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
青年工作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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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中開始的社會
運動，及至二○年全球疫症
大流行，可謂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弟兄姊妹不但面對經
濟衰退、前境不明朗等問
題，教會實體聚會也一而
再、再而三地停頓。在
這個處境中，牧養青年
人的需要是空前巨大，同
時在疫情的限制下，牧養
的挑戰也比以往大。職青核心和教會十二分區青年
服事或聯絡人常常為此禱告，一面求天上的父在種
種限制中，親自與每一位青年弟兄姊妹同在，在一
切患難困苦的環境中親自施恩；另一面，也竭盡所
能地運用目前所能動用的方法、時間、資源，盼望
在疫情中仍能與青年人同行，不至因少見面而攔阻
了屬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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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專項

青年事工於疫症
及後疫症時代的挑戰

一直以來，青年人都是教會的焦點，因為一般來
說，青年人的特點都是比較活潑、有朝氣、火熱愛
神、可塑性高，所以在教會許多事奉崗位中，我們
都常常看見青年人的身影，也許在心裡也常為他們
感謝神。這一期的家訊，讓我們一同來了解近年神
在青年項中間所作的工，以及同為目前面對的挑戰
禱告。

第一次職青匯聚

福音突破
福音開展方面，近年教會的職青福音有明顯的變
化。因應著年青一代的特點，其實早在六七年前，
職青佈道會已經開始有所不同，例如有別於過往詩
歌、講道、呼召決志的模式，嘗試先讓新朋友在較
輕鬆的氣氛中與弟兄姊妹互相認識、聊天，並在信
息中帶出信仰反思的命題，讓新朋友自行思考並作
出抉擇。
感謝主，這種變化在青年聖徒中間慢慢得到印
證。幾年後的一次職青佈道會結束後，當時幾位佈
道會籌委帶著負擔，接受新挑戰，在教會中開始了
H it Th e M a rk的行動。Hi t The Mark起初是作 為
跟進佈道會的新朋友而開始，聚會以小組進行，大
家會在週五晚上來到聚會所一同吃飯，然後

觀看福音短片，並一同開
放討論信仰，讓新朋友
認識福音之餘，同時結
識弟兄姊妹，進入信仰
群體。
然而，到了疫情期
間，因受環境所限，職
青 H i t The Ma r k 已 經 難
以順利進行。但感謝
神，與此同時又興起
更多對福音有負擔的
弟兄姊妹，近月開始
了 Ha r ve st P ro g r a m 。 顧 名 思 義 ， Ha r ve s t P ro gram就是以自己的身處地為福音的禾場，藉著禱
告、實際行動、關心接觸，將身邊的同事、朋友引
到神面前。這是神的智慧，叫我們既然不能將人帶
到聚會所，便像初期教會一樣分散在各處，個別地
領人歸主。實體聚會可以暫停，但福音卻不暫停，
繼續傳開！

牧養成長
教會生活方面，弟兄姊妹自大專畢業後，在各分
區的青年聚會或青年小組，與同區的青年人一同相
交、成長。同時，有部分聖徒按著主所賜的負擔，
有集合的小組和聚會。例如早在二○○八年九月開
始，就有聖徒為大專畢業生開設「上行小組」，招
聚各區青年弟兄姊妹一同相交、活動，也時有查
經。直到一三年，主又藉著二十多位對同輩滿有負
擔的青年人，在教會開始了「職青匯聚」這個每月
一次的集合聚會，並持續了五年時間，其間以不同
聚會形式招聚青年人，包括詩歌敬拜會、社區關懷
行動、旅行、查經、真理專題、過來人見證分享會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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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行小組

青年服事也考慮如何能在「後
疫情時代」中，繼續盡他們在主
面前的功用，好好服事弟兄
姊妹。這場疫症總有終結
的一天，又或全人類都適應
的一天，但疫症過後，整個
世界的運作模式都改變了。面
對這種改變，年青人適應得很快，
但也意味著大家的思想和行為習慣
也會隨之改變。主耶穌將我們放在這時代巨變的環
境中，到底所為何事呢？教會的青年工作又何去何
從？這不是說教會的青年工作沒有屬靈方向，而是
我們該如何具體配合聖靈賜給教會的屬靈方向和負
擔，在這時代繼續服事神所愛的青年人，讓大家一
同在神的家中繼續成長，承擔神的託付呢？

