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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圖由這位前紅十

字會同學李雪青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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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信‧‧‧‧望望望望‧‧‧‧愛愛愛愛」：」：」：」：三個動力的生命三個動力的生命三個動力的生命三個動力的生命    
文：周震聲傳道 

最近上演的一套由真人真事改編的

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引起極大迴響，

在網絡面書中，不少分享指看完電影尤如

吃了幾顆催淚彈，無不感觸落淚。故事講

述一位幼稚園名校的校長，原打算提早退

休與丈夫實現環遊世界這多年的心願，但

因一個感動卻來到了一所即將結業的村

校，學校只剩下五位幼稚園學生和破舊的

校園。故事設定既有時代感，亦有一份在世而出世的情懷。故事感動人心之

處是幾位學生他們都有不同的故事和背景，因意外喪失雙親、家庭破碎、缺

乏貧困、少數族群……這些群體可能每日與我們擦身而過，但他們的故事我

們卻從不曉得。校長以一人之力作栽培和重建的工作，在未見以先懷著期盼

(Hope)，期望小小的校園能成為五位小孩未來夢想的搖籃。除了感人的淚水，

相信看完電影讓人帶著回家的還有一份真摯無瑕的愛。在困難和沮喪當中，

能繼續讓人堅持信念(Faith)，正如校長的故事，能堅持到底的動力是對人的一

份愛心(Charity)。電影穿插一個主題「我的夢想是什麼？」其中一句對白指出

校長的夢想，是教育的真諦，亦道出了愛心的能力──以生命影響生命。 

 

啟浸今年的主題是「信‧望‧愛」，這是保羅在滿有恩賜和多元社群的哥

林多教會作出的教導，更可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願意在小組生活中、在家

庭中、在職場和校園中能活現這三項生命質素，我更期待在服侍的社區和受

苦患難者中，我們能注入美好的質素，生命影響生命。 

 

說到生命，回想我們三而一的上主，祂的生命正是「信‧望‧愛」的流

露，祂的生命影響著我們的生命，成為活出「信‧望‧愛」的生命動力。 

 

聖父的創造與恩典，叫我們能從享受受造世界美好與護佑的信實聖子的

十架與復活，叫我們能從死裡和黑暗中步進光明的盼望聖靈的紐帶與引導，

叫我們能與上主結連和人與人之間生發超乎我們想像的愛心。 

 

生命影響生命，願三一的上主成為我們動力「信‧望‧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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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浸聚會的紅十字會學校學生在啟浸聚會的紅十字會學校學生在啟浸聚會的紅十字會學校學生在啟浸聚會的紅十字會學校學生    
 

文：Eddie Lo    

龍心怡龍心怡龍心怡龍心怡    

一個你可能好陌生的名字，但如果你會返早堂的

主日祟拜，你或許會留意到一位行動不便，永遠坐在

第一排的女孩就是她。她已靜靜地返啟浸多年，有參

與過接送紅十字會學生的弟兄姊妹多會認識她。其實

上年 12 月她已受浸成為主內的家人，而且她亦是最

後一位留宿紅十字會又參加啟浸祟拜的學生。但今年

考完 DSE 後，她便要搬離宿舍自己生活，希望通過

這個訪問能讓大家更了解她，及成為她新生活的同路

人。 

 

 

 

 

 

 

 

 

 

 

 

 

 

 

你考完 DSE 後有何打算？ QQQQ    你考完 DSE 後有何打算？ 

AAAA    會搬回自己家住，同時找其他學校繼續進修，

如有關電腦的課程。 

QQQQ    你的家在那裡？還會在啟浸見到你嘛？ 

AAAA    我家在屯門，太遠了，應該好少機會回啟浸了。 

QQQQ     最後，你有說話想對啟浸家人說嗎？ 

AAAA    我很喜歡啟浸的氣氛，亦已習慣這裡的環境。好多謝大家多年來對

我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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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保羅牧師馬保羅牧師馬保羅牧師馬保羅牧師    

文：Eddie Lo 

馬保羅牧師最不喜歡人叫他馬牧師，只喜歡別人叫他阿 Paul、保羅……

因他不想被牧師這稱謂框住。阿 Paul 同一班弟兄姊妹創立啟浸多年，相信大

家對他都有相當認識，今次藉他離任主任牧師一職，再以另一角度了解他。 

 

