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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主席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

康泉堂承蒙主恩，立足於康怡康山，
為福音擴展主家，轉眼間貳拾伍年。

主憐憫我們不足，供應如荒漠甘泉，
祂的時間事必成，耐心等候要歡呼。

主寬恕我們的罪，聖靈訓戒各人心，
要我們以愛相待，主內肢體必合一。

因信稱義立榜樣，信心行為不退讓，
作鹽作光在人間，主必再來給賞賜。

誠願我們依靠主，決心遵行祂指引，
定睛於耶穌基督，向標竿努力直跑。

「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高寶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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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呂唐秀雯

莫嘉敏

當閱讀一篇又一篇感恩分享時，神再次讓

我看到祂奇妙的作為，在祂手中沒有難成

的事。我亦高興能夠與各編輯小組成員合

作，雖然編輯和校對的工作頗具難度，但

卻是個特別的經驗；而且他們對每一個細

節都認真和嚴謹，使我獲益良多。

感謝主讓我有幸參與特刊的編輯工作，開

心並享受與各編委的同工和合作。看到一

篇篇弟兄姊妹呈來的感恩分享，細味神的

豐盛與恩典展現在其生活及事奉中，見證

主是何等又真又活，內心激動不已！感恩

在康泉家中相遇相知，成為同路人，泉恩

有祢！

編者的話

王偉昌

李姜淑儀

王蘇育明

今次有幸參與，就像拍攝「回到未來」似

的。當我被捲進去，我看到一張張熟悉的

面孔，他們對神的單純和堅定，是何等的

令人折服哩。神仍掌管康泉堂！祂仍是有

憐憫有恩典的看待我們。弟兄姊妹們，在

康泉家中，我們不是過客，願彼此全然獻

上；也全然倚靠。互勉之。

泉恩有祢–神的恩典如活水泉源，滋潤和

養育著康泉堂，帶領我們走過廿五個寒

暑。編製特刊的目的，是透過弟兄姊妹的

分享和不同角度所描繪教會生活的面貌，

為神在康泉家的作為和恩典留下見證。特

刊由構思、徵稿、校對到出版，神的恩典

也如活水泉源。牧者同工的鼓勵和幫助，

執事會的信任和支持，編委的投入和合

拍，弟兄姊妹的參與和打氣，印刷商的通

力合作，都叫渺小的我心中無限感恩。在

有限時間和資源的情況下，特刊或有未臻

完善之處，但我深信，我們會在其中找到

神在康泉家的足跡，更深體會祂是昔在、

今在、永在的神！願一切榮耀和頌讚歸與

祂！

感恩有機會跟其他編委互相配搭，彼此鼓

勵，緊密交流，甚至漫談人生，很難忘！

康泉家的歷史、弟兄姊妹的分享、牧者的

心聲、群體生活的色彩，活像一幅美麗的

拼圖，述說著上帝的信實，流露著祂對我

們的恩情。但願這特刊成為一份活潑純真

的獻呈，叫我們心中冒起對上帝心悅誠

服的尊崇和敬拜，讓祂的心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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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呼喚、恩典同行
李鍾潔明		傳道

感謝神讓我可以在康泉堂四分一個世紀的歷史中
留下足跡，讓我體會神看人不是因為人所擁有
的，而是讓人分享祂的豐盛。只要人願意回應神
愛的呼喚，祂就會讓人體會「在人不能，在神凡
事都能」這真實寶貴的應許。

我們常常寫「我的志願」，但能成真的卻沒有多
少，我是其中一個。我是一個學習不出色的人，
但心中總有微聲在說話，而我也與它對話並為此
尋求引證和等待。 就這樣，小四希望成為釋囚協
助者、小五希望作社工、小六希望教學前兒童，
好趁著人未軟弱迷失時得著愛的引導；如此我展
開了二十多年兒童及家長工作，在薪酬福利和成
就方面得著很大的滿足。直至1997年3月開始，
心中再有微聲呼喚，要我為祂工作，2000年開始
它再三呼喚我放下一切，離開安穩的工作，全時
間服事祂。面對神近八年的呼喚，我否定、逃避
和掙扎，只是神沒有放棄我，繼續感動並再三給
我印證，叫我最後在感恩中踏上這服事旅程。奇
妙的是，這旅程竟是「我的志願」的倒向歷程，
讓我從兒童教育踏進儼如社工、釋囚協助者的崗
位，與人同行，一同尋找神。

2001年我開始修讀夜間神學課程，02年間在學
院祈禱會初次聽到康泉堂這名字，06年初隨神學
院老師到康泉堂分享蒙召見證，9月開始在大家
中間學習服事，08年畢業正式加入康泉堂。到執
筆之日這服事旅程快將6年，但與康泉堂相識不

經不覺差不多十年了。我在禱告中認識康泉堂，
在回應並分享神呼召中與大家相遇，在憑信心跟
隨神引導中繼續與大家同行。在這同行旅程中，
我不單感受到天父與弟兄姊妹的愛，也因著不同
服事得到大小滿足、經歷神愛的管教，並領受神
的恩典，再靠賴祂的恩典繼續學習生命的功課，
與人同行。

美善全備的父神，祂知道人生旅程不會天色常
藍，事奉路途更是有重重的挑戰，祂在我還是小
孩子時已向我說話，成長後仍不斷為我作準備工
作。小時夢想、職前訓練、職場磨練、還有生命
起跌，都有神愛呼喚及同行恩典。康泉堂不單是
我學習傳道服事的地方，亦是神醫治我生命、領
我走出恐懼陰霾與傷痛的關口，更是我經歷拆
毀、陶造與重建的工場。

若不是神的引導和加力，不斷以祂對我的呼召作
提醒，並同工肢體的同行鼓勵、接納和包容，我
早已躲回辛勞卻熟悉又安全的復康群體中，以「
熱誠」作逃兵的面紗，一切也會不一樣了。人看
我付出不少，但我得著更多。

走過四分一個世紀的康泉堂經歷神豐盛的厚恩，
我這分嚐當中四分一旅程的小僕人也同享主恩的
滋味。在此，深願每位天路同行者，在未來的日
子，跟隨神愛呼喚、緊抓神恩同行！ 

服事－學習的歷程
甄達安		牧師

入職康泉堂擔任傳道之前，須面見播道總會授職
部（現改稱牧職部）之牧師，面見時被問及展開
傳道人的生涯有甚麼期望。自覺事奉及人生閱歷
膚淺，當時我回應：期望學習認識自己的恩賜和
與人社交相處之道。從1992開始參與康泉堂的聚
會，亦曾參與團契導師及堂委服事。自1996神
學畢業並於康泉堂擔任傳道人至今，可以用「學
習」來歸納當中的體會。

學習認識自己

在服事的路上，多認識了自己的恩賜，暫時相信
自己的恩賜是傾向教導及牧養。除此之外，最大
的收獲是學習到作為傳道人，也是一個不折不扣
的普通人。從很多性格測驗的結果都顯示自己是
一個很理性的人，但從服事及個人成長的過程
中，感性的部份也不斷被發掘出來。認識到自己
的喜、怒、哀、樂，會傷痛、會流淚、會激情、
會大笑，生命更顯豐富。作為一個普通人，也學
習認識自己的內心世界，有光明有黑暗，有進取
有退縮，有堅持有放棄。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
重要是發現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蒙恩罪人。感
謝！

學習認識人及世界

在人生成長的路上，從來不善於社交。打一場籃
球、浮游在海中心或停留在山坡上，總比起與人
相處來得更自然。然而，踏上服事的路上，不是
離開世界，遠離人煙，反而是更多機會認識不同
階層、不同處事方式、不同性情與及抱不同人生
態度的人─這就是世界！當對自己認識多了，與
人相處也多了一份希冀，學習認識別人的故事。
其實在認識別人的過程中，好像一面鏡子，往往

會更認識自己。在有限的人生中，與人相處，也
不斷學習信任及關愛、尊重及放手、珍惜及堅
持、分辨及取捨。在認識人的過程中，最重要是
發現每一個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蒙恩罪人，可以同
行，是一份恩典。感謝！

學習認識上帝

慢慢發現，認識自己及認識別人，原來是一個認
識上帝的路徑。從聖經得知上帝不同的屬性，但
在學習認識自己的過程中，更體會祂是一位有
喜、怒、哀、樂的上帝，信仰生命便更立體了，
信仰與每天的生活便更接近了。接納自己是一個
普通人，是一個蒙恩的罪人，也教自己更深切需
要上帝及別人。上帝是看不見的，但透過人與人
的相處，也顯得立體了。與人相處，得到別人的
信任及支持，體會上帝的美善；在個人成長中，
經歷被別人包容接納，體會上帝的恩慈；在心靈
迷糊曲折的日子，得到別人的啟發，體會上帝的
亮光；在人生高低起跌中，得到別人的幫扶，體
會上帝的大能。原來，上帝住在萬有之上，也活
在人群當中，在人的生命中。感謝！

作為牧師的終生學習

合乎聖經的事實是，沒有成功的教會，只有罪人
組成的會眾，在世界各地的鄉村和城鎮裡，週而
復始地在神面前聚集。聖靈招聚他們，又在他們
身上工作。在這些罪人中，有一個罪人被稱為牧
師，並在會眾中被賦予特定的責任（摘自：尤
金．畢德生著《建造生命的牧養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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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怡康山的兩個小錢
蘇敬恩

我在康泉堂的日子不多，但在這家裡領受神的恩
典卻很多。初信時，我在路德會聚會；大學時，
我轉到平安福音堂並受浸；讀神學時，我有幸在
康泉堂實習。回看這些不同的階段，才發現神的
精心安排。若以時間來看，我在康泉堂的日子最
短，但甄牧師、並一眾肢體，也實在擴闊了我的
視野，叫我看見主恩處處。 

翻查資料，原來康怡、康山加起來，共有近九千
個單位。假若每個單位有四人居住，那麼教會附
近，就有三萬多人。若以香港平均數來推算，當
中的基督徒也近二千。由此可見，教會單是要服
事這兩個屋苑，就算開十堂崇拜也不成。 

在馬可福音 12:41-44，記載了窮寡婦獻兩個小錢
的事跡，主耶穌又藉此教導門徒奉獻的真理。按
理，這兩個小錢，相對於當時宏偉的聖殿，實在
毫無用處。這兩個小錢，沒法供給祭司、利未人
的生活所需，沒法買牛、羊或雀鳥來獻祭，也沒
法支付任何聖殿的支出！那為甚麼主耶穌那樣看
重它們呢？答案很簡單，原來神的國度根本就不
能憑眼見，也不能用人的智慧去測度；神的家更
不是用金、銀、木、石來建造的！主耶穌亦預言

這座用金、銀、木、石建成的聖殿，很快將要被
徹底地拆毀！原來，財主們的奉獻雖多，但卻不
能長存。相反，那窮寡婦的奉獻雖少，但卻被永
遠記錄在聖經，甚至被翻譯成二千多種語言，並
在世界各地，天天被聖靈使用，在歷世歷代中，
建造了信徒奉獻的典範！ 

康泉堂地方狹小，座位不足，事奉人員不夠，豈
能為主收這眾多的莊稼？又豈能擴主家？靠人的
計算或許真是不能，但在神卻凡事都能！就我
那幾個月，眼見康泉堂確實造就了許多信徒的生
命！會眾中，有不少全家歸主的，當中甚麼年紀
也有，甚麼專業都有，可見神實在用得著這兩個
小錢！若我們再站後一步看，其實神又豈止把康
怡、康山的人交給康泉堂呢？深願神從這家興起
更多服事主的人，甚至是傳道人、宣教士，叫
這兩個小錢的果效，一直帶到地極，滿足主的心
意！ 

作者曾於康泉堂實習，現為順寧道平安福音堂傳道。

實習感言
吳少娟

感恩曾在康泉堂服事十個月。2008年是我神學
三年班的學習。我家住在九龍東，要往康山是要
先下山，乘港鐵，在太古站再要上山。每次到教
會服事回家時也要下山上山，這個上上下下的學
習很奇妙，服事神要先走出自己的山頭，跟著向
另一個山上進發；也不要只停留在那裡，而不願
意離開，因為我在康泉堂的目的是要完成牧職受
訓。在離開時，感恩可以帶著大家的祝福和主的
恩典。

康泉堂是一個我學習牧養很好的地方，參與職青
區小組聚會，與肢體彼此分享生活上所遇到的困
難。組員懷孕，小朋友的出生，家人的患病，都
一同擔憂，同心禱告。探訪不同的肢體讓我認識
各群體的需要，而大家真誠的分享，及愛神愛人
的心，在相交中表露無遺，鼓勵了我學習憑信而
行。

欣賞教會在各方面服事和關懷社區，如熱心傳福
音、報佳音和舉辦暑期聖經班。肢體渴慕神的
話，亦有查經組長訓練和經卷學習。教會不單熱
心本地的福音工作，也在國內宣教，實踐大使
命。

感謝主，讓我認識康泉堂肢體，得到他們主內的
關愛，並受惠於眾牧者及執事牧職提攜指教。多
謝教會讓我可以在大家當中學習服事。

在此祝願
愛主愛人建神家，同心同行榮主名。

作者曾於康泉堂實習，現為浸信宣道會明恩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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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泉堂大事回顧

2000
•中華神學院學生賴陳敏儀女士實習
•播道神學院學生梁麗珊女士實習

2002
•賴陳敏儀女士加入為義務傳道    
   (2002-2011)

2004
•委任甄達安牧師為堂主任 
   (2004至現在)
•舉行 Harmony 音樂佈道會

2010
•中華神學院學生郭偉傑先生實習
•制訂信徒培訓課程計劃

2013
•成立職場服事小組

2011
•聘任黃銘聰先生為傳道 (2011至現在)
•租用東達中心為辦公室及扶貧物資收集中心
•開展扶貧事工
•成立德蘭服事小組

2006
•聘任盧淑影女士為傳道 (2006-2008)
•播道神學院學生李鍾潔明女士實習

1993
•播道神學院學生麥麗美女士實習

7月：康泉堂租用康怡舖位 (康盛街5號舖)