2012年上行小組

約櫃就在前面
筆者也是服事青年的，在這一年多
的日子，內心時常鬱悶，不知該如何
才能幫助青年人一同衝破面前這一
關。每當為此禱告時，主常常叫
我 想起約書亞記這段話：
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
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
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
方，跟著約櫃去。只是你們和約
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
相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
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 。 」(書三3-4)
昔日，摩西死後，耶和華命約
書亞帶領以色到人進迦南。那是整
個以色列族重要的一刻，前方是陌生的地方、勇
猛的敵人，充滿未知之數。然而有一件事是確定
的，就是神的約櫃就在前頭走，帶領著全體百
姓。離二千肘，叫人離遠看見約櫃，卻又有種茫
然的距離感。今天不也是這種光景嗎？相比兩年
前，青年工作前方充滿未知
的挑戰，但神的同在和引
導仍在我們的前頭，過河
後，就是一片廣闊的流
奶與蜜之地！此時我們
最需要的，就是緊隨約
櫃，不偏離主藉祂的話
所啟示我們的生
命之道，並在生
活 中 彼 此 扶
持，一同往前
得那美地！
請 弟 兄 姊
妹 為 此 禱
告，求主
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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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晚會

主日
信息

謙卑在神大能的手下

雖然生活中會有火煉的試驗，然而彼得告訴
我們不要以為奇怪，並且提醒我們「務要牧養
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
他們…」(彼前五2)因為我們每一個
都是神的牧人，有責任牧養神的
群羊。我們服事的態度理當
「以謙卑束腰，彼此順
服」(五5)，主自己也親
自束上腰帶為門徒洗
腳，作了謙卑、彼此服
事的榜樣。

敵攻擊我們的破口，所以我們要謹守儆醒，用信
心抵擋魔鬼，清楚認識我們是屬於神的！有這
位大牧長一直帥領我們，我們在祂帶領
下就能得勝。
基督本有神的形像，卻是
虛己，反被神升為至高。主
所經歷的，就是「先苦後
榮」的「恩典旅程」。願我
們都效法基督，學會謙卑在
神大能的手下，認識一切環
境都有神的看顧，那日主再
來的時候，我們就能一同得
榮了。

一切境遇都是神恩手的安
排，我們所得的成就出於神，面
對的苦難也出於神，只管服在神大能的手
下，到了時候祂必叫我們升高。苦難是神
為了煉淨我們而安排的，但也可以成為仇

教會
史話

(主日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
「資源庫」中的「主日信息集」瀏覽)

試煉與更新
(1986-1991；1991至今)

八十年代中，香港教會經常送人到李常受
弟兄在台北的工作組織受訓，但部分受訓者
返港後，卻肆意抨擊教會長老，另外也有人
從中企圖分化香港教會長老同工的配搭，使
教會陷於憂患和極大試煉中。
香港教會察覺李常受旗下工作組織的言論
性質違背聖經教訓、行動也偏離正路，涉及
製造個人崇拜、排斥異己等等，造成眾教會
的分裂，使聖徒灰心、跌倒，基督與教會的
榮耀見證受損。
香港教會全體長老同工為此事流淚禱告、
忍耐、等候，但有關情況卻變本加厲，於是
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發出「香港教會全體
長老同工就當今工作局面的一些聲明」，說
明香港教會與李常受及其工作組織斷絕一切

關係的原因，同時說明願與各地教會保持交
通，因同屬基督的身體。
香港教會從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開始，
帶領全體聖徒一同讀主的話，編定進度表，
每日讀一章新約、一章舊約，順序而讀，以
主的話為生活準則。在經歷上述分裂事件
後，反思過去聖徒的屬靈生活過分依賴聚
會，依賴屬靈書報，卻忽略了個人讀經及與
主相交，教會在九一年開始再加強讀經的帶
領，幫助弟兄姊妹回到神純淨的話上，以聖
經為唯一的權威，必須勤加研讀，並按著正
義分解神的話，更新教會的光景— 在教
會中恢復基督元首的地位，尊重聖靈的權
柄，持守神的話，無論是栽培、教導、訓練
等，都是為了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
督的身體。
(教會史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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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分享