1 平日師母多唔多在家煮飯呢平日師母多唔多在家煮飯呢平日師母多唔多在家煮飯呢平日師母多唔多在家煮飯呢？？？？ 

師母︰ 平日都有煮飯。 

Paul： 特別有客人來家時會煮，平時工人煮。 

2 多唔多客人來你家食飯多唔多客人來你家食飯多唔多客人來你家食飯多唔多客人來你家食飯？？？？ 

一個月大概一至兩次。 

3 來你家的客人會否多為開會而來來你家的客人會否多為開會而來來你家的客人會否多為開會而來來你家的客人會否多為開會而來？？？？ 

Paul︰許多時候是一大班人來、大多是 4-5 位客人。 

師母︰現在大家都比較忙，很多時候都要約埋一齊回家食飯，所以約其

他人要更長時間。 

4 那麼你倆拍拖的時間還多不多那麼你倆拍拖的時間還多不多那麼你倆拍拖的時間還多不多那麼你倆拍拖的時間還多不多？？？？有否約定時間拍拖有否約定時間拍拖有否約定時間拍拖有否約定時間拍拖？？？？ 

Paul︰沒有定特別時間拍拖，有時會放工後一起飲下午茶，亦會約定去

旅行。 

師母︰旅行需要很長時間籌備，但總會做到。 

Paul︰例如之前到珠海旅行浸溫泉。 

師母︰這次旅行已經是一年前計劃的。我倆相處的時間多為商議家中事

務及計劃。 

Eddie︰你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因你們已是三名子女的父母，各自都全

職工作，但仍能抽時間二人拍拖。 

師母︰因為二人關係會直接影響家庭的氣氛及子女關係，每一個子女都

很獨特，如果對待每個子女都不一樣，會令子女認為你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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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die︰那麼，子女曾否覺得你們偏心？ 

師母︰較大的子女會覺得我們偏心細女，但亦會明白妹妹年紀尚小，需

特別照顧。今天爸媽如何照顧妹妹，當天亦是這樣照顧你們。 

Paul︰我們不會要求子女要做甚麼，而是希望家中有輕鬆氣氛，大家容

易傾談溝通，返家不會覺得有負擔。子女小時候會與我一起玩耍，

到中學階段會傾談較多。現在會少一點，但仍有的，如最近曾約

以樂二人外出睇戲。 

 

 

 

 

 

 

 

 

5 說回教會說回教會說回教會說回教會，，，，Paul 離開啟浸離開啟浸離開啟浸離開啟浸，，，，師母也會一樣離開師母也會一樣離開師母也會一樣離開師母也會一樣離開？？？？會否不捨會否不捨會否不捨會否不捨？？？？ 

師母︰沒有特別不捨，只是會較少回啟浸。 

6 那會多久才回啟浸一次那會多久才回啟浸一次那會多久才回啟浸一次那會多久才回啟浸一次？？？？ 

師母︰相信會幾個月回啟浸一次，因為 Paul 之後會在不同地方講道，我

也會跟著他到處走。 

7 那你們現在參與的小組呢那你們現在參與的小組呢那你們現在參與的小組呢那你們現在參與的小組呢？？？？ 

師母︰我參與的小組已有可靠的組長，所以不用我帶小組。另外今年我

的工作也會較忙，由上年開始做組長亦不一定能參與小組聚會，

亦希望能給予實習組長更多機會。 

8 是否暫時不參與其他教會的小組聚會是否暫時不參與其他教會的小組聚會是否暫時不參與其他教會的小組聚會是否暫時不參與其他教會的小組聚會，，，，如有時間仍會繼續參與啟浸小組如有時間仍會繼續參與啟浸小組如有時間仍會繼續參與啟浸小組如有時間仍會繼續參與啟浸小組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嗎嗎嗎嗎？？？？ 

師母︰啟浸的合組活動或聚會仍會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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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你你你又會如何安排你的小組又會如何安排你的小組又會如何安排你的小組又會如何安排你的小組？？？？ 