1999
擴堂：租用康怡花園第一期3-4號地舖
•認領台灣宣教工場

2007
•成立慈惠小組
•播道神學院學生林李惠蓮女士實習

2008
•聘任李鍾潔明女士為傳道   
   (2008至現在)
•播道神學院學生吳少娟 
    女士實習

1989
•聘請第一位本地傳道嚴國洪先生 
   (1989-1990)
•播道神學院學生古學賢夫婦實習

1月：租用康怡花園區內之現代教育中心
作崇拜地點
2月11日：首次崇拜聚會
8月：正式借用YMCA為崇拜地點
12月：舉行首次佈道會 1995

•播道神學院陳家樂女士、
    畢崇康先生實習

1997
•伍擇強牧師任顧問 (1997-1998)
•聘任甄達安先生為代堂主任 
   (1997-2004)

1996
•聘任甄達安先生為傳道    
    (1996至現在)

2月：康泉堂自立

1991
•播道神學院學生吳淑嫻女士、何錦輝先生實習
•黃啟泰先生任義務顧問及代堂主任 (1991-1993)

1992
•聘任伍景洪先生為傳道 (1992-1997)
•播道神學院學生鮑月妹女士實習

1998
•莫樹堅牧師任顧問 (1998-2001)
•聘任葉鄭美冰女士為傳道 (1998-2002)
•牧者及執事共識本堂方向
    異象：康怡康山收莊稼
    使命：泉力門訓擴主家

1988
康泉堂之出生期：

陶更生牧師Steve Torgenson為
康泉堂創會牧師(1988-1992)

2001
•甄達安先生被按立為牧師
•聘任梁雷婉汶女士為傳道 (2001-2005)

2014
•成立本地佈道服事小組

2012
•成立敬拜服事小組

2003
•借用教會外面空地舉行平安夜音樂晚會

2005
•賴志堅先生加入為義務同工 (2005-2012)
•涂中立先生加入為義務同工 (2005-2012)
•參與湖北異象行，並認領五𡶶教會為宣教工場
•成立差傳關懷小組

2009
•聘任呂冠豪先生為傳道 (2009-2010)
•播道神學院學生蘇敬恩先生實習

1994
•聘任伍陳秋容女士為助理傳道 (1994-1997)
•聘任甄梁明珊女士為傳道幹事 (1994-1996)

1990
•播道神學院學生趙詠琴女士、
    黃慶強先生實習

7月：舉辦第一屆學生英語會話營
10月：第一屆水禮

1987
康泉堂之孕育期：

基泉堂與太古城堂聯
合植堂，也投入參與

周年



18 19

康泉家 康泉家

18 19

年度

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 
 (4月-12月)

2010

2011

2012

2013

主席

崔潤華

賴陳敏儀

賴陳敏儀

楊渭森

楊渭森

楊渭森

楊渭森

楊渭森

楊渭森

楊渭森

黃定山

嘉志忠

嘉志忠

嘉志忠 

嘉志忠

蔡勁菁

蔡勁菁

高寶彥

副主席

龍家彥

陳倬

陳倬

郭秋玲

郭秋玲

郭秋玲

呂冠豪

呂冠豪

－

呂冠豪

嘉志忠

呂唐秀雯

呂唐秀雯

呂唐秀雯 

蔡勁菁

高寶彥

高寶彥

盧蔡勁菁/王偉昌

文書

黃偉雯

蘇婉儀

蘇婉儀

蘇婉儀

潘蘇婉儀

潘蘇婉儀

張榮川

張榮川

楊渭森

蔡勁菁

蔡勁菁

蔡勁菁

蔡勁菁

蔡勁菁/麥婉婷 

麥婉婷

麥婉婷/楊黃文婷

麥婉婷/楊黃文婷

麥婉婷/楊黃文婷

司庫

陳倬

楊渭森

楊渭森

梁麗珊

黃定山

黃定山

黃定山

黃定山

黃定山

黃定山/彭淑儀

彭淑儀

黃定山

黃定山

黃定山/高寶彥

 
黃定山/高寶彥

黃定山/何兆全

黃定山/何兆全

黃定山/何兆全

總務

楊渭森

涂中立

涂中立

蔡美兒

郭秋玲

呂冠豪

嘉志忠

嘉志忠/麥健漢

嘉志忠

嘉志忠/唐秀雯

唐秀雯

黃文婷

黃文婷

黃文婷/郭偉傑

 
黃文婷/郭偉傑

嘉志忠/王偉昌

王偉昌/黃偉鵬

黃偉鵬/嘉建基

歷屆執事芳名 現任同工及執事芳名

現任同工芳名

現任執事芳名（2014年度）

堂主任 甄達安牧師
牧者 李鍾潔明傳道
牧者 黃銘聰傳道
行政主任 李姜淑儀姊妹
幹事 徐健強弟兄

主席 高寶彥
副主席 盧蔡勁菁
文書 麥婉婷
文書 楊黃文婷
司庫 陳姜倩雯
司庫 宋美碧
總務 王偉昌
總務 黃偉鵬
總務 嘉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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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泉堂事工架構圖

耶穌基督

會友大會

執事會

堂主任

音樂敬拜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少年區 兒童區

音樂敬拜事奉小組

亞伯蘭組
亞伯拉罕組
百基拉組
路得組

以斯帖組
約書亞組
約翰組
雅各組

以賽亞愛家男組
以賽亞才德姊妹組

加百列組
以諾組
多馬組
大衛組

以利亞組

挪亞組
但以理組
約西亞組
巴拿巴組
約瑟組

馬太組
迦勒組

撒母耳組
小約瑟組
保羅組
彼得組

海外宣教
（差關小組）

崇拜講道 德蘭服事 辦公室
行政

財務行政

網頁

培訓課程 家庭服事 人力資源

事工支援

圖書館

康體服事

禱告牧養 職場服事

好鄰舍
服事

本地佈道
－陪談
－慕道/初栽
－佈道會

樂隊 歌詠團

差傳事工 教導牧養 牧區事項 行政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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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分享
李鍾潔明 傳道

自2008年中到執筆之日，在康泉堂六年多了，先
後在兒童、職青、初職及少年群體中學習服事。
前年，因著神在牧者團隊中的感動，我與肢體們
開始學習關心體弱而未能參與聚會的長者及重病
者的家庭。雖然神學裝備中也曾學習牧養不同年
齡群體和簡單的輔導技巧，但對這個廿多年來主
要在兒童及家長中工作與服事、過去主要參與前
線工作的我來說，要在後方作整體性策劃、安排
與培訓，這功課可真又大又難。神就是如此奇
妙，祂不是尋找有專長的人為祂作大事，竟讓我
在祂所愛的教會中蹣跚學步、跌碰前行。讓我藉
此廿五周年的日子，給大家介紹神為我預備的幾
個學習園地，並當中的體會及經歷的恩典。

德蘭服事：
用心伸出手、踏出去的服事
2012年初我聯同5位肢體組成核心小組作探
討，2013年將德蘭行動及癌症關懷融合，成為結
合代禱、關懷與支援的同行參與，而對象亦伸延
至體弱長者、重病朋友及家庭。2013年正式改名
為「德蘭服事」，學習「以基督的心為心、同
心同行」，藉服事展開「對家庭、向生命的關
懷」。

2013年3月，我們第一次舉辦德蘭服事主日，由
馮家柏醫生以死亡為題邀請會眾同心參與，楊韻
智姊妹見證如何在父神恩手拖帶與肢體扶持中走
過4年抗癌路。第一階段神招聚了二十多位弟兄
姊妹一起同行，當中有長者、姊妹、弟兄及執事
同工。「德蘭服事」的工作除了探訪，也學習以
祈禱及網絡來聯繫，亦藉心意製作和送贈心意咭
等關心有需要的家庭。我們藉分享會分享我們的
異象及學習體會，並鼓勵肢體參與課程，為未來
的服事作更好的準備。年底，同行肢體超過三十
名，曾接觸、關心、探訪或接受代禱的家庭近二
十個，當中大部分是本堂肢體或非本堂的重病信
徒，近三分一為未信朋友。雖然他們有的婉拒探
訪、有的只偶爾相聚，但是他們都樂意與我們分
享需要，接受我們的代禱。這服事見證著禱告的
能力，人能攔阻我們的腳步，卻擋不著禱告。

不得不提2013年年底一次同行者交流會，大家坦
誠地分享關於資料傳遞、代禱聯絡、探訪安排並
跟進支援等不足之處，及個人在祈禱上的體會與
難處。面對熟悉的肢體，大家很容易投入並熱切
記念；但面對不認識的肢體或未信朋友，會容易
冷淡，只是一再知道對方的代禱需要，就繼續學

習禱告。深深體會我們真
的不是比別人強、比別人
更有愛心，只是我們回應
神的感動而踏上。感謝神
招聚大家一起同行，願在
未來的日子，我們同心緊
守本位，繼續學習，有更
美的呈獻。

本地佈道
藉不同形式的服事，希望接觸未信的朋友，將福
音帶進不同的生命。

陪談員──恆常於每周的崇拜聚會中，設有陪談
員的服事，接待當中的新朋友。 這是一個富有挑
戰的服事，因為我們不會預計到每一堂崇拜有多
少個新朋友，是那一類型的新朋友，但富有愛心
及勇氣的陪談員往往可以給予新朋友親切的印象
及適切的接待。

福音性聚會──信仰探討小組及初信栽培小組，
是過去數年常設的聚會，讓尋道者可以有一個空
間，以互動的形式討論信仰；並歡迎提出疑問，
互相交流，藉此深化探索信仰的體會。作為帶領
者之一，分享個人體會，與尋道者一起探索信
仰，往往是教學相長，自己的信仰也會被更新。
佈道會是這一兩年重新學習籌組的服事，除了希
望增加福音的筵席，原來也會帶起弟兄姊妹更熱
心的服事。除此之外，心靈茶座也是最近開始嘗
試推行的福音事工，將信仰與心靈的正能量結合
傳遞給朋友及弟兄姊妹。

職場服事
這是近年組成的服事團隊，協助牧養教會職場信
徒，籌備職場信徒聚會及建立同行平台。長遠也
希望建立職場信徒mentoring網絡。教會是一個
讓人體會信仰的場景，是很多人都明白的；而職
場服事則希望鼓勵信徒有更闊的體會，每天的工
作場景也是遇見上帝、帶來生命及價值更新的地
方，讓世界在信徒身上，體會上帝的美善。

聖經對人的觀點是：人是群體的一份子，是「神
的百姓」之一（摘自：尤金．畢德生著《全備關
懷的牧養之道》）。

感謝上帝，我可以成為群體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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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區：
同心同行、一同成長的服事
2010年8月開始在少年區服事，不經不覺與大家
渡過了四個很不一樣的暑假與聖誕，也見證著
神在我們中間的工作，讓我們在磨合中將關係拉
近，在溝通中認識彼此更深，更看到各人如何在
主恩中成長。

過去幾年，事奉團隊經歷過不少挑戰與衝擊。我
們曾經士氣高漲地希望籌劃更多的活動，神卻要
我們放人，讓忙碌的、婚嫁的、迎接下一代的稍
為歇息，甚至離隊；因此，我們面對近兩年人手
緊張的日子。當中學習尊重別人的不同生命階
段，讓他們放心面對當前的需要，深信將來他們
和家人，在合適的時候會樂意歸隊。深信神會有
預備！

最難忘的莫過於剛開始動員少年人參與籌劃少年
音樂佈道會、三日兩夜露營、並準備下半年事奉
安排時，兩個籌備小組成員正面對家庭的重大需
要，預計難以兼顧分擔。我們在go與no之間思索
後，決定在微調下憑信心踏上，繼續前行。今天
回頭再看，神讓我們體會在神恩供應並保守下一
無所缺，與少年人一起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
事都能」。難關過後，事奉團隊的關係更緊密，
更能在互信下交流、互勉同行。

這幾年，少年人海外升學比率高升，縮窄了我們
牧養的年齡範圍。一年內可能有3-5名初中或高
中組員出外留學，但感恩至今仍能密切聯繫的亦
不少於十個。由於學制的改變、功課及課外活動
和補習時間增多等，在港升學的組員所面對的時
間張力及壓力也不輕。可以牧養少年人的日子可
真不多，我們嘗試調節恆常聚會和把握假期去牧
養建立，希望他們進入大專或出外升學前得到穩
健的信仰裝備，以面對各樣衝擊。希望少年人在
信仰上扎根成長，與生命友伴同行。我們明白，
少年人不單需要同齡朋輩，也需要亦師亦友的哥
哥姐姐；他們未必善於坐著聽講，他們需要在經
歷中成長；需要走在群體中，也要在群體中被認
同，找到自己的意義。 

感謝神，於2012年有新成員加入事奉，並有暫休
的事奉者陸續歸隊，讓我體會到是調節配搭的時
機。經過多番交流和禱告等候，團隊按負擔與恩
賜分成兩梯隊，一隊專注聖經教導，另一隊主力
關注少年人生命成長並朋輩關係。我們亦開始按
少年人的性格與專長，邀請他們參與長期性或項
目性的事奉崗位，如司琴、領詩、設計、照顧兒
童、籌劃活動等等。讓少年人也可以在神的家將
神賜予的禮物獻給神。

神亦讓我們看到有需要加強對事奉者的裝備，讓
大家能更有根有基的服事，並為未來的需要作準
備。感謝神，祂親自為我們邀請兩位性格和裝備
都很不同但卻同樣希望與少年人同行的姊妹加
入，讓我們能在牧養上有平衡的發展。