中招之後…
對神對人對己新體會

「神為甚麼揀中我？」— 病者的獨白
確診之後，當我(張慧嫻)上了救護車去醫院時，心裡在
想：神揀中我，究竟要我做甚麼呢？第一個念頭就是傳福
音。
入院第一日住單人房，見到一位醫護人員，看似頗緊
張。我跟對方說：「耶穌愛你，感謝你。」因為若不是我
中招，對方就不用處理這些高危工作，所以要多謝對方。

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醫管局臉書相片)

四口之家做足防疫措施，但媽媽仍然染上新冠狀肺炎，爸爸和兩個兒
子都要隔離，感恩都沒有感染。疫症讓他們對神、對人、對自己都有了新
的體會，這些學習一生受用。病癒的媽媽說「病得好開心」；從小在教會
長大的小兒子則說，以前聽別人講患病見證，心裡會想「你現在講甚麼都
可以啦」，如今親身經歷了，才發覺「原來真的有那種說不出來的平安和
信心！」
張慧嫻(阿Sa)姊妹七月確診新冠狀肺炎，住院近兩星期，丈夫和兩個兒
子則入住駿洋邨兩週。阿Sa知道染病後，第一反應是想想自己接觸過甚
麼人，馬上一一通知對方、通知公司，倒是不太擔心自己，一來是這次疫
情死亡率不高，更是「因為我知道神掌管明天，神若要我經歷，那就阿利
路亞，來吧…如果神要帶走我，就欣然接受，但神有應許：一人得救、全
家得救，求神使我丈夫早日信主。」人能安排的都做了，其他做不了的就
靠神，之後就同兩個都已信主的兒子一起為家人、鄰居、同事、客戶、朋
友等禱告，求主保守眾人不受感染。
大仔劉子勤收到媽媽確診消息，感到驚訝，因為一家人防疫措施做得
很充足，沒想過會中招；細仔子謙知道要隔離十四天，就上網查看要準備
甚麼物資，然後收拾行李，罐頭、風扇…「好像去旅行一樣。」
回望這次親身經歷世紀疫症，阿Sa、子勤、子謙都各自學到一些功
課。

首先是人同神的關係。阿Sa以往都是憑自己努力
去做事，才有收成，但這次由確診入院到出院，甚
麼都不用做、不用想，就完成治療及痊癒。阿Sa
說：「如何信靠神呢？信，我已經信了，但如何靠
呢？原來當我去到某個處境，甚麼都不能做的時
候，只要轉向神，即時就得著從主而來的平安和穩
妥。」

對人﹕更多關心更多敞開
第二，是人和人的關係。阿Sa說，以前覺得同神的關係好已經足夠，
但其實神也喜歡祂的兒女們彼此關顧。「有時人會覺得別人不關心自
己，但首先你有沒有把事情告訴別人？你不說，別人如何關心你呢？這
都是要學習的。」阿Sa自言是一個「自己搞掂，不懂喊救命」的人，但
這次染病後，她在通訊群組中告訴弟兄姊妹，請大家為她禱告。她住院
時也以電話和兩個兒子一起禱告，「不是單打獨鬥，我學懂同人一起禱
告。」她深信因為有眾人的禱告，搖動神的手，蒙神憐憫，在神的手托
住下被醫治。
同樣，子勤也看重肢體之間的代禱力量。他說，單是他們母子三人禱
告是不夠的，他請服事配搭、相熟的弟兄姊妹一起禱告。子謙最近大半
年都在操練每天記下讀經領受，剛巧他們入隔離營第一天讀到腓立比書
第二章，其中提到「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二4-5)他當日的禱告就是求神保守弟兄姊妹
和其他人不受感染。

之後，轉到三人房，其中有一位六十多歲女士，她擔心
自己入院就出不了院。我告訴她：「神是賜平安的神，神
多愛你呀，神差我來傳福音給你，否則你住九龍怎麼會來
到港島的(瑪麗)醫院？人的相遇非偶然，耶穌愛你。」當
晚我和她禱告，翌晨，她說睡得很好，入院以來從未如此
熟睡。
開心呀，阿利路亞，榮耀歸神！