Paul︰會一樣交給組員，基本上我好像宣教士，如差了出宣教工場一樣。

但遇有特別活動我也會參與。之後我會到不同教會，或者會投入一

些固定群體生活，將來會再決定。亦思考會否另拓展新的小組或教

會、發展新的一群人。 

10 離開服侍多年的地方離開服侍多年的地方離開服侍多年的地方離開服侍多年的地方，，，，你有何感受你有何感受你有何感受你有何感受？？？？ 

Paul：離開啟浸已是 4-5 年前的念頭，神要帶領我於藍田建立教會，現

在經已完成，且很穩定成熟，感受到應該再出發，而我的性格創

新，本來不適合長時間於同一地方，現在已 22 年了，加上同工、

執事及組長各方也成熟，是適合時間離開。 

 

由此可見，阿 Paul 的離開是為了重新出發。祝願阿 Paul 一家於主裡繼

續得力，祝福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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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幹事張潔瑩前幹事張潔瑩前幹事張潔瑩前幹事張潔瑩    
文：Eva Auyeung 

張勁喺 SCM 畢業後，已經好喜歡幹

事嘅工作性質，不過當時啟浸同其他教會

都冇空缺，張勁唯有不斷祈禱。直至生咗

連躍（又稱小豹）之後，前幹事 Fanny

辭職，當時 Fanny 同張勁講：「你有冇興

趣做幹事呀? 我一祈禱就諗起你喇，我覺

得你好適合呀!」，當時張勁覺得神真係回

應咗佢嘅祈禱。 

 

其實幹事究竟要做 D 咩㗎呢? 張勁話：「做阿四囉!」包括祟拜同教會活

動嘅場地同膳食安排、會計、出糧、買嘢，影印等各種行政工作，仲要協助

牧師同傳道人喺文件上、場地安排嘅工作，有時教會嘅弟兄姊妹有事嚟唔到

幫手，佢就要補位...總之事無大小都要幹事去做。問到張勁覺得辛唔辛苦，佢

話：「日常工作都唔辛苦嘅，都幾 enjoy㗎! 不過係入 Camp 時會有 D 壓力。」

佢記得試過有一次入 Camp（已經唔係第一次），太大壓力太緊張，因為得佢

一個人做嘢，如果佢病咗就要麻煩傳道人幫手，佢就覺得好內疚，覺得自己

失職，但結果緊張到好肚痛，痛到連 Camp 都去唔到。後來，神都教導佢其

實掌管一切嘅都係神，而唔係佢自己，咁就冇咁大壓力喇。張勁亦感恩到後

期放到手，接受到自己係會有錯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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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張勁做幹事以來最深刻嘅事，佢記得喺上年嘅靈命更新營最後一日

竟然唔記得幫營友訂午飯，佢話從未試過發生呢 D 錯誤。當時前牧師阿 Paul

非常好，唔單止冇怪責張勁，冇同大家講係張勁做錯，仲親自同營友道歉。

但張勁都忍唔住同大家講：「對唔住! 係我唔記得訂飯，我會引疚辭職。」其

實當時張勁已經辭咗職，但仍識得用幽默嘅方式同大家道歉，俾著以前嘅佢

會好內疚，好怪責自己，覺得自己點可能犯呢 D 錯誤。由此可見，神真係令

張勁喺呢幾年入面轉變好多。 

 

由於張勁嘅家傭姐姐喺 2014 年尾返鄉下結婚，佢又想親自照顧同教導小

豹，所以最後決定辭去幹事一職，專心做全職家庭主婦。後來，張勁更推薦

Kelly（即現任幹事）俾教會，讓 Kelly 能夠接任佢嘅職位。 

 

原來喺我哋每星期返崇拜甚至係教會活動運作得咁順利嘅背後，其實係

有個默默耕耘嘅幹事為我哋預備好多嘢。大家對佢哋嘅肯定和讚賞都好重

要，當大家下次見到佢哋時，都不妨同佢哋打個招呼，同佢哋講聲加油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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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幹事幹事幹事幹事 ChristyChristyChristyChristy    