服事少年人，我們分享以下的共同價值：
一個心意：一主一信、同心同行
一個方向：正視成長誘惑，同行面對衝擊
兩條路：
扎根主道 – 認識聖經、辨明所信；深入淺出、
活潑教導神的話語  
裝備成長 – 按導師恩賜，加強裝備、招聚及強
化事奉團隊；幫助少年人認識及發揮恩賜、建立
少年人同行服事的心志與生命
 
兒童區：
用愛與道叫生命成長的服事
2007年5月開始，成人主日崇拜分為早午堂，兒
童牧養也分為早午堂，早堂主要牧養高小兒童及
少年，午堂主要牧養幼兒至初小兒童。2008年
7月，我正式加入康泉堂參與牧養兒童區，當時
每個主日都要搬動辦公室及副堂的物資，以騰出
更多的活動空間。2011年2月，辦公室搬到東達
中心，環境上更為寬敞，在特別日子亦可合組聚
會，為兒童區帶來新氣象。

同時，我們留意到一些狀況和需要，例如早堂兒
童人數偏低；部分家長讓年幼子女隨兄姊參與高
小聚會，未按年齡讓他們分開參與，帶來牧養上
一定的困難；兒童組員升上少年區後的適應問
題，亦會帶來一些流失；還有事奉者的轉變、溝
通與磨合，牧養材料和聚會形式的適切性及互動
性等等。

感謝主！祂讓我們看到祂的心意，並為我預備可
以互相配搭的肢體。我們開始嘗試在幼兒組講故
事，天父亦藉孩子的口告訴我，沒有比以神的話
餵養生命更重要，最年幼的小孩子也渴望親近
和認識神。祂為我們預備肢體分擔行政事務、
協助製作教材套，及參與牧養和教導不同年紀兒
童。2011可算是康泉堂BB潮的高峰，在大家的
努力下，最年幼的彼得組發展最快，小朋友從小
就在故事中認識神、讀金句和開聲為食物謝禱。
我們也讓孩子們學習在區內派發福音單張，他們
有禮、誠意並落力的參與，令不少路人停下接過
單張，並予以鼓勵。看到孩子能為天父作小使
者，辦小差事，實在感恩不已。

2012年間神再施恩引導，兩位家長、三位導師與
我成立兒童事工小組，一起探討兒童事工的狀況
及發展和籌劃聚會，並嘗試於聖餐主日出版燈光
集，與家長建立交流溝通平台，引進親子信仰交
流的空間。2013年我們再度與少年區合作，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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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牧區第二區

牧區第二區共有7個組別，分別是以諾組、以賽
亞愛家男組、以賽亞才德姊妹組、多馬組、加百
列組、大衛組和以利亞組。

配合「陶造生命，迎向復興」的主題，牧區2訂
立4H陶造生命的牧養模式：

3	 恩賜事奉	(Hand手)

 • 「一個都不能少」關懷行動：牧區2旅 
 行、合組相交活動等。

 • 鼓勵一人一事奉。

4	 信仰實踐	(Heart	心)

	 • 藉著積極參與差傳體驗（本地佈道、短 
 宣）及好鄰舍服事，作鹽作光，見證主 
 愛。

少年人學習照顧及教導兒童。感謝神！我們經歷
了一個合作愉快的暑假，進一步看到神在少年人
及孩子身上的工作，並體會「在人不能，在神凡
事都能」，學習憑信心迎接祂的呼喚、招聚、改
變與更新的大能。祂樂意等候孩子跑到祂的跟前
來，讓祂擁抱和祝福、聽祂教導。前面仍有不少
難處，但我們深信，就像運動員一般，即使有疲
乏和卻步的時候，只要認定目標，我們可以憑信
心再次起來繼續奔跑，得著從神而來的獎賞。

教會蒙恩走過四分一個世紀。感謝神！康泉堂的
孩子與少年人也一起長大了！孩子的成長除了導
師努力不懈的教導，也有賴少年人的默默付出。
這些少年人由不知所措到慢慢懂得回應孩子的多
變反應，由照顧兒童到學習籌組及帶領活動，

與孩子們一同成長。他們樂於與孩子共處、投入
和認真的態度，贏得孩子的愛，並家長與導師們
的讚賞。少年人包容與接納的心懷，讓孩子愈來
愈願意聽哥哥姐姐的話，捨不得與他們說「拜
拜」。

教會是我家。感恩康泉家不單有出心出力祈禱又
服事的公公婆婆，也有家庭、工作、事奉三忙的
叔伯姨姨，還有學習兼顧學業、聚會與事奉的少
年哥哥姐姐。感謝神！讓我們看到這不一樣的三
代同堂，以愛相顧的小片段。感謝神！讓我們從
少年群體與兒童群體中看到愛與接納，看到鼓勵
與提醒，體會生命成長帶來的祝福！

體會這家因有愛，愛相聚！樂相聚！

1	 敬虔	(Holy	Habits)

	 我們以恆常參與敬拜、靈修計劃、讀經計
劃、為家人及教會禱告等，邁向目標：

 • 靈修計劃：使用《爾道自建》作靈修資 
 料，並鼓勵組員在whatsapp分享體會。

 • 讀經計劃：由詩篇開始，每天讀經。
 • 為家人及教會禱告：鼓勵弟兄姊妹恆切 

 為家人及教會守望祈禱。

2	 靈命培育	(Head	頭）

 陶造生命查經：透過彼此學習和操練謙卑、
等候、信心、勇氣四個內在生命素質，再一
次與神、與自己，建立正確的關係。

事工分享
黃銘聰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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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教的雙重使命

整全的宣教包含領人歸主的「福音使命」及社會
關懷的「文化使命」的雙重使命。「福音使命」
好像收割，而「文化使命」則是鬆土、培土與撒
種的工作。（參莊祖鯤〈宣教使命之再思與實
踐〉《大使命雙月刊》第97期（2014年4月））

感謝神，康泉堂於這二十五年裡，藉不同的事工
實踐宣教的雙重使命：當中「福音使命」有差傳
事工，包括本地佈道及海外宣教；而「文化使
命」有好鄰舍服事、康體服事、職場服事、德蘭
服事。（有關本地佈道事工及職場服事的介紹，
參甄達安牧師的事工分享。有關德蘭服事的介
紹，參李鍾潔明傳道的事工分享。）

領人歸主的「福音使命」	

海外宣教事工

海外宣教事工的目標是深化弟兄姊妹對差傳的認
識，並擴闊我們對普世禾場的視野。我們藉著多
元化的途徑去達致有關目標：
• 舉 辦 差 傳 課 程 ， 包 括 基 督 教 來 華 史 、 創 
 意佈道工作坊及認識穆斯林
• 推動小組關懷宣教士及參與短宣
• 差傳主日
• 成立「差傳之友」作重點凝聚及栽培弟兄姊

妹的宣教心

• 定期出版「差傳之友」通訊
• 宣教士分享祈禱會
• 支援宣教士的生活費
• 發展本地跨文化宣教
• 短宣以澳門及湖北為恆常服事點

湖北短宣

康泉堂於2005年10月舉辦了湖北異象行，翌年4
月便展開了湖北短宣，往後從不間斷地持守堅赴
神給康泉堂這使命。在過去九年的服事，共235
位弟兄姊妹人次參與，我們探訪了超過200戶貧
窮家庭，關心他們的需要，並送上心意物資 
(米、油、人民幣200元紅封等)。

去年康泉堂開始資助湖北某些貧困家庭的生活
費，呼籲會眾以小組或個人名義認領及資助當中
18戶多病多災、低收入的家庭，形式為每戶每
月人民幣200元，為期一年。在探訪，有一幕
幕叫人觸動的情景，當中有家庭不斷向我們說： 
「對不起、對不起」，而我卻深深覺得，說對不
起的應是自己；我一切所有的全是恩典，我有能
力奉獻和前往探訪，全是恩典。就是這份從神而
來白白的恩典，我們可以將神的愛帶到有需要的
貧困家庭，並與他們述說神的愛。盼望我們能

與這些家庭建立一份細水長流的關係，讓神的愛
和福音，透過我們的關心和支援，一點一滴填滿
他們的心窩。

此外，透過舉辦英文營，我們與升子坪小學的師
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以下曹校長的分享，透視
了這份情誼的點滴：

「香港醫療關懷、康泉堂和我們學校的聯繫已經
有十二個年頭了。近九年的幫扶旅程，是一條鋪
滿愛心的道路。從學校辦學條件的改善到貧困學
生的幫扶；從物質層面的支持到精神層面的引導
和心理健康的教育，他們付出了不少的辛勤和汗
水。

這些年來，每年一次的英文營活動從來沒有間斷
過，給我們的孩子帶來了不一樣的感受。孩子們
期盼每年的四月：『在菜籽花要開的時候，香港
老師就要來了！』他們大部份都沒有走出過大
山，但是從香港老師的課堂、培訓和活動中，他
們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

這十年來，我們香港老師翻山越嶺，探訪了一百
多個學生家庭，主要是貧困的學生。有一個叫宋

廷嬌的孩子，三年前不幸染上了紫癲性腎炎重
症，前期的治療已經讓本來一貧如洗的家庭變
得更加拙迫。家人正為宋廷嬌後期治療擔憂的時
候，香港老師多次到他們家裡探訪，到目前為
止，已為這個孩子捐贈了五千多元的善款⋯⋯

在前一些年，我們學校是全縣聞名的基礎非常薄
弱的一所學校，學校的辦學條件、師資水平和教
育質量，都在全縣同類學校當中最落後的一個層
次。自從有了香港醫療關懷和康泉堂的幫扶，我
們學校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的運動場建設、學
生的餐廳和洗澡室，還有教師辦公設備的添置，
不完全的統計，到目前為止，香港醫療關懷已為
學校的發展和硬件建設，投入了30萬元以上的資
金。⋯⋯如果說學校在這些年的發展當中有一些
探索，取得一些成績，我們首先應該感謝的是香
港醫療關懷，應該感謝的是康泉堂，這些年來給
我們學校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升子坪小學曹
校長口述；盧蔡勁菁姊妹、高寶彥弟兄筆錄）

另外，我們於過往三年可以聯同當地幾間教會於
市中心的廣場合辦福音預工晚會，在兩個半小時
內不斷藉著獻詩及綜合表演來高舉基督耶穌的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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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短宣

康泉堂於2007年2月和4月分別舉辦澳門異象行
及澳門宣教事工探索，並於同年8月開始了第一
次的澳門短宣。相隔四年，康泉堂於2011年8月
至今，每兩個月一次去澳門服事，總共200位弟
兄姊妹人次參與。澳門短宣方向的定位，是主領
成人教育中心崇拜聚會，並認識耶穌會及馬禮遜
來華宣教的歷史。

澳門是「福音初至之地」，但諷刺的是，這「福
音初至之地」變成了「福音的石頭地」！當今澳
門人口約五十二萬，基督徒只佔1%，經常參加
崇拜者只有三千人！主啊！我們當堅守澳門短宣
的使命！

社會關懷的「文化使命」

好鄰舍服事

康泉堂的扶貧事工始於2011年，我們當時租用了
東達中心作為扶貧物資收集中心，開始收集舊衣
物。當時所收集的舊衣物主要運往西藏，少部份
則捐贈予本地機構作扶貧之用。我們運送了超過
一百袋（紅白藍袋的大小）的舊衣物往西藏，但
因運送費用非常昂貴，於2012年底停止了這項服
事，轉而將舊衣物贈予社區貧困家庭、本地機構
及宣教士或弟兄姊妹帶往宣教工場之用。

為了精簡事工架構，扶貧事工及康怡康山事工於
2013年初合併成為好鄰舍事工，好讓我們能更

有效地服事社區，見證主愛。合併後的好鄰舍事
工，繼續堅守康怡康山事工的使命，而且結連了
康泉堂的本地差傳事工及兒童事工，共同推動傳
福音的異象，如定期舉辦心靈茶座 (Soul café)及
兒童暑期活動。另外，好鄰舍事工更透過多元化
活動，包括新舊衣物轉贈，以及參與和支持其他
機構舉辦的扶貧及社區關懷活動，例如聖誕禮物
愛心祝福行動、聖誕千人盆菜宴、愛與共融嘉年
華、關懷探訪獨居長者/板間房家庭、派飯盒給
無家者、新移民同行小組等等，讓弟兄姊妹認識
和體驗貧窮人的生活狀況，並且近距離聆聽貧窮
者的心聲。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
音給貧窮的人⋯」（路加福音4:18）；「我親愛
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上富足」（雅各書2:5）。當康泉堂
開展扶貧的事工時，我們學習延續耶穌基督之事
奉，就是進入人群裡，親歷他們人生的苦與樂，
體恤人性的軟弱和需要，同時將新希望和價值帶
給人，將真理實現在人的生命中，使生命得著釋
放。

康體服事

我們除了往海外宣教，宣教亦可就在家門口。藉
著康體事工提供創意和動感的空間，建立身心
靈活潑的群體，達致傳揚福音(Evangelism)、相
交生活(Fellowship)和靈命塑造(Discipleship)。 
「身體的鍛鍊固然有些益處，靈性的鍛鍊在各方
面對你都有益處，因為後者帶來今生和來生的盼
望。」（提摩太前書4:8）

康體事工曾舉辦行山活動，包括行夜山及港島徑
一至二段郊外行，並參與由綠色力量舉辦之「綠
色力量環島行」。

讓我們同心實踐宣教的雙重使命，領人歸主的 
「福音使命」及社會關懷的「文化使命」兩者互
相配搭，使福音傳遍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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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urch Scene
Three people from church were having a discussion. 
The pastor commented, “Please pray for me. I have 
several families to visit this week, a funeral, and a 
sermon to prepare for and I need to feed these people 
with excellent teaching from God’s word. My work is 
VERY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his church.” 

