子，我們將不單要實現我們對資助者和贊助機構的承

諾—扶助老弱、鞏固家庭、協助隱蔽家庭、預防家庭暴力；我們更要

謹守神的誡命，實踐聖經的教導：行公義、好憐憫、與神同行；愛小

子、愛鄰舍、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願我們的手能彰顯基督的榮美，

願我們當中的小子能嚐到主恩的滋味、我們的鄰舍能領略到福音的福

氣！ 

 

聖經說：基督是頭，教會是身體，身體只有一個。開心就好像啟浸的

一雙手，一雙甘心服侍的手，一雙祝福鄰舍的手，一雙領人歸主的手。

這雙手離開了身體便不能生存，而身體沒有這雙手也影響了她『愛鄰

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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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人的家只是一幢冰冷的建築物，一個沒有義工的社區服務機

構只是一個軀殼，一個沒有弟兄妹的教會只是一堆沒有生命的枯骨。

但神的心意是叫這些枯骨重新得著生命氣息，成為精兵，在這末世站

穩，作祂的先鋒及見證人！耶穌基督就是那寶血，我們就是當中的血

細胞，是祂的使者，要將從神而來、使人得生命的氣息帶進教會、溫

暖家庭、滲透社區；這氣息能使枯骨復生、使身體站起、使手能作美

事，使家庭有生氣，使人能活得更豐盛，滿有平安、喜樂、盼望！ 

 

『願主我們神的榮『願主我們神的榮『願主我們神的榮『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

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 90:17 

 

迦勒迦勒迦勒迦勒   03012009 

 

 

 

 

啟浸邁向應許之地啟浸邁向應許之地啟浸邁向應許之地啟浸邁向應許之地    

自二零零零年始，開心社區服務就曾多次申請在藍田區內的屋村開辦社區中心，

但一直未能成功。後來經多次失敗又多次努力，二零零八年初才收到社署及房署

通知，我們申請德禮樓前幼兒院單位開辦家庭服務中心的建議書終獲接納了。在

「開心社區服務」（後稱「開心」）申辦家庭服務中心的建議書內，我們表明在

非服務時間中心將作教會用途；故此，啟浸需籌算與開心一起搬遷辦公室，還有

要辯論是否在復康院及德禮樓兩處地點同時進行崇拜；這對啟浸的合一來說是一

大挑戰。天父沒有為難我們這批卑微的僕人。四月底復康會通知我們暑期後不再

續租！為此，我們不用再辯論，只需全心全意趕辦裝修和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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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裝修工程可算是我在教會內處理過各事務中最繁瑣的一項。首先，開心要成立

籌款小組籌措裝修費用及擴大後的中心營運經費。雪容真是開心的舵手，她帶領

籌款小組開發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聽聞過的各種籌款途徑。炳芳、

Goldman、Polly 和 Addy 等弟兄姊妹又帶來了不少我們一向未能接觸的商界贊

助；憑藉這些商界贊助，雪容又為我們取得政府的配對基金。此外，珮珊和雪容

又積極草擬開心家庭會所的服務建議書，爭取各種慈善基金的贊助。 

 

除籌款外，我們又要搜集同工及會友要求、處理空間分配和物色承建商。為此，

教會成立了裝修小組。最初，阿 Dee 收集各人對機電設施的要求，阿堅收集對

音響的要求，又梅師父收集了各有關「單位」對空間使用的要求，並初步繪畫出

平面圖作招標之用。松輝、忠安等在工程界內深具地位的弟兄幫我們從不同途徑

取得房署舊有圖則和預審合適投標商。在阿成和梁子等的努力下，我們終於在阿

龍和 Shaira 的婚禮當晚完成了招標書草擬工作！裝修小組分析了投標商呈交的

各份標書後，開心召開了一次開心董事會、啟浸執事會、籌款小組及裝修小組的

聯席會議，會上裝修小組報告招標過程和建議批出合約予合適的承建商。我還記

得，那天晚上，復康會八號室水洩不通，大家討論啟浸有史以來金額最大的一項

「買賣」，各人內心都火熱非常。 

 

實際施工於七月份開始，並於八月底大致完成。很不幸，我於八月底舊病復發，

入了醫院。幸運的是裝修小組各人努力以赴，又得雄仔和阿 Bob 等在 I.T. 上的

支援，兼且有事務部各「猛男」協助，加上 Fanny 和珮珊不辭勞苦執行搬遷工

作，啟浸和開心終在八月底進駐德禮樓──我們的「應許之地」。遷入後，辦公

室仍有不少零碎工程要辦，其間又得小白等一批年青人協助，除了感恩外，別無

他話。開心家庭會所終於十一月份正式對外開放，而啟浸亦於十二月初開始在德

禮樓崇拜。執筆之時，我們還有不少工作需要繼續跟進，希望大家可以為此代禱，

給我們溫柔堅忍的心。 

 

德禮樓開心家庭會所或許在裝修及設施上不是最理想的，但一定是我們的「應許

之地」。使徒行傳三章六節教導我們：「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就

讓我們把所有奉獻，同心服事藍田街坊！ 

 

陳廣發 (德禮樓裝修小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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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搬遷以後~大家是否在煩惱新地方到底有什麼吃喝~退修休息~運動呢

~希望以下的介紹能令大家對附近的環境更認識！ 

1. ::::從開心一出大門行至德禮樓路口向左看會看到一

些兒童玩樂的設施，再向上行便會進入藍田公園的範圍…沿路有不少供

竭息的鐵椅 / 木椅…並有兩座公廁 (分別位於山腰及山腳) 

 

 
 

2. ::::喜好行山的弟兄姊妹…可於藍田公園山腰繼續向石梯上

行，這段行山徑有多個落山位置。據聞可以行至將軍澳，據我個人經驗，

只行至廣田附近便落山，盡頭有待各位

發掘。 

3. ::::開心對面便是德田商場…

門口有糖水店,美心西餅及小食店…底

層有 7-eleven，一樓(即平台那層)有麥當

奴，聖安娜餅店及波仔飯專門店，二樓

有東城茶餐廳，大家樂及…，三樓有新

輝海鮮酒家。 

                                                                                                                                                        ✌路邊小記路邊小記路邊小記路邊小記:Annabelle:Annabelle:Annabelle:Anna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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