────────愛在兒童區愛在兒童區愛在兒童區愛在兒童區    

文：Eva Auyeung 

Christy 於 2008 年加入兒童區，當時只是以協助形式服侍小腳板組。

Christy 好喜歡小朋友，在他們身上學到小朋友單純的心和渴慕耶穌的心。

Christy 憶述：「曾經有小朋友同我講：『我見到耶穌呀！』當時我也有點懷疑，

但覺得可能是自己信心不足，反而在小朋友身上見到他們對耶穌的那份信

心。」 

Christy 說在編排課程時會自己 study 下課程內容，在準備的過程當中自

己會自然親近神多一點；另外，由小朋友的角度去學習聖經會更易明白耶穌

的話語，得著很多！ 

現時兒童區分 4 組：

小腳板組、開心組、馬騮組

及洗白白組；而兒童崇拜會

以破冰開始，全部小朋友一

齊玩遊戲 warm up 一下；

之後就會一同唱詩歌讚美

主；亦會有背誦聖經金句和

分享訊息的時間，之後會分組並由組長帶領活動。Christy 說：「我們希望小朋

友可以建立崇拜的生命，而且可以幫助銜接青年和成人崇拜，讓他們能夠容

易適應。」兒童區組長會定期開會，一同討論未來的方向和崇拜模式，讓小

門徒可以更投入和有多一點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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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兒童區會不時有 outing，例如曾經參觀死海古卷和去挪亞方舟，

又會在節日如農曆新年派發祝福包給藍田街坊，讓小朋友也可以嘗試身體力

行去傳福音；在聖誕節我們都會有兒童區福音主日及大食會，小門徒最開心。 

 

在兒童區，不單只是同小朋友玩，還要教導他們，讓他們從小到大就認

識耶穌、學習聖經話語、培養良好品格等。玩完食完開心完，仍然記得在小

組學過的事。就是因為這一班導師組長們的努力，使這班小信徒成為我們的

盼望。 

 

兒童區導師及組長兒童區導師及組長兒童區導師及組長兒童區導師及組長 

 

 

 

小腳板組小腳板組小腳板組小腳板組 ：幼稚園 K1-K3  

開心組開心組開心組開心組 ：小一至小二 

馬騮組馬騮組馬騮組馬騮組 ：小三至小四 

洗白白組洗白白組洗白白組洗白白組 ：小五至小六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陳康綾 

福音幹事福音幹事福音幹事福音幹事：Chr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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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歸於一同歸於一同歸於一同歸於一：：：：靈塑及敬拜部靈塑及敬拜部靈塑及敬拜部靈塑及敬拜部    
文：周震聲傳道 

 

話說我在啟浸第一個服侍崗位就是敬拜隊，轉眼已有十

五年了，這些年間敬拜隊也有很多變化…而有趣地主興起了

我這個不太懂帶領敬拜的人擔任了部長，上帝確是在軟弱的

人當中顯出祂的完全… 

 

今年開始靈塑部與敬拜隊兩大部門有一重要變動，因此

很想透過《精兵通訊》與大家分享，讓各位更了解部門的工

作，還有轉變後的情況鼓勵啟浸的各位記念。今年開始兩部合併為一個部門

──「靈塑及敬拜部」，由我負責作部長，並連同原先是靈塑部部長 Candy 及

顧問 Estella 成為推動部門合併及事工的主要成員。在運作上兩部依然保留相

關部員：敬拜隊主要由部長及 4 隊敬拜隊長承擔，而靈塑部則繼續由靈塑部

的部員推動會眾屬靈生命的關注及協助各大小營會及活動的工作(包括金句

及讀經計劃，教會營會及祈禱會等)。 

 