住院/隔離之日常
阿Sa總共住院十三天，開始治療後，每天要在肚腩打兩
支針，九日共十八支。打針之後肚皮會腫痛和變硬，跟住
高燒。整個治療過程都未見過醫生，只在電話溝通；護士
則定時進病房，一天數次。其餘時間都不會見到醫護，但
姊妹說：「我知道醫治我的是神。」
每天早上七時許，阿Sa就以短訊向家人、弟兄姊妹、朋
友匯報自己前一天的情況，免卻別人掛心，也讓聖徒們代
禱。
至於在駿洋邨隔離的三父子，同住一個單位，子勤讚工
作人員態度很好，自己就像放了一個悠長假期。不過，正
值酷暑，屋內雖有風扇，但仍是非常熱。子謙說，一日要
沖涼四次，還在地板上淋水、開風扇，藉以降溫。因為百
無聊賴，子謙把每餐飯都拍照上載IG（社交媒體Instagram)，結果越來越多人知道他們被隔離，有些很久沒見
面的弟兄姊妹傳來問候，在不知不覺之間，得著很多。

對自己﹕自我調整一生受用
第三是自我調整。阿Sa說，他們一家向來很怕欠人人情、怕麻煩別
人，但偏偏這次就是影響了很多人，包括阿Sa公司全層封鎖，過百位同
事不能回去，有些同事要自我隔離，她感到非常抱歉和虧欠。事實上沒
人怪責她，反而安慰她，這令她知道「其實是自己想多了」。她說神要
藉這事大大提醒她，不要以為自己是神，其實很多事都不在她的掌管
中，她要學習勿把所有事攬上身，這個領受「一生受用，不再繼續背著
這些擔子。經歷了這次，人比以前活得更開心，真是病得很開心，感謝
主的管教。」

慧嫻住院治療大約兩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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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丈夫、兩個兒子和家貓都要

嫻姊妹早前染上新冠肺炎，

張慧
。
子謙補充說，以前
家四口健健康康來張全家福
受隔離，蒙神保守，如今一
習慣靠自己，無論工作
或教會服事，雖然有禱告，但仍是覺得自己用了很多努力，「但這次不
同，無論你多努力都不能逃避中招，不是說你努力接受治療就一定能痊
癒…有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能控制的。而最終身邊所有人都沒受感染，這
就是恩典。」子謙直言，以前感恩聚會聽別人說病中經歷，除了一起講
感謝主、榮耀歸神之外，「坦白說，其實同自己沒甚麼關係，但到了自
己家人中招那一刻，原來真的有那種平安和信心，是說不出來的。」

自認比較寡言的子勤說，神在這事上訓練他學習多和別人分享和溝
通。在隔離那段日子裡，很多朋友、弟兄姊妹聯絡問候他，他要不停地
重複回應各人的關心、講說自己的情況，「很感恩有這種對答，很溫
暖，感到彼此之間的關心和愛。」

子勤、
、子
子謙謙和
和爸爸爸
爸一一起
起被被送
送到到駿
駿洋洋邨
邨隔隔離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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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春風化雨

—疫情中教師經歷點滴

第四波疫情方滋未艾，少年聚會問及代
禱事項時，一少年姊妹蹙著眉托著腮幫，
生無可戀地說：「希望不要再停課，我受
夠了用zoom上課了！」這一年因肺炎肆
虐，中小學斷斷續續的停課復課，學生尚
且厭煩，化身「關鍵意見領袖」(KOL)、在
網上各出其謀傳道授業的教師們，更辛勞
百倍。作為教師的弟兄姊妹，在這艱難時
期，又如何經歷那位在曠野開道路、在沙
漠開江河的主呢？以下是幾位作教師的聖
徒在第四波疫情前經歷主的點滴。
徒在疫情期間經歷主的點滴。