The deacon responded, “Please pray for me, after a 
very busy week and a lot of stress at work, I have 
to arrive at church very early every Sunday to set 
up chairs, put out Bibles, and get the place ready 
for all the people to arrive. If things were not set up 
well, no one would come to this church to hear your 
sermons. My work is VERY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his church.” 

Then the secretary said, “Please pray for me, I have 
to organize all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urch and get 
people to volunteer to help with the nursery,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adult sunday school, organizing our 
church retreat, preparing the bulletin each week, 
answering phone calls, counting the offering and 
taking it to the bank. If I were not doing these things, 
pastor, you would not get paid, we could not pay the 
rent, people would not come to church. My work is 
VERY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his church.”

I wonder, which one of these is the greatest and doe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v. 1 Matt says the disciples asked a similar question. 
But Mark and Luke tell us they were actually arguing. 
Mk 9:33 gives us some helpful background. They 
had returned from up north to the city of Capernaum. 
This is where Peter lived. When Mark says, “he 
was in the house” it is most likely in Peter’s house. 
Jesus asks them, what were you arguing about on 
the road? And so we know this was not an innocent 
question of curiosity, but a seriously debated point 
with disagreement.

Maturity Like a Child
Key Theme: Think like a child, behave like a saint

Matthew 18:1-35
Rev Steve Torgenson

Who, then, is the greatest of the disciples? Clearly, 
from these three events, there was beginning to 
emerge a hierarchy of which disciple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thers. And so the argument about 
the greatest was genuine, intense, and personal.

Today, we still find this kind of discussion in our 
churches, schools, the work place, and in our 
homes. We still are arguing for status, privileges, 
influence, and positions of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we try to solve some of these problems by giving 
titles to people. The greatest or most spiritual people 
are called Rev. Next in line is the Bible woman or 
preacher, then the deacons, teachers, ushers, and so 
on. Truthfully, titles can be helpful. Jesus was called 
Rabbi, teacher, master, lord, Messiah, Son of Man, 
Son of God, etc. Titles are not necessarily wrong or 
to be avoided. Titles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is 
not “What is your title? ”, but, “What is God looking at 
when He assesses our life?”

KCC is now 25 years old. If we were like the disciples, 
maybe we would be asking, “Who is the greatest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KCC?” But Jesus says, there 
is a better question to ask. Do not ask about who is 
#1, and who is #2, etc. This kind of question leads 
to competition and comparison. It leads to pride and 
privileges. People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who 
is #1 and #2 and so on are rewarded on earth with 
their possessions, perks, comfort, fame and ease. 
Be careful about trying to see who is blessed or not 
blessed in this world. That is not really an important 
question at all. 

So, what kind of question 
does Jesus say we should be 
asking?
A Better Question: How do I become 
great/rewarded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Or, what 
pleases God the Father the most?

Jesus’ response is SHOCKING. He does not TELL 
them the answer, he SHOWS them the answer. He 
calls to one of Peter’s children to come near him, then 
says,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what I am telling you. #1 
– UNLESS YOU CHANGE, and become like children, 
you will NEVER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2 – WHOEVER HUMBLES HIMSELF like this child 
is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18:3-4)

We are told, the Key Requests to make 
from God are: 
1. Help me to change
2. Show me the way to become humble

After Jesus has Peter’s young child stand in their 
midst, he says, if you are to change and become like 
a child, I will explain what that means in adult words. 

But first, let me explain what this DOES NOT mean. 
It does not mean the most mature Christian is to 
be innocent, simple, childish, naïve, immature. The 
disciples’ debate was about rank, authority, position. 
The child has NONE OF THESE. A ten year old is not 
arguing about their rank in society or their authority. 
That is not their concern. Second, “humbling 
yourself” is a willful, mature decision with serious and 
uncomfortable consequences. 

A child in Jesus’ day could not do what they wanted, 
go where they wanted, say what they wanted. In a 
similar way, the Christian must be willing to choose 
to humble themselves and not demand adult rights or 
privileges, if they are to become mature, and great in 
God’s kingdom.

In all that follows of Matt 18: 5-35, think in terms of 
the need for us to change in the way we relate to 
people and in the need for us to be humble people 
ourselves. Humble people act and think differently. 
In Jesus’ words, the mature Christian is to be like a 
child!

vv. 5-6 The “child” Jesus now talking about is NOT 
the young boy standing in their midst. Rather the 
“child” i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Jesus.  We must ask 
ourselves, “Is there anything in my behavior or my 
words that is harmful to one of ‘these children?’ Are 
there things that I do or say that would lead a disciple 
of Christ to disobey God and sin?” It would be best to 
have a massive stone tied to that person’s neck and 
tossed into the ocean. 

vv. 7-9 What about choices you make as a disciple, 
as one of these children? Think carefully about how 
society influences you and twists your sense of what 

Setting the stage
Before this discussion on the road, we need to 
remember a few important experiences that had 
recently occurred. 

1. One evening, deep in the night, following the 
feeding of the 5,000, Jesus had sent the disciples 
in a boat to cross the lake. A threatening storm 
came up and they were in danger. Suddenly 
Jesus appeared, walking on the water. He singled 
out Peter and called him to step out of the boat 
and walk to him. 

2. Not long after that, following many miracles and 
teachings, and growing confrontation from the 
Pharisees, Jesus asked his disciples who he truly 
was. Peter gave his famous answer,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Matt. 16:16). 
Peter was honored above all the other disciples 
for his answer. But soon after that, Jesus rebuked 
Peter and called him Satan and a stumbling block. 
Peter had lost some stature!

3. The third incident was when Jesus took only Peter, 
James and John up a high mountain and there, 
only those three saw Jesus transfigured into a 
blazing light. Moses and Elijah also appeared, 
and they all heard the voice of God. While these 
three were having this indescribable experience, 
the other nine were miserably failing to deliver a 
child from a 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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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society that are accepted, yet are sinful. It is better 
that you take strict, desperate, personal measures to 
safeguard your behavior, than to risk being rejected 
by God.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You must be 
strict to protect yourself.

vv. 10-14 You are not defenseless or a victim to 
the world. God is always there, his angels watch 
over us, to see that we are brought safely back if we 
wander off. You are not alone. The great shepherd is 
watching out for you and knows you need protection. 
Call on Him and ask Him for wisdom, for the ability to 
change, for the willingness to humble yourself.

vv. 15-20 If your brother from church sins against 
you, go and talk to him. This will take courage on 
your part, yet you must do this like a child, without 
demanding your rights. You must do this humbly. At 
the same time, the brother being confronted, must 
respond like a child as well, not with anger at being 
accused and feeling insulted. He too, must respond 
humbly, embracing where he was in error. The goal 
is for forgiveness and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Unless you change and humble yourselves, there 
will constantly be feelings of anger, injustice, feeling 
disrespected, distrust and resentment. Within the 
church, we must behave differently toward one 
another, like a child, not seeking our rights or rank. 

vv. 21-22 When someone is careless and indifferent 
and repeatedly hurts us and sins against us, is there 
a limit to how often we should forgive them? Peter 
asks, wouldn’t seven times be a very generous 
number of times to forgive someone? In a sense, 
Jesus agrees but he says do not limit or count how 
many times you have forgiven a person, but forgive 
them an ENDLESS NUMBER OF TIMES! 

REFLECTION
By this time, all the disciples must surely think, living 
in this way, thinking about myself as a child and 
treating others gently and carefully as if they were a 
child, and deliberately humbling myself, knowing that 
other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me, will make my life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me. This is a hard teaching. 
How can any group of people truly treat one another 
in this way? Can even a Christian husband and wife 

treat one another with such kindness and humility? 

vv. 23-35 Jesus closes out this discussion with a 
ridiculous story, to make his point. The discussion 
started about how we should rank importa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He warned us, we will NEVER 
EVEN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1) unless we 
change and become like children, and 2) we humble 
ourselves like a child. 

Finally, Jesus says, here is the real truth of the matter 
as he tells this story . . . 

A privileged and trusted servant of the king’s assets 
gradually, incredibly borrowed a massive amount of 
money from the king’s treasury. 

Let’s imagine this steward is your friend and he has 
borrowed money from you. He asks for a loan. He is 
not asking you to invest in something with him. If an 
investment, you would grant i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you may lose it all. You hope for but you do not 
demand a return. 

But this money is a loan. A loan is different. You 
expect it to be returned and so the terms are 
different. Suppose it is HK$100. No big deal. What 
about HK$1,000. Still not such a great risk. If it is 
HK$10,000, then it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but if not 
returned, it would not be terribly harmful to you. At 
HK$100,000 now we are getting serious. But this loan 
is actually more. So if it was HK$1,000,000 this would 
be a very big deal. However, in Jesus’ story, in order 
for Jesus to make his point clear, the steward has 
borrowed much more than HK$10,000,000, and has 
SPENT IT ALL! All of this has been used up. 

The king demands the servant, his wife and all his 
children be sold as slaves in payment of this enormous 
debt and so that the man will never borrow again. 

Faced with this crisis, the man falls on his knees, 
begging the king to have MERCY on him and give 
him time to repay the debt. Out of pity, to everyone’s 
shock, the king is willing to FORGIVE the man ALL 
this debt. Such grace, mercy, kindness is unheard of.

Questions: 
Who is the king in the story?
Who is the servant with the great debt?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learn from this story, so 
far? You and I can hardly understand or appreciate 
the tremendous debt that God offers to forgive us. 
Our debt of sin, of disobedience, of selfishness, of 
coveting, of complaining and grumbling, of jealousy, 
of anger and bitterness, of ungratefulness, of 
withholding love from others, becomes a massive, 
massive debt of sin that grows every day against 
God, as well as against others. When Jesus grants us 
forgiveness, it is a tremendous debt that he removes 
from our lives. 

Well, what should our response be? In Jesus’ story, 
the servant who was forgiven left the king’s presence 
and found a man who owed him HK$50 and started 
to beat him if he didn’t repay it immediately. The other 
man begged him for some time, but the servant had 
him tossed in prison until he paid it back! 

When we hear this story, we are in shock that the 
servant could be so incredibly ungrateful! Why 
couldn’t he forgive such a trivial debt. Why couldn’t 
he say, “Yes, you owe me this, but I will forgive you. 
Go in peace my friend!”? 

Well, when the king heard about how the servant 
treated others, and his incredible LACK OF MERCY, 
he was arrested and tortured! And we would think, 
this served him right! How could this man be so 
hypocritical, so ungrateful, so demanding, so selfish, 
so cruel?! 

But remember, who is the servant with the great 
debt? It is me and it is this church. 

Jesus concludes this discussion about who will enter 
and who will be grea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saying, 
“This is how my heavenly Father will treat each of you 
(Peter, James, John, Andrew, Matthew, Bartholomew, 
Philip, etc.) unless you forgive your brother from your 
heart” (18:35). 

Summary
We need to have the image of a child in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about ourselves as Christians. That 
child needs to be me. I need to change, and not 
demand my position and rank or think that I deserve 
payback here, in HK, in this life. I must not live for 
status or privileges. And, in view of ALL that the King 
has forgiven me, I will willingly forgive others, and not 
count how many times I have forgiven them. 

Jesus also taught me to pray, “forgive me in the same 
way I forgive others” (Matt 6:12).

KCC is celebrating its 25th anniversary. This theme 
of 泉恩有祢 (Flowing Grace is Because of YOU) 
highlights how wildly generous God’s grace is to 
people so undeserving of forgiveness.

This week, as you meet and see people, ask God to 
give you a child-like spirit so that you will be generous 
in forgiving others again and again, as you remember 
how much he has forgiven you. 

In the letter to the church at Colosse, Paul writes, “Bear 
with each other and forgive WHATEVER grievances 
you may have against one another. Forgive, as the 
Lord forgave you” (Col. 3:13).