相信大家不禁會問…那為何要將兩部合併

呢？這便要從一個異象談起。記得去年末我開

始從馬保羅牧師接手敬拜隊和靈塑部兩個團隊

時，有感兩部其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包括對

屬靈生命的渴求，向會眾傳遞教會的靈命成長

方向和進程，對部員/隊員的訓練要求等都有很

大合作空間和發展（順帶一提，我記得有次訪問其中一隊敬拜隊，他們前瞻

小隊如何成長時，除了希望有更好的音樂訓練，他們更渴望靈命的長進並「打

算」要求隊員敬拜及練習前要有充足的 e.g. 1 hr…靈修禱告，我實在被他們的

分享所打動和由衷的欣賞）。於是，我便開始與不同的部員及當時的靈塑部部

長及顧問商討合作的可行性。結果我們一拍即合，除了事工發展及實務的可

行性上，我們更大的領受是「同歸於一」的精神。啟浸創立的時候有五大異

象，而最後的是「同歸於一」，期望不但在敬拜隊和靈塑部中，願主也在我們

屬靈的家中繼續感動各牧區、各小組、各部門能展現「同歸於一」的精神，

Ｗe’re one body and on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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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合併後，我們在實際運作上仍在整理和學習階段，所以部門先從基

本做起，今年嘗試開辦每季「敬拜祈禱會」，期望能將「敬拜」和「禱告靈塑」

揉合起來，並從中推動教會同心禱告敬拜，與啟浸大家庭在屬靈生命中體會

上帝同在的寶貴經歷。請大家記念「靈塑及敬拜部」的發展，最大的支持就

是身體力行，一同參與每月的祈禱會和每季的敬拜祈禱會，讓我們一同經歷

主，同歸於一個基督的身體。 

 

借小小篇幅也稍為簡介敬拜隊現有的訓練與編制系統，敬拜隊原先已有 4

隊獨立敬拜隊，為加强「同歸於一」和集中訓練，今年重新組織現有和新隊

員成立「敬拜總隊」，並由我、Candy 及實習神學生阿詹主力作統籌及訓練的

工作，4 隊+敬拜總隊「雙軌」的系統作裝備及出隊，以下是「雙軌」系統的

簡介： 

 

 

 

 

 

 

 

 

 

BelieveBelieveBelieve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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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和音樂是敬拜讚美的核心，因此無論帶領敬拜者與樂手都是非常重

要的。今年開始加入敬拜總隊的隊員每月有一次於星期六下晝進行「總隊集

訓」，訓練技巧之餘，也讓我們一同建立屬靈操練和合一團隊的氣氛。這幾個

月我們派發了每月靈修資料，要求隊員每天也要按進度靈修和寫靈修札記。

看見隊員在忙碌的工作與服侍中，仍非常盡力完成(有隊員需然太忙但仍漏夜

「趕工」完成靈修扎記！)。在 4 月 18 日的下晝我們與觀塘仁愛教會進行了

「聯堂敬拜隊集訓」，當日其實

也是開心賣旗日（更有作旗站

站長的隊員處理好「站務」後

匆匆而至，實在感動！），大家

賣完旗後一同在「客場」出隊

交流，過程很新鮮，亦收到了

友會執事會主席兼敬拜隊隊長

的勸勉，隊員都獲益良多。我

們仍在重整階段，要學習的還

有很多很多，但更重要的是求

主大大使用敬拜隊讓每星期日

的崇拜能帶領會眾一同經歷

神。 

 

（希臘文：願榮耀歸主） 

青年敬拜隊青年敬拜隊青年敬拜隊青年敬拜隊    
ForerunnerForerunnerForerunnerFore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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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靈命更新營靈命更新營靈命更新營靈命更新營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婚訊婚訊婚訊婚訊 

麥曉欣麥曉欣麥曉欣麥曉欣 &  &  &  & 陳家欣陳家欣陳家欣陳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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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梁子俊 

母：石文慧 

啟浸新成員啟浸新成員啟浸新成員啟浸新成員 

梁溢梁溢梁溢梁溢    

SheldenSheldenSheldenShelden    父：Sam Or 

母：Ceci 

朱慧晴朱慧晴朱慧晴朱慧晴    
母：何明會 

（盼望爸爸遲 D 都會返教會） 

張張張張穎儒穎儒穎儒穎儒    父：張漢堯 

母：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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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允碩陳允碩陳允碩陳允碩    父：陳建城 

母：李曦 

曹珞瑤曹珞瑤曹珞瑤曹珞瑤    

父：曹英傑 

母：布詠珊 

黎彩曦黎彩曦黎彩曦黎彩曦    
父：黎穎麟 

母：李桂妍 

周家頌周家頌周家頌周家頌    
父：周震聲 

母：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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