帶領下，我在新學年到了一所新學校工
作。新學校對網上授課的要求與舊校不
同，除了要按正常時間回校網授，節數也
比舊校多數倍，要製作教材和課業，處理
班務，聯絡家長。加上晚上兼讀進修課
程，那個月真的身心俱疲，而且讀經生活
也後退，靈裡枯乾。然而主有豐盛的恩典和
憐憫，祂體恤我的軟弱。哥林多後書十三章4節
成為我的供應和安慰：「祂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
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樣同祂
軟弱，但因神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與祂同
活。」(詠)

或忙或閒 供應如時雨

艱難當餅 良師同在

疫情反覆，教師的工作首當其衝。這一
年上課停停復復，教人無所適從。忙碌
固然叫人乾枯乏力，閒適卻也令人
心志消磨。然而或忙或閒，主
的供應與同在從不間斷。
從二月至六月，我
會稱之為「蜜月
期」，因為當時學校
一直希望所有教學內容
都盡量留待復課後才教
授，所以首兩個月，我每兩
星期只須要簡單預備一兩份
工作紙給學生在家中自行完成
即可。後來校方決定由老師在家
中進行面授課，每星期約為兩至三
節，即使亦須要製作授課教材和進行
備課，整體工作量不多。平日工作繁
忙，少有足夠的精力發展自己的
興趣。因此，停課期間我
有很多空閒時間學習新
事物。更感恩是我亦
趁這段時間多讀並多
思想神的話，自己與
主的關係很近，常從
神的話中得供應。
時至九月，在主的
6

新冠肺炎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失業率創近十五
年新高，放眼街上結業店舖比比皆是，怎料教師
這相對穩定的行業，也難免動盪。
疫情下我曾問過上司來年的去向，當時她跟我
討論來年的工作內容，我一心以為教師工作尚算
穩定。
怎料，學校宣佈重組，不再與一批合約老師續
約。當校長告訴我們要離開時，我第一反應是：
為甚麼？原來即使工作的表現再好，也勝不過環
境的因素。我不禁問主：為甚麼？若我是因工作
表現欠佳而離開，斷不至如此不甘。
在疫情下我嘗試找工作，但不斷的找也沒甚麼
結果，我不禁懷疑主為甚麼要帶我加入教師的行
列。結果神再一次用當初我入行時深受感動的經
文向我說話：「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
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
信心還是不軟弱；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
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將榮耀
歸給神，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
四19-21)
神告訴我只要信心不疑惑，神就
必成就這事。我每一次的面試都很
期待結果，但當結果來到，我就
會質疑神。然而神一再告訴我，
要相信祂會為我預備一份合適的工

作。我的心態開始轉變，面試前後，我都
深信主的預備。雖然有時也會動搖，但信心一
點一點增加。經過兩個月，我找到一份超過我所
求所想的工作，可以專心在這所學校發展所長。
神並沒有因為我一時的相信而立刻讓我找到工
作，祂在我反覆不定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建立我
對祂的信心。這次經歷讓我知道神從來不會在我
求餅時給我石頭，只要信心不疑惑，神必成全，
叫榮耀都歸給祂！(穎)

疫中清明 毅然應召
除了在疫情帶來的順逆中經歷神的供應和扶
持，更有弟兄在疫情籠罩下抓緊機會關心學生、
傳揚福音，並在其中認清神所賦予的使命。
停課期間的一大挑戰是如何關心學生和家
長。停課初期，學生及家長都面臨很大壓力。學
生會憂慮疫情的發展、家中衛生用品的短缺、跟
不上網上教學的進度、無法跟朋友見面等等。家
長則對在家中不願學習的子女感到束手無策，亦
為著消遣娛樂的事和子女有不少衝突。面對學生
家長的處境，我一方面為各家庭禱告，另一面則
和學生家長保持良好溝通，關心他們學業、生活
上的需要。同時，我善用多留在家的時間優勢，
多和學生以小組形式傾談及跟進課業，讓他們感
受到師長願意向他們伸出援手。