Let’s pray for one another that we can change and 
will be able to “humble ourselves” like a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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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裡有三個人在討論，作牧師的先說：「請
為我祈禱，今個星期我要去探訪幾個家庭，要處
理一個安息禮拜，需要預備一個講道，你們應會
知道，教會中的會眾是極需要神話語的教導。我
的工作對於這個教會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

作執事的跟著說：「請為我祈禱。在整個星期忙
碌又壓力大的工作後，每個星期日我都需要一早
回到教會，擺好座位，放好聖經，把地方整理
好，讓人到來敬拜。若沒有這些準備，就沒有人
回來聽你講道。所以我的工作對於這個教會的成
長是十分重要的」。

跟著作教會秘書的說：「請為我祈禱。教會所有
活動都需要我來安排，嬰兒部、兒童主日學和成
人主日學的事奉人員都需要我來安排，我又要籌
劃教會的退修營，又要做每主日的程序表，又要
聽電話，又要數奉獻，又要把奉獻存入銀行。牧
師，若我不能做妥這些事情，你就收不到人工，
我們就不能交租，人們就不能到教會來了。所以
我的工作對於這個教會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

我在想，這三個人當中，誰是最大的呢？又誰在
做最重要的工作呢？

在太18:1，門徒也在問一個相似的問題，但馬
可和路加卻詳細交代門徒其實是在爭論。可9:33
告訴我們一些有用的背景資料，門徒那時剛從北
部回到迦百農來，迦百農是彼得的家鄉。當馬可
說到「耶穌在屋裡」，很大可能他是在彼得的家
裡。耶穌問他們：「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
」，從這點我們可以知道門徒的問題並不是因為
好奇，相反是源自他們一個激烈而沒有共識的辯
論。

誰是最大的呢？
在這辯論之前，曾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現在讓
我們重溫一下。

（一）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後，在黃昏時分耶穌
把門徒安排到船上去，囑咐他們渡過海到
另一邊。一個駭人的風浪臨到令門徒困在
危難當中，此時耶穌突然出現在水上行
走，在眾人當中祂獨叫彼得從船上下到海
去，走到祂那裡。

（二）此事之後，耶穌行了很多神蹟，也說了很
多教訓，跟法利賽人的矛盾也日益加增。
耶穌就問祂的門徒知否祂是誰，彼得就
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太
16:16）。彼得因為這答案，在門徒面前
得到耶穌的稱讚。但不久之後耶穌就斥責
彼得，稱他是撒但，是絆腳的，彼得也就
失去了一些尊榮。

成熟像小孩
主題：思想像小孩，行為像聖徒

 
經文：太18:1-35

講員：陶更生牧師     翻譯：莫家鋕

（三）第三件事是耶穌獨自帶了彼得、雅各和約
翰上了一座高山，在那裡只有這三個門徒
目睹耶穌變像。摩西和以利亞也出現在他
們面前，他們又聽見神的聲音。當這三個
門徒有此奇特經驗時，其餘的九個門徒卻
在山下，沒有能力趕出附在一個小孩身上
的污鬼。

究竟那個門徒是最大的呢？很明顯從這三件事件
看來，門徒中間已出現一個「級別」情況，就是
有些門徒比其他門徒重要，所以門徒爭論誰是
大，的確是真實、激烈，又切身的。

同樣的爭論，在今天的教會、學校、公司，甚至
在我們的家中都出現。我們仍然為著地位、特
權、影響力、權力在爭論。在教會，我們利用職
銜來解決一些爭議，最大最屬靈的叫牧師，跟著
是傳道人，然後是執事、教師、招待等。職銜確
實有其用處。耶穌也被稱為拉比、教師、主、主
人、彌賽亞、人子、神子等。職銜可以幫助我們
釐定責任，我們不需要放棄或迴避職銜。不過我
們的職銜不是最重要的，反而上帝用什麼來評核
我們的一生才是最重要。

康泉堂今天25歲了。若我們像耶穌的門徒，我們
或許會問：「在康泉堂歷史中，誰是最重要呢？
」不過耶穌告訴我們，這問題不是最恰當的，不
要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個問題只會帶來競
爭和比較，驕傲和特權。那些關心誰是第一第二
的人，或許會在地上得到財產、金錢、安慰、名
譽和舒適。但要當心，不要單看誰在今世得到祝
福，因為這根本不重要。

那耶穌要我們問什麼問題呢？
要問：我如何可以在天國得到獎賞，又或，我如
何討天父更多的喜悅？

耶穌的答案是令人震驚的，祂沒有把答案直接告
訴我們，而是把答案表明出來。耶穌叫一個小孩
子來，讓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第一，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像小孩子一樣，
絕不能進天國。第二，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
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所以耶穌告訴我們，當求上帝教我們
如何改變，並教我們要如何謙卑。
耶穌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回轉，變成像小孩子一
樣，這是什麼意思呢？讓我嘗試用成人的話語解
釋一下。首先，讓我先告訴大家，什麼不是耶穌
的意思。成熟的信徒不是要無知、簡單、幼稚、
天真。門徒爭論的是地位、權力、排名先後。小
孩沒有這些，一個10歲的小孩不會爭論他在社會
上的地位和權利，這不是他所關心的。第二，謙
卑自己是一個有意識和成熟的決定，而且附有沉
重和令人不適的代價。

在耶穌時代，作小孩子的不能隨便做什麼、說什
麼或到哪裡去。同樣地，信徒若要成熟，在天國
裡為大，也必須願意謙卑自己，不去求權利和特
權。

根據太18:5-35，我們可以想想，在與人的關
係上有什麼需要改變和需要謙卑的呢。謙卑的人
思想和行為，都會與其他人有分別。套用耶穌的
話，一個成熟的信徒就是要像小孩。

18:5-6：耶穌所說的小孩，不是站在他們中的
那一個，而是祂的門徒。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
會否有些行為或說話令到這些「小孩」受傷害
呢？我們會否有些行為或說話導致耶穌的門徒犯
罪和叛逆神呢？若是有，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
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

18:7-9：想想作為門徒，作為「小孩」中的一
個，我們是跟著什麼來作抉擇的。細心想想這個
社會是如何影響著我們，和扭曲我們對與錯的判
斷。有不少做法是社會所接納的，但卻是有罪
的。與其最終被神拒絕，你最好還是採取堅決和
迫切的個人措施去保守自己的行為。你必須嚴謹
的保守自己，以免行差踏錯將來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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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14：在世界上我們不是無法自保或只是
受害者。神常與我們同在，祂的使者也常看守著
我們，在我們偏行時把我們帶回到正軌上，所以
你不是孤單的，那大牧者時刻看顧著你並知道你
需要保護。我們可以隨時呼求神，求祂賜智慧、
改變的能力，並願意謙卑自己的心。

18:15-20：若有教會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找
他並跟他說話。這是需要勇氣的。不過你必須像
小孩去行出這一步，就是不要求自己的權利，你
必須謙卑地行。同時間，被斥責的弟兄也必須像
小孩地回應，不應因為被指控就憤怒，覺得被侮
辱，他也必須謙卑地回應，認真地反省自己在哪
裡犯了錯。這樣做的目的是求寬恕、重得合一和
復和。

除非你改變並謙卑自己，否則只會不斷感到憤
怒、不公平、不被尊重、不被信任和不滿。在教
會裡，我們需要不一樣的彼此對待，要像小孩
般，不求自己的權利和地位。

18:21-22：當有人表現冒失、漠不關心，或持
續地傷害我們、得罪我們，究竟要饒恕他多少次
呢？彼得問：七次會否已是寬容的極限？在某程
度上，耶穌是同意的，但也隨即叫我們不應定下
饒恕別人的限度，而要無止境的去饒恕他人。

反省
在這時候，所有門徒一定會想，這種生活取態，
就是當自己是小孩、溫柔又細心地對待他人、明
知對方會佔自己便宜也刻意地去謙卑自己等等，
會不會虧待自己呢？這實在是一個不容易實踐的
教導。究竟有沒有人能如此互相對待呢？就算是
信主的夫婦，也未必能以仁慈和謙和互相對待
呢！

18:23-35：耶穌在結束討論時說了一個不可思
議的故事來表達祂的要點。這討論是基於在教會

裡應如何界定地位和重要性而產生的。耶穌警告
我們，除非我們（一）回轉，變成像小孩一樣，
（二） 謙卑自己像小孩，就不能進天國裡去。耶
穌最後藉以下的故事，說出了這個真理。

一個被王所信任又重用的僕人多次從王的銀庫借
款，累積了一筆巨債。我們試想想這個僕人是你
的朋友，他不是叫你跟他一起參與投資。若是投
資，你會明白是可能有虧損的。雖然你希望有回
報，但也不會認為回報是必然的。但現在這筆款
項是一個借貸，借貸就不同了，你會期望有償還
的，所以條件也不同。倘若借的是$100，那不
算什麼。若是$1,000呢？那還可以接受。若是
$10,000呢？那就開始嚴重了，不過若對方不償
還，虧損還可以接受的。若是$100,000就嚴峻
了。但其實他借的貸遠遠大得多。$1,000,000對
我們大多數人已是大銀碼了吧，但在耶穌說的故
事中，這僕人是借了超過$10,000,000，而且全
花光了！王為叫這僕人從今不能再作借貸，就下
令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賣了
來償還。

面對這危機，僕人就俯伏向王叩頭，求王寬容
他，給他時間來償還所欠的。王出於慈心竟免了
他全部的債，這實在叫人摸不著頭腦，這樣的恩
典、寬容和仁慈，實在從未見過。

故事中誰是那王？
誰是欠下巨債的僕人？
到現在我們從這故事學了什麼？

你和我永遠不會明白為何上帝會願意寬恕我們所
欠祂的巨債。我們因為不順服、自私、貪婪、抱
怨、嫉妒、惱怒、怨恨、不感恩、不愛別人等的
罪，欠下了神又欠下了人一筆巨債，而且每天都
在加增。當耶穌給予赦免時，祂是從我們的生命
上抹去了這筆巨債。那我們當如何回應呢？在耶
穌說的故事裡，這被免債的僕人從王的面前退

下，找到一個欠下他$50的同伴，就揪著他，扼
住他的喉嚨，要他把所欠的都立刻償還。他的同
伴就俯伏央求他，但這僕人卻不肯，並把他下在
監裏，直到他還了所欠的債。

當我們聽這故事時，我們會因為這僕人的不懂感
恩而震驚，他為何不願意免去他同伴的債呢？他
為何不說：「你所欠我的，不用償還了，平平安
安的去吧」？

當王聽見這僕人所作的，竟然可以如此的沒有慈
心，就把他捉去受刑。我們會想，這是他活該
的。這個人竟然可以這樣的虛偽、不懂感恩、自
私和殘忍！

但請緊記，誰是欠下巨債的僕人？其實是我，是
這教會中的每一個。

在總結「誰能進天國，誰在天國裡最大」的爭論
時，耶穌說：你們各人（彼得、雅各、約翰、安
德烈、馬太、巴多羅買、腓力等等）若不從心
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太
18:35）。

總結
當我們知道自己是主的門徒時，我們需要在思想
上有小孩的樣式，我需要像這小孩，我需要改
變，不再堅持我的地位，或認為在這世上需要得
到回報。我不應為身份和地位而生活。而且因為
作王的上帝已寬恕了我，我也要願意饒恕別人，
而且不去計較饒恕的次數。

耶穌並教導我們該如何禱告：「免我們的債，如
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太6:12）。

今天康泉堂慶賀成立25周年，主題「泉恩有祢」
的重點就是強調上帝對待我們這群不配得寬恕的
人有無限的、豐盛的恩典。

這星期當你碰見別人時，求神給你一個孩童的心
靈，讓你可以一再寬容地去饒恕別人，並緊記祂
是如何寬恕了你。

在寫給歌羅西教會的書信裡，使徒保羅說：「總
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3:13）

讓我們也互相代求，求神叫我們能回轉，並能夠
像小孩般去謙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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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康山主恩廿五載
盡心泉力事主勝往年

相信天父的恩典繼續與康泉堂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更相信大家會

竭力盡心去服事主!

陳秋容 賀
（作者曾任康泉堂助理傳道，現為浸信會愛群道

呂郭碧鳳幼稚園宗教主任。）

康泉成立廿五年，
與我同行十六年，
不同牧者殷勤栽，
能作主僕自今年。

郭偉傑 賀
（作者曾於康泉堂實習，現為信望愛福音會旺角堂傳道。）

康泉燭光照萬家，
信徒關愛暖萬心。
耶穌十架救萬民，
上帝恩典感萬分。

祝康泉堂25歲生日快樂!

大衛組 賀

康泉廿五齊讚頌，
頌揚上主天恩載，
載載恩典救世人，
人人蒙福頌主恩。

加百列組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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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恩賜，以愛凝聚 
明珊善於發掘和肯定弟兄姊妹的長處。她不會一
味要求別人事奉，而是幫助他們認識自己，予以
提攜和建立，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恩賜。敬拜事
工方面，她透過訓練和生活相交，凝聚一群音樂
事奉的弟兄姊妹。

「在音樂上，明珊給我適切的意見，鼓勵和栽培
我。」

「記得當年我參與歌詠團事奉，但從未受過聖樂
和聲樂訓練，於是到師母家中上了幾課歌唱速成
班。雖然只從她學到一兩成功夫，但對日後事奉
大有裨益。」

「2004年暑假中的一天，明珊接待我到她家中詳
談。我們一起去買點心作午餐，她親自為我沖泡
奶茶。當時我在兒童崇拜的事奉缺乏信心，她鼓
勵我。我們談信仰、感情、事奉、工作……」

「我第一次在崇拜司琴，是明珊邀請我的。每逢
她負責領會、我負責司琴的主日，她總會與我相
約，一起乘搭的士返教會，讓我感到大家是同心
事奉。我第一次為婚禮司琴，也是她邀請我的；
記得當我彈進場曲時，她坐在我身旁，給我提
示，讓我感受到她的支持。」

「記得當年我在師母鼓勵下，報讀音樂理論課程
以裝備自己。由於要在夜晚上課，感到比較吃
力；期間師母不斷鼓勵我，我最終完成課程，以
指揮身份帶領了歌詠團一段時間。在領會事奉方
面，我也是在她一步一步的鼓勵下裝備好自己，
在2005年11月開始在崇拜中領會。感謝師母！」

「明珊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事奉啟蒙者。她帶領
大專生命小組，後來栽培我成為組長。及後她留
意到少年組開始人多，男組長難於兼顧女組員，
於是建議把我借調去當副組長。也因為這樣，她
造就了我和組長的配搭，而他更成為我現在的丈
夫。另外，她也栽培我在領會方面的事奉，鼓勵
我入神學院裝備聖樂，更教我聲樂。」

重視家庭，身體力行
明珊重視婚姻、熱愛家庭，默默地支持丈夫在教
會為主作工，並甘願承受風險懷孕並生下兒子，
付出無限的愛去培育他成長。她亦一心於家庭事
工中事奉，尤其關心弟兄姊妹的戀愛和婚姻。

「明珊教導我兩性相處之道，叫我獲益良多。」

「師母較外向，牧師較內斂，是絕佳配搭。在我
們心中，她和牧師永遠也是對模範夫婦，是一位
偉大的妻子、偉大的母親，又是關心我們的好姊
姊。」

「她一口答應在我婚禮上擔任主席，並在婚禮各
項事情上，給予提點。有一次，正在與她一起揀
選婚禮詩歌，她說：『好像要嫁妹一樣啊。』明
珊，謝謝你這樣看待我！」

「結婚初期，面對生活的適應，明珊給我很多鼓
勵及提醒。婆媳關係，她鼓勵我接受奶奶的意
見，避免帶有評價的說話。夫妻相處之道，她提
醒我要相敬如賓，保持禮貌，不要囉嗦，丈夫不
需要多一位母親。我當了母親後，她提醒我要給
予孩子空間成長，不要安排過多活動，建立了我
的育兒方向。」

生命影響生命，留下佳美腳蹤
明珊鼓勵弟兄姊妹成長，卻不會強人所難，而是
按他們的需要和步伐，謙卑的服事，預備空間與
他們同行，同嚐生命中的種種，與弟兄姊妹一同
實踐信仰。

「明珊熱誠、包容、坦率，願更多生命像她。」

「師母順服天父帶領的榜樣，感染和鼓勵我不斷
追求生命成長。」

「明珊有屬靈的觸覺，態度謙遜，有親和力，對
群體具有很深的影響力。」

「明珊給我最大的影響，就是盡量活出真正的自
己。她溫柔、慈祥。永遠懷念她。」

「明珊於我是亦師亦友，教導我如何在信仰的基
礎上扎根。她是我永遠懷念的屬靈成長和生命導
師，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痕跡。」

「她的聲線、面龐、笑容、堅持、毅力，到了今
天我還念念不忘。此刻仍未能忘懷我這位親愛的
人－師母，明珊，永遠掛念和尊敬妳！」

「明珊，你在教會暈倒送院的那個主日，正是我
們相約傾談的日子。一切就留待他日在天家相見
時再談。在康泉堂能夠認識你，是一件感恩的美
事。」

「明珊待人謙卑親切，自然地流露她的關懷。記
得十多年前媽媽剛做完腸癌手術，她與牧師來探

望。雖然明珊跟我媽媽並不認識，但是卻幫她按
摩穴位。爸媽非常感激，至今仍經常提起。」

「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如何忠心事主、愛主
愛人的好榜樣。直至生命的終結，她就是如此無
私地獻上她所有，沒有留下一分給自己。生命雖
然短暫，但師母所留下來的愛和模範仍長留我們
心裡。」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她打電話來我家，當時我
對她一點印象也沒有。她溫柔的自我介紹和問候
我的近況，我們一同禱告，而且我重新決志。感
謝上帝之餘，明珊，謝謝你!	 我的生命得到更新
改變，全因為你的來電。」

「對我來說，師母是天父委派來的農夫。成長八
課、適時的指導、鼓勵我成為組長、我軟弱離家
時給我寫信等等，是她在我身上播的種。我的反
省、回家、從上帝得力繼續生活，是她在地上看
不見的收成。她沒有給人帶來遺憾，反而讓人知
道，為上帝作的工，祂必成就。」

「明珊是我的啓蒙者、朋友、姐姐、導師，也像
母親一樣。她會將我擁抱入懷，同哀同哭。她引
導我事奉上的心思意念，領我走到上帝的身邊，
也會對我直斥其非。在她家中學唱歌的那些日
子，吃著她的簡單餸菜，看著她對音樂的熱愛，
聽著她細說理想和許多事情；一切種種，於我就
像是發生在昨天那樣深刻難忘。」

結語
在康泉堂25周年的日子，明珊師母已離開我們差
不多九年了；但在不少弟兄姊妹和我的心中，她
仍然活著，好像寶貴的泉源，在我們生命中注入
力量。深信過往合乎上帝美意的栽種，今天仍會
開花結果；當年她用愛心所留下的佳美腳蹤，今
天仍會在我們的生命中一直延續下去。

祝願康泉堂有更多「生命影響生命」的關係，大
家互相鼓勵，學習以上帝的愛，與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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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康泉家，是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和丈夫都是學生時代信主，在各自的教會成長
和學習事奉；婚後有幾年時間，曾嘗試不同宗派
和模式的教會，祈求上帝為我們預備一個屬靈的
家。1994年開始，我們一家三口來到康泉堂參加
聚會。2008年12月，我和丈夫轉會加入康泉堂
這大家庭。

這裡規模不大，未有宏偉的會堂、一流的音響和
設施，也未有強大的組織、雄厚的資源、聲名顯
赫的講員、會眾魚貫入場的氣派。

但是，感恩在這裡，有願意了解我們家庭需要的
牧者和弟兄姊妹，讓我們感受到一份接納和信任
感。尤其在工作忙碌、身心疲累、兒子年幼多
病、家中長者需要照顧的那些日子，康泉家讓我
們有空間休息，調較自己的心靈狀況，學習在繁
忙的生活節奏中，體會上帝的恩典。

感恩在這裡，人與人之間較易彼此認識，氣氛親
和。我和丈夫可以漸漸地投入這個群體，跟不同
性格、有著不同故事的弟兄姊妹建立關係，分享
生活和信仰的體會，學習互相接納和欣賞，彼此
支持和鼓勵。

感恩在這裡，可以參與豐富的小組生活，一同學
習在查經中彼此造就，詩歌分享中敬拜上帝，禱
告中互相記念，退修中安靜聆聽上主，相交中彼
此認識、分享分擔。感恩可以一點一滴地把信任
和接納感凝聚起來，延伸到彼此的家庭、朋友、
同事中去，讓生命的交流擴展，信仰與生活貼
近。

感恩在這裡，可以結識心靈摯友，分享心中的價
值、掙扎、嚮往和夢想。身處低谷和逆境、感到
傷痛和孤單時，能經歷同路人的可貴，互相守望
扶持。不是說人生中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是可
以在彼此接待中，經歷聆聽、接納和寬恕，有多
一點力量面對自己和親近上帝，行前面的路。

感恩在這裡，有熱心服事兒童和少年人的牧者和
弟兄姊妹，讓我兒子在年少時，有機會接觸上帝
的話語、思考信仰、學習服事。深信這一切，將
成為他人生路上寶貴的資產。

感恩在這裡，有細心服事長者的牧者和弟兄姊
妹，讓我媽媽的靈命得到牧養，透過小組活動、
查經班、短宣等，學習成長，享受豐富的肢體生
活；也讓我的老爺有機會在晚年確認信主，受洗
加入教會，離世前向人見證主所賜的平安，成為
子孫的祝福。康泉堂實在服事了我們一家。

感恩在這裡，弟兄姊妹樂意接待不同信仰、年齡
和背景的人，藉不同形式的活動和場合，透過多
元化接觸，將福音的種子散播。我認識的親友和
同事中，不少都是在康泉家的慶典、聖誕聚會、
旅行、小組活動、心靈茶座、音樂佈道會等場合
中，第一次踏足教會或參與教會活動，與信徒交
流生命，感受信徒的生活，認識基督信仰。

感恩在這裡，上帝透過不同的情境和故事、講台
信息、詩歌敬拜、肢體同行、牧者的生命感染力
等，滋潤和更新我的心靈，讓我在靈程路上，在
跌跌踫踫之中，更多認識自己心靈的貧乏和渴
望，學習信任上帝，聆聽祂的聲音，真誠與祂對
話，經歷祂的引導、醫治和寬恕，體會救恩的寶
貴。

感恩在這裡，可以嚐到群體一同前行的甜酸苦
辣、喜怒哀樂。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支離破碎
的生命可以連繫和相交，全是上帝的恩典和憐
憫。在同行之中，上帝叫我學習尊重每個生命的
獨特性，讓自己和別人有空間經歷屬於自己的靈
程，體會上帝的美善和能力。或許旅程有時又崎
嶇又艱鉅，有很多次黎明，也有很多黑夜，但感
謝上帝仍掌權，同路人仍不離不棄。

感恩在這裡，我由初為人母，到踏入人生下半
場，經歷不同階段，有很多學習。	康泉堂的人和
事，經歷不少變化。然而，主的信實和慈愛沒有
改變。感恩！

感恩在這裡
王蘇育明

2005年復活節是我人生最傷痛和迷失的時候。感
謝神！祂及時引領我進入康泉堂，讓我得到牧者
的牧養、弟兄姊妹的陪伴。我也就此留下來，並
在5月信仰探討班上決志讓神掌管生命，其後加
入小組及開始參與事奉，在2007年9月受浸成為
康泉堂的會友。

感謝神！至今九年的日子，教會群體的歷程也成
為我的歷程。神讓我在當中學習成長。一切都是
美好的。

感恩！神讓我經歷康泉家裡弟兄姊妹的接納和包
容、在小組裡肢體的細心照顧。大家彼此關懷、
分擔困難、分享喜樂；互相建立、守望、同行。

感恩！牧者在講台上的訊息，藉著神的話語，一
步一步將我領回來，拉近我和神的距離，幫助我
明白祂的心意。主席帶領的敬拜，藉詩歌叫我讚
美創造主的偉大，記念主的恩典和眷顧。

2011年教會經歷人事變動，心中有難過和尋問的
時候。感恩！神再次在困境中出手把我拉回來。
在2012年6月教會的一次靈修課堂及其後兩次的
退修中，神引領我的心，安慰和鼓勵我，讓我在
祂的提醒和擁抱中回轉過來。無論環境如何改
變，神讓我明白，我所跟隨的是祂，並學習在眾
說紛紜中聆聽神的聲音，緊守崗位，投入事奉。

感恩！牧者和弟兄姊妹的安慰和支持，幫助我重
新站起來。在群體前行和彼此相扶中，神讓我有
更深的體會。祂教導我活出真我的重要，學習誠
實面對自己真正的內心世界，經歷主的拯救和自
己生命改變，願意全心全意去事奉，不是依照別
人的期望，而是聆聽和跟隨祂的心意，活好自己
的份。

感恩！往後教會舉辦聖經課堂、佈道會、短
宣、soul café、25周年堂慶……等等，我都有機
會參與其中，享受神為我預備豐富的筵席，與不
同弟兄姊妹相交及配搭，在主裡成長。

感恩！神清楚我的狀況，在屬世環境中安排了心
靈伙伴與我同行，經歷喜樂同樂、哀哭同哭的人
生路，體會雨後彩虹，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今年是2014年，康泉家本年主題是：陶造生命，
迎向復興。家裡經歷25年，當中的離與合、苦
與甜、拆毀與建立，神都在掌權。祂一直坐著為
王。深信神的教導和恩典，會藉著我們每一個，
順著主的心意延展開去。主必與我們同行，阿
們！

重新的我
宋美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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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泉堂，在我人生裡有著重大的意義。

2001年，是我第一次接觸康泉堂。當時人生正陷
於低谷，我在康泉堂靜靜地崇拜了三個月，然後
正式回應要跟隨主。

這是一個轉捩點。

在這家裡，我得到牧者及弟兄姊妹們的關愛，這
愛托住我渡過每一個難關。雖然我仍是覺得人生
是充滿苦澀，但我卻有勇氣有盼望地去面對一切
困難。在這裡，我學會如何祈禱、如何靈修，這
都是我的屬靈父母一步一步的教導和帶領。當我
懂得與神對話，也親身體會到神的旨意及感受到
神的回應，我願意順服地面對我的人生。我的屬
靈父母仍不斷在旁支持我、看顧我，使我不致於
失腳跌倒。

2009年末，在一次靈修中，一句「神會用妳」令
自己願意承擔作組長的角色，去牧養小組之弟兄
姊妹。在這家被牧養多時，是時候開始學習牧養
了。

2010年初，曾在課堂中得到神的指引，於是再思
想我的人生下半場。連續四個月，神都在課堂、
崇拜講道、敬拜詩歌、弟兄見證中，不約而同向
我發放相同的訊息︰離開安舒的工作，為主作
工。可是，如何將生命獻上，為主作工呢？毅然
辭退工作後，仍未有清晰的指引。奇妙的是，康
泉堂就在五月份聘請行政同工，於是我願意獻上
所有時間，為我的家去事奉。

這是另一個轉捩點。

在工作上，時有事與願違的事情。自問不擅於與
人溝通，有時也怕「相見好、同住難」。但感謝
主！聖靈常提醒自己︰在教會中，信徒互為肢
體，無分大小，都有其用處；各盡其職，在主的
愛中建立，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康泉家，悉心地把我這小不點孕育，使我豐足；
如今，我願意為主獻上，打點家裡的事務。這不
是因為報恩，也不是因為我偉大，是神的憐愛。

回想這三年，神仍在陶造我。一直以為，擔任一
個組長的角色，已是我的極限。可是神用祂的方
法，帶領我在工作上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及
新朋友，使我有更多機會關懷他們。他們的靈命
是否健康成長，是需要鼓勵、勸勉，並一起同
行。我深信，只要把主基督所教導的愛活出來，
家裡會有更多的信任、和睦和歡愉，以達致合
一。

互勉之。

兩個轉捩點
李姜淑儀

看著康泉堂七周年堂慶暨自立紀念刋《靈的突
破》，腦海頓時泛起了不少回憶，記起了很多事
情、想起了很多人物。這才驚覺原來我在康泉堂
的日子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從前是個少年人，如
今已為人母；從前是獨個兒來，如今已有一整個
家庭了。真不敢想像我有過半的歲月是和這裡的
人和事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感
激神給我遇見了在這裡曾服事過的牧者，叫我的
屬靈生命能發芽生長，沒有昔日他們對我的愛護
和生命塑造，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剛入讀大學的我，也正是屬靈生命的萌芽期。那
時候的堂主任是伍景洪先生，當時很欣賞這位牧
者在講壇上肯定而帶著權柄地宣講神的信息，也
欣賞他具有領導才能，積極地帶領教會以生命小
組形式，來傳福音及領人歸主和入組。印象中他
更新了敬拜、教導、佈道等事工發展，又積極地
發掘及培訓屬靈領袖，以配合教會增長中的不同
需要。我就是被牧者的積極和對真理的熱忱感
染，除了要應付繁重的學業外，還不知道哪裡來
的幹勁和魄力，能積極地參與小組生活及投入事
奉，當中原是有「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一股勁
兒來回饋神對我的厚愛。當時我們又稱生命小組
為細胞小組，希望小組是有生命並且繼續成長。
當時小組化教會之理念，是希望小組可以如細胞
般快速地增長，到了時候就分組。只是後來小組
經歷過因人數增長而分組，也試過因人數少而要
與其他小組合併等一連串分組、合併等離合階
段，或多或少對弟兄姊妹造成了一些衝擊。這些
經歷讓我明白要珍惜弟兄姊妹的情誼，影響我日
後作為組長帶領小組時，更注重建立組員間的緊
密關係。

隨著時間在教會成長，不知不覺踏入了屬靈生命
的培養期。感謝神給我遇見幾位生命的導師，成
為我的模範，叫我在靈程路上的不同階段中得著
幫助。首先是我永遠懷念的甄梁明珊師母，她於

我是生命裡其中一位很重要的事奉啟蒙者。能和
師母有很多的接觸和交流，主要是因為當年她是
少年、大專生的組長，而我正是被她牧養的其中
一位。師母為人積極，富有創意；爽朗率直的她
會直斥其非，用愛心說誠實話，正面建立和造就
弟兄弟姊妹。她是個心思細密的人，又是一位很
好的聆聽者。除教導聖經真理外，也關心我們的
屬靈生命成長，又會發掘和鼓勵我們發揮恩賜。
就是她栽培我成為生命小組組長及參與領會事
奉，更鼓勵我入神學院裝備聖樂，甚至教我聲
樂。然而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師母怎樣毫不
保留地用上她的生命來教導我們如何事主愛人，
這讓我明白為主事奉可以「有幾盡」。和她一起
相交事奉的日子，這位生命導師在不知不覺間讓
我學習如何真正地認識自己、認識神。昔日留下
給我的屬靈洞見、相聚片段、關懷訓誨，都教我
畢生永記。她當天的真摯、勇敢、堅毅、執著、
豁達，仍是我今天事奉的提醒和鼓勵。

另一位同樣也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生命導師非賴
陳敏儀傳道莫屬。於我來說，陳傳道是我所敬愛
的屬靈母親，她待我彷如女兒般愛護。我欣賞她
放下高薪厚職，順服主的帶領，回應以全時間受
裝備作傳道人，以義務傳道服事教會。從前就是
她帶領我們去開荒服事湖北五峰、澳門，是她開
拓我胸懷普世的宣教服事心志。在對小孩的服事
上，她帶領我們喜樂地作兒童敬拜和牧養。她的
領導才能，與她一起事奉中可見一斑，讓我學到
不少如何策劃、領導、執行等種種細節。她留意
弟兄弟姊妹的長處，正面欣賞並鼓勵我們發揮恩
賜，並協助弟兄姊妹一起積極地在教會事奉。她
又是性情中人，用愛和眼淚去造就、關顧她的小
羊。無論在事奉上或生活中的灰心失意之時候，
記得她總會耐心地聆聽我，認同我的感受，溫柔
地肯定我，鼓勵我不要氣餒，為我分憂，成為我
的屬靈出口。她教導我在主的真光中去認識自己
又體諒別人，憑著愛心繼續服事主。她敏銳肢體

感恩有你們-
在靈程路上遇見的五位牧者
呂唐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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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了解她的羊，適時適切地安慰和教導，
這都叫我深受感動。

除陳傳道外，從她丈夫賴志堅傳道身上我也得著
屬靈的餵養。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作為區導師
帶領小組查經。他的釋經深入淺出，提供很多不
同層面的背景資料作參考外，還啟發我們對經文
不同角度的思考。加上他毫不冷場的解說，叫
我們都提起了十二分的投入程度，還立時讓許
多組員發覺原來讀聖經是可以如此有趣，且立志
要多研經。無論在聖經教導、婚姻輔導牧養、擴
堂事工、執事服事等範疇，我也能從和他相交服
事中得到裨益。就在那些時候，他多不會直接指
教我如何做，然而，他會一步一步的引導我，讓
當中的學習成為我自己的親身經驗。猶記得當時
我是執事兼任擴堂小組主席，其他共事的全都比
我年長且有經驗，幸在他的帶領和牧養下，我們
藉聖經、禱告不斷親近神，尋求祂的心意。於我
來看，他嚴厲但又慈祥，也許和他女兒的年紀相
若，他視我也如女兒般愛惜。我就這樣感受著他
們夫婦倆的關顧，相信和教會很多的弟兄姊妹一
樣，與他們的情誼，就是如此的孕育在這麼多年
的關係上。

初來康泉堂，已認識甄達安牧師夫婦。在我記憶
中的甄牧師，總是那麼的溫文有禮，而且好像是
從沒有發脾氣似的，有時我覺得師母比牧師還要
兇呢！他能溫柔地聆聽肢體的需要，就算在我們
做得不好時不會立時責怪我們。他是溫柔地包容
和接納主所託付的羊。從前的我不明所以，也許
因為年少的我性急衝動，常自以為是，無心但傷
害人多，包容人少。後來在事工上和牧師配搭服
事，欣賞他的領導是讓人有參與的，他既接納不
同意見，然而也會不卑不亢地流露自己心中的價

值和堅持。人大了經歷多了，才漸漸明白到真正
的接納就是接納這麼的一個你而非按其行為，就
是這份放下自我的接納才可以真正的影響及建立
別人生命。從牧師身上，我方領略到什麼是牧者
心腸，只有愛的包容接納，才能叫人可以在神的
愛中開放自己，讓人做回自己，重新有動力再次
親近神，叫我們真知道錯在哪裡。人神關係得到
更新，如此才真正認識神又能造就別人。這叫我
明白到神所看重的不是事工或者結果，而是看重
人神關係，看重人們彼此關係的建立。屬靈生命
當然會有高有低，內裡一樣也有很多的陰暗面，
而神的介入其中會透過人讓我們經驗被愛和接
納，如此我們便能真正地感受到神的愛和寬恕。
在牧師身上，我看到主耶穌愛的痕跡，是一種溫
柔而堅強的力量：他的接納止住了傷害和拆毁；
他的接納讓人做回自己、建立生命。我看見這位
生命導師的謙遜，且真實地去生活來經驗神，與
人同行，以生命來影響我們。

也許在教會的一個羣體中，我們對牧者、傳道人
會有著很大的期望，但是想深一層，我們全都
只不過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難免總有些時候
彼此誤會傷害，然而我們必須把眼目定睛在神，
仰望恩典，才能在神的愛中學習彼此寬恕，認識
自己又開始會欣賞別人，更不斷地突破自己，叫
靈命有所成長。我衷心感激每一位在我屬靈生命
中出現過的你們，幫助除去我靈程路中的頑石，
叫我漸漸體會生命的豐盛。在起跌的人生中仍能
感受到包容和接納、提醒和安慰、教導和方向，
足叫我心存感恩。當中的每一幕情景、每一句說
話，都叫我明白和體會神的愛和恩典是如斯奇妙
寶貴。感恩有你們，在我的昨天、今天與我同
行，讓我在靈裡可以茁壯成長；感恩有你們以生
命來影響著我，讓我見證將主的愛延續下去！

十八歲那年，因好友的提議第一次踏入康泉堂。
二十三歲那年，因尋覓離開了這熟悉的地方。
二十五歲的今年，因為愛選擇回家。

一直以來我也希望能夠與另一半一同回教會崇
拜、參與小組、一起事奉。現實中我和男朋友是
來自兩間迥然不同的教會，我深知那不是容易處
理的一環。我進入他的教會？他進入我的教會？
還是我們一起走到另一間教會？經過尋求、禱
告，我選擇了離開，進入他的教會。從陌生到熟
悉，從抗拒到習慣，我可以說尋覓是一個漂泊的
過程，毫不安穩。縱然心中會有所期望，但願二
人也能投入，一同成長、委身，可是現實並不是
這樣。我沒法在那間教會委身，我的另一半也有
離開的想法。於是我們一同到別的教會觀摩，但
最終沒有一所令我們有所感動，而神使用了環境
和一些人讓我們各自都決定回家。

我相信神指引的路沒有一條是枉然的。有時候要
往一個地方去，原來並不是所想的目的地，而只

回家
何綺玲

不過是個過程。離開，讓我發現這個世界很大。
有各適其適的教會，裝潢可以很華美、舒適；
也可以很簡陋、普通。敬拜可以很火熱，也可以
很安靜。服事可以很國度化，也可以很地區化。
教會就像人，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長短，沒
有一間是完美或是最好的。離開，讓我體會最深
的是家的感覺。每間教會的門都是打開的，可以
隨時進出。進入的人都可帶著欣賞的話、不滿的
論斷。而家，卻不是處處可尋；有家，更絕非必
然。當我四處漂泊，疲憊不堪，焦頭爛額，我會
想起我還有一個地方可去。這個地方是我的避難
所，裡面有認識我、關心我、牧養我、與我同行
的人。我能夠在這地方專心尋求和親近神。我願
意為這個地方付出我所能做的。有歸屬感、會被
接納、管教、相交、被建立、願意付出，就只有
家。	而我的家就是康泉堂，昔日我不以為然，原
來我早在家的當中。

回來，不是走回頭路；而是一個生命找到屬於她
的土壤，一個重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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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第一天返教會，便很想入查經小組，這是因

為少年時，常常獨自查經，遇上很多問題，很渴

求有更多機會增進自己的屬靈知識，也希望與弟

兄姊妹有更多互動交流的機會。

感謝神的恩典，教會很快便安排我入了婦女組。

婦女組的組長Eliza，竟然就是我上教會第一天所

接待我的陪談員，讓我有很親切的感覺。她是一

個盡責的組長，每一次查經，她都準備十足，完

全解答了我們的疑問；她也是一個嚴格的老師，

常常抓緊機會，讓我們建立獨立的思考。而且，

常常提醒我們找機會作神的見證，數算上帝的恩

典、慈愛與大能。也是因為她的提醒，姊妹們才

學會更懂得珍惜彼此的屬靈分享！

謝謝神的看顧，婦女組很快分成三組，由三位熱

心的組長分擔，她們是Eliza、Nancy	 Hau和Ms.	

Mo。從她們身上，我看到溫柔、謙卑、愛心、

喜樂、信心、盼望……

另一方面，婦女組的組員都是上帝派來教會的美

麗天使，各有恩賜，有些體貼關懷，有些熱情友

愛，有些堅強勇敢，有些是美食高手，有些常予

人屬靈提醒，有些常分享健康資訊……

每次小組後，我的身、心、靈都有充了電的感

覺，讓我有足夠的氣力去抓緊上帝的應許，更新

與上帝的關係及與人的關係。

每星期二上午參加小組已成為我不可缺少的習

慣，希望日後有更多婦女爭取來參與我們婦女小

組的聚會，一同體會上帝的慈愛與大能。祂是那

位行神蹟奇事、厚賜萬物的神！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大山

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木也都拍

掌。(賽	55：12)

2008年女兒參加了康泉堂的暑期聖經班，康泉堂
這名字就進入了我的生命！2007年太太帶著兒
子和女兒從基泉堂到康泉堂崇拜，那時我仍是一
個拜偶像的佛教徒。	 2008年6月，因神的憐憫容
許我這罪人進入教會，同年7月一首詩歌讓我看
到主耶穌基督十架上的恩典，因而決志信主﹔從
此我一家便在康泉堂接受牧養，自2008至2010
年我和太太得到牧者和組長的栽培，靈命得以成
長，亦感受到弟兄姊妹間的溫情和神賜予的平安
與喜樂，2010年12月夫婦倆一同領洗，見證神
的恩典，我們成為康泉堂的一份子！

2012年蒙神的悅納，我成為康泉堂的幹事，全
職事奉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這一切都是神的
恩典。從開始作事奉，神便是我隨時的幫助，神
提醒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弗4:2-3)。

能事奉就是恩典，2012和2013年太太和兒子分
別在兒童區服事，而女兒早於2011年已作司琴事
奉。感恩神容讓我們一家在康泉堂的家裏有份，
自受洗後我已認定「基督是我家的主」，我的家
在康泉家裡﹔康泉家也在我的家裡！

康泉堂至今已成立了二十五年，感恩！神從沒有
離棄我們，在康泉堂內一直坐著為王，保守著我
們這班蒙恩的罪人。因為神的愛，我們的罪才得
寬恕，「愛」是建立教會的基石，願弟兄姊妹都
能愛神愛人。2014年是康泉堂的復興年，有拆毀
才有建立，若要建立，便需接納﹔就讓我們以愛
去接納、擁抱康泉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以禱告
呼求神的寬恕，以愛燃燒眾人的心，成就每個事
奉都「合乎主道」，復興神的家，復興我們的家
康泉家！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
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
4:16)	阿們!

數算恩典
周陸蕙芳

蒙恩、蒙福、蒙召、蒙愛
徐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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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一直住在南豐新村，2003年沙士，租
金下跌，我們能租住康怡花園C座一個七百多呎
的單位，多麼的寬敞舒適。住了一段時間，丈夫
發現對面有一間教會—康泉堂。當時我仍未信耶
穌，曾到過別的教會，但心裡有點抗拒教會的沉
悶氣氛。2004年6月我們嘗試走進康泉堂參與崇
拜，最吸引我的便是詩歌，聽後內心有點釋放。
之後有一位姊妹SK招待我們並介紹教會，我感
到她態度溫柔誠懇，甄牧師在門口與我們傾談和
親切送別，自己心裡開始對教會有點改變和接
受。那天開始，我們每個星期便參與崇拜。每次
詩歌和聽道後的默想環節裡，我的心靈總有激動
和流淚，心裡有點害怕為何會這樣呢？之後有一
位姊妹Helen介紹我上信仰探討班多認識耶穌。
在信仰班裡甄牧師解釋聖經裡的罪，讓我明白自
己的罪。在第四堂我便舉手決志信耶穌，渭森弟
兄為我再一次講解信仰和帶領我決志禱告，這樣
便展開我們在康泉堂的屬靈生活。2005年10月
我們夫婦一起受浸加入教會。

在這家九年的成長路當中，我實在有許多數不盡
的感謝和感恩，多謝Mabel和Jack對我們的門訓
和關懷，帶領我們參與教會不同的服事如短宣、

感謝主賜康泉堂予我們為屬靈的家，這個家讓我
們得到許多弟兄姊妹的關心和代禱。縱然這個家
不斷面對轉變，但神是掌權者。因此我首要做好
自己，按照神的教導，行出真理，愛神愛人﹔也
願意為這個家出多一分力量，必要承接著使命，
去招待新朋友和牧養組員，薪火相傳地帶領更多
弟兄姊妹成為神合用的器皿。深信弟兄姊妹合一
的服事，神必會天天加得救靈魂給這個家，使更
多人透過康泉堂去認識耶穌，歸信祂，榮耀神的
聖名。我們作好準備嗎？

在此祝願康泉堂25歲生日快樂！願康泉堂常作為
神的燈台在康怡康山這地方發光發亮，成為居民
的祝福。盼望神的恩光照耀著每一個家庭和每一
個靈魂，叫他們都認識耶穌，得著拯救。

當我安靜地寫下這見證時，神讓我再次回想其實
是祂親自呼召我返回祂身邊，不是靠人的能力。
神啊！我明白了。

無盡的感恩
高葉雅葹

我和太太Tracy於2004年參加康泉堂崇拜，開始
我們的教會生活。自那時開始，我就完全感受到
這是神帶領我倆來到的屬靈之家。時間過得很
快，至今已經九年了，而康泉堂亦滿25周年。這
是神的憐憫和恩典，讓我倆的生命在康泉堂獲得
重生的學習和滋養，感恩！我明白耶穌為我捨己
的愛，是要我從種種衝擊中，反省自己、謙卑自
己。耶穌是我生命的主，是我家的主，阿們！

在康泉堂的教會生活裡，我得到牧師、傳道人、
導師、組長的教導。我並不是一位安靜乖乖的學
生，他們總是藉著聖經中神的話語，讓我明白到
自己的罪，讓我得到適切的指導，在生活的點點
滴滴中，經常得著聖靈的提醒，知道何為神所喜
悅的和不喜悅的事。在此，我必須要向我在康泉
堂認識的所有牧者、導師和組長表示感激！感
恩！	

在康泉堂學習參與事奉，是我生活和生命得到豐
盛的開始。在回應參與各樣事奉時，心裡總是帶
著一種微妙的火熱感覺，又驚又喜﹔而且是不知
從何開始，更不知是否有能力去做。簡單的回應
和參與，輕輕鬆鬆的團契，盡心盡力學習和完成
我們康泉家裡的事，有甚麼未完善的自己首先承
擔去做﹔有耶穌做主，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禱告，
一起去事奉，就沒有不成的事。在過去這段日子
裡，我要向各位弟兄姊妹，包括牧者、執事、組
員、及不同崗位合作過的和只是簡單打過招呼
的，表示歉意和感激，讓我的軟弱和驕傲，在你
們當中得以被接納、包容和提醒。我越來越喜歡
這家的感覺，感恩！

康泉堂25周年，四分之一個世紀，是一個里程
碑，是一個值得回顧、檢討、再起步的時機。感
恩過去！讓我們迎向復興！

康泉是我家
高寶彥

陪談、牧養……，使我
們成為領袖。多謝渭森
夫婦作組長榜樣帶領查
考聖經並牧養我們，讓
我們清楚明白神更多而
成為今天別組的組長。
多謝甄牧師帶領我參與
歌詠團和敬拜服事，成
為領會。多謝鍾姑娘和
Eric的扶助同行。

緣起於2006年暑期聖經班，當時信仰於我們一家
完全是空白，聖經曾幾何時只是考試的其中一個
科目。究竟何為信仰？耶穌說，不可阻止孩童到
我這裡來。康泉家，作為一間中小型教會，實在
有賴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和總動員的無私奉獻，
才能成就五歲至十二歲的孩子享受到神的愛，並
得到甘霖旳滋潤。
	
感謝主祝福康泉家，你是流通的水管，把弟兄姊
妹連上，融合成一體努力播種。

感謝康泉堂
趙李翠芬

感謝康泉堂的愛心服侍，你的香氣感動我八歲的
孩子在班後決志，一生受用。

感謝康泉牧者真心關懷，你們的教導鼓勵我和丈
夫在信仰路上的追求，且在天家有份。

感激康泉堂以賽亞小組弟兄姊妹，你們的包容，
你們的建立，是我家的祝福。

願意我們在天路上一起努力奔向康泉五十周
年，N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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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康泉堂的成長
蘇黃少華

康泉堂藉神的恩典，已成立二十五周年了！在這
個慶賀的大日子，我心中自然地泛起很多思潮和
感恩的事。

之前我是浸信會的會友，轉會過來的時候，我
的靈命很幼嫩無知，心裡有很多苦毒，很自
卑，自我意識很強，常覺是被委屈的那一個。	
	
在神的安排下，我於1993年進入康泉堂這個
大家庭，不經不覺二十年了。正因膚淺不敏
的靈性，每有適合我的課程和聚會，我都盡
量參加，渴望知道多一點神的教導和心意。
就是這樣，我這愚拙膚淺的老人家，在各位
屬靈老師悉心牧養、愛護栽培下學習成長。	
	
在過去二十年的歷程中，透過聖經學習、小組
生活、牧者教導等慢慢學習明白，我們都是被
神分別為聖的蒙恩罪人，需要在神的恩典中，
學習愛與被愛、接納、寬恕和包容。蒙神憐
憫，在肉體漸漸衰老的同時，我的心靈漸漸得
到釋放和更新；祂的話語安穩我的心，讓我學
習將人生中的挑戰和生老病死安然交託給祂。	
	

另外，在牧者和組長的鼓勵和教導下，我有機會
隨隊到本港的老人院、國內及外地，學習傳揚福
音。過程中，神讓我看到祂的預備和大能，透過
我們這些卑微的器皿，探訪和接觸祂所愛的人，
結出福音的果子。感謝主！很多未信主的人、硬
著心的人、拜偶像的家庭，都回轉歸向真神。看
到神奇妙的作為，怎可不將榮耀歸給祂呢！	
	
我可以在這大家庭成長扎根，全是神的恩典。我
深深領受到康泉堂對我的牧養，我已不作他想，
康泉堂就是我將來終老的家。願神賜福我們這屬
靈大家庭，同心合一，仰望天父的恩典！

25周年堂慶，確實是大日子。有位弟兄邀請我投
稿25周年的特刋，我二話不說的答應了，因為康
泉是我屬靈的家，是我成長的地方，有著很多美
麗的回憶。

我返康泉堂前是在另一間教會聚會。1991年中
第一次在康泉堂崇拜，當年我還是中學生。當時
並沒有屬於青少年的團契聚會，後來康泉堂發展
中學生福音工作，跟當時借地方給我們聚會的
YMCA合作，透過英文營帶了一班中學生來到康
泉堂，還成立了伊甸團契，我就這樣開展了新的
教會生活。

我由中學生到現在是三個兒子的母親，經歷過不
少高低起跌，康泉堂的牧者及弟兄姊妹都陪我渡
過。由於成長背景的關係，我擔心人家的看法，
較少講關於自己的感受及事情。記得有一次，我
跟當時的導師傾談，他欣賞我的改變，鼓勵我開
放去認識自己，並送了一本關於認識自己的書給
我。就從那時開始，我認真面對自己的成長問
題，這令我生命有突破。當我能接納自己的本
相，讓耶穌撫摸我受傷的心靈，我便經歷真正的
釋放，得自由，得喜樂！

後來天父讓我有機會事奉祂。在事奉過程中，祂
不斷的教導我。我開始事奉的時候，好容易落入
論斷批判之中，覺得愛主的基督徒應該是有那
樣、這樣的表現。回想我當時的行為，可能令弟
兄姊妹難受，但他們包容我。後來天父透過我的
靈修對我說話：「你緊張弟兄姊妹的成長，難度
我不緊張嗎？我不愛他們嗎？」慢慢天父改變
我，讓我學習代禱的功課：「你要是關心弟兄姊
妹，便為他們祈禱吧，其他事情我會處理教導。
叫人成長的是神，不是人。」

後來結婚，有了孩子，我和丈夫想暫停事奉，甚
至想到其他教會聚會，可以真正休息。那刻，牧
者跟我們說：「康泉是你們的家，要休息便休息
啊，希望你們可以好好休息。」多謝牧者對我們
的體諒。

有五年時間我需要輪班工作，不能穩定參與聚
會，星期日都是工人姐姐帶孩子返教會。當時大
仔跟我說：「媽媽，我為你祈禱，求天父為你預
備一份新的工作，不需輪班，星期日大家可以一
起返教會。」後來天父為我預備現時的工作，不
需輪班，讓我可以穩定返教會。

當我可以穩定返教會時，丈夫卻覺得已疏離了康
泉堂，出席聚會時總有點格格不入及不能投入，
於是我們就嘗試到住所附近的教會聚會。但我總
是掛念康泉堂，所以我決定返晚堂崇拜，星期日
與家人在住所附近的教會聚會。過了一段時間，
我開始思想自己的事奉方向，覺得已休息足夠，
是時候要再次事奉。就在這時，我發現懷了孕，
我的計劃也給打亂了。

這次懷孕於我是晴天霹靂。到懷孕26周，才發現
胎兒是患有先天性心臟病，而且是罕有的。對我
們的家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震撼。他（睿正）
早前已經接受了心臟手術，如今已18個月大了。
雖然渡過了不少艱難的日子，但是由他出生至今
天，我們一家看見天父很多恩典，可以說是神
蹟。多謝康泉堂的牧者及弟兄姊妹一直關心、代
禱及鼓勵。

雖然今天我未有具體的崗位事奉，但我沒有忘記
昔日神對我的呼召，也沒有忘記我們婚禮上許的
願：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我有更大
的願景，希望能影響兒子們能愛主愛人，將來成
為僕人領袖。

昔日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大家經歷在家庭和工
作的忙碌，較少溝通，但我們已建立彼此信任的
基礎，有機會相聚，大家都能暢所欲言。在我困
難的時候，他們的同行與代禱，都成為我的支
持，很珍惜這份情誼。

如果要繼續分享，我還有很多在康泉堂的經歷說
不完。康泉堂25周年了，感恩可以在這裡成長。
感恩我遇上影響我生命的導師，今天是我的牧
者，還有已在天家的師母。

屬靈的家
潘蘇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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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MCA聚會的年代 1993 烏溪沙生活營

教會初期 教會初期

88 89



教會初期 教會初期

早期浸禮 早期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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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初期 教會初期

那些年 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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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初期 教會初期

那些年 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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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初期 堂慶

那些年 7周年堂慶暨自立感恩崇拜  199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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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堂慶

14周年堂慶 16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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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堂慶

16周年堂慶 17周年堂慶

100 101



堂慶堂慶

18周年堂慶 19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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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堂慶

20周年堂慶 21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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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堂慶

22周年堂慶 22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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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堂慶

22周年堂慶 23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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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堂慶

24周年堂慶 24周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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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兒童按手禮及浸禮2005 戶外浸禮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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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2010 兒童按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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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2012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2011 浸禮及轉會禮

116 117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2013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2014 兒童按手禮、浸禮及轉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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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及佈道宣教及佈道

2005－2014 湖北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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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及佈道宣教及佈道

2012 中秋晚會

2004 Harmony和諧音樂會

2007-2014 澳門短宣

2011 台灣短宣

122 123



宣教及佈道宣教及佈道

2013 差傳慶典

2013 佈道會－愛 ·回家

 2013 音樂佈道會－閃亮人生

2012 愛跋涉

124 125



2006 「福」智多星

暑期聖經班宣教及佈道

2014 心靈茶座－談快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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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變變新生命力

暑期聖經班暑期聖經班

2013 玩樂中成長

12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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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守歲 聖誕及守歲

2003 平安夜晚會－聖誕真快樂

2002 聖誕晚會－平安之源  2005 聖誕嘉年華及平安夜佈道會－讓奇妙飛揚



聖誕及守歲 聖誕及守歲

2005 守歲晚會 2009 聖誕佈道會－我信有出路

132 133



聖誕及守歲 聖誕及守歲

2009 守歲晚會 2010 聖誕巴士報佳音

134 135



聖誕及守歲 聖誕及守歲

2011 聖誕嘉年華及Road Show 2011 守歲晚會

136 137



聖誕及守歲 聖誕及守歲

2012 聖誕 Road Show 2012 守歲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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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守歲 聖誕及守歲

 2013 守歲晚會2013 聖誕 Road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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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及相交 聚會及相交

2004 郊遊樂

2005 敬拜讚美會－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2006 郊遊樂

2008 南丫島之旅

142 143



聚會及相交 聚會及相交

2009 國慶日郊遊樂 2010 秋之蛇宴

2011 向父母致敬

144 145



聚會及相交 聚會及相交

2012 親恩濃情話當年 2012 崇拜事奉人員燒烤日

146 147



聚會及相交 聚會及相交

2012 敬拜讚美會－與祢相遇

2013 新春行山樂悠遊

2013 FAITH 凡之旅

148 149



聚會及相交 聚會及相交

2013 挑戰港島徑（山頂至香港仔） 2013 領袖交流會

150 151



聚會及相交 聚會及相交

2014 領袖加油站

2014 職場服事講座

2014 基恩敬拜讚美會－繼續向前行

152 153



聚會及相交

2014 親親家人－生態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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