當中有表示回轉、決志的，甚至開始參加少年聚
會。
新冠肺炎的猖獗再次提醒弟兄主再來的緊迫。
同時，面對眾多同學因疫情及停課而衍生的負面
情緒，他深感人的說話、安慰之無力，惟神能成
為學生的盼望和出路。
於是，我在多番禱告尋求以後，毅然離開了一
所沒有信仰的學校，轉到一所基督教學校服事。
在舊校工作了六年，和學生同事相處理想，曾對
是否轉到新環境感掙扎，想留在安舒帶。但神明
確呼召我在教學工作上更多以禱告、神的話帶領
學生認識祂，這是我在舊校中較難實踐的。最後
我亦因信心安，走神為我預備的道路。
時至今日，疫情仍在全球反覆肆虐。步入冬
季，香港會否再有爆發，以至停課亦是未知之
數。但我們卻能確信神是在洪水之中坐著為
王，在患難中仍然給人祝福的那一位。(遠)

一位品學兼優、在中五時成為領袖生的學
生，曾用一種又無奈又憤慨的語氣跟我抱怨無法
在崗位上一展所長。作為老師，我能在學習上支
援和鼓勵，但難以化解學生心中的鬱結。我深深
明白到惟有主能成為人在「疫境」中的出路，心
中一直為學生禱告，亦一直尋求傳褔音的機會。
以往我因安全、責任等問題，較少邀請低年級學
生參加佈道會，但今年因改為網上形式，便沒
有太多顧慮。感謝神，不少學生願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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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派位奇遇記

回想大女兒小學派位時的經歷，至今仍然難
忘！六月初派位當天，我和兩個女兒在家等候掛
號郵件，心情真的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坐立不
安。還記得郵差姨姨送上郵件時說了句：「希望
你們派到一間好學校。」我從她手裡接過信件，
沒有立即打開，叫了兩個女兒一同禱告：「主
阿！我把女兒要升讀的小學交給你，求主為她預
備一間合適的學校。無論派往哪間學校，我們都
要讚美你，相信你已經為她預備好，求主叫我們
在這事上繼續經歷你的帶領…」禱告後拆信一
看，我整個人目瞪口呆— 女兒派了第十三個志
願，一間離家(將軍澳)很遠(西貢)、沒有宗教背
景的學校，我和丈夫都求問主：「主阿！我們一
家要學習甚麼功課？」我心裡一直想起聖經一句
話：「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 朵 未 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二
9)而主也給丈夫這句話：「亞伯拉罕因著信…出
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來十一8)
我和丈夫及家人考慮到學校離家的距離和宗教
原因，於是展開叩門的階段。我們為女兒報了十
多間學校，有本區的也有非本區的，主要都是基
督教學校，最後去了七間學校面試。對於內向的
女兒來說，每一次面試都是極大的挑戰，但感謝
主，正因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倚靠，我們每一次都
迫切地禱告主，深深經歷主同在的平安。
六月中，一間在筲箕灣、沒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丈夫的母校)取錄女兒，我們疑惑地問主：
「難道你要我們搬回筲箕灣嗎？」主仍
說：「亞伯拉罕因著信…出去的時候，還
不知往哪裡去。」七月二日，丈夫往筲
箕灣為女兒辦理小一註冊手續。翌日上
午十時半，一間藍田的基督教學校表示
取錄女兒；十一時半，我們放棄筲箕灣
的學位，前往藍田準備註冊，途中收到
該校來電，表示現階段還未能取錄女兒。
換言之，女兒突然變成
了沒有學位！我們再一

次疑惑地問主：「主阿！你要作甚麼？」
七月六日，距離派位已經超過一個月，也是沒
有學位的第三天，家人及朋友提議我們要和藍田
的學校據理力爭，但我們知道這事是出於神，於
是繼續等候神的帶領。這等候的過程中，我顯得
有點疲累，主用祂的話再一次堅定我的信心：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
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提後一12)主也對丈
夫說：「這事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
得榮耀。」七月七日，沒有學位的第四天，藍田
的學校終於確定取錄女兒，丈夫也辦了入學手
續，我可放下心頭大石。主對我們說：「我不是
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麼？」(約
十一40)
感謝主，我們之前一直都想女兒就讀本區一間
基督教小學，但「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
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在整個叩門面試的過程中，藍田這間學校
是我們一家人最喜歡的，後來也知道有弟兄姊妹
的兒女在該校讀書，不但校風純樸，重視信仰、
生命及品德教育，而且老師們非常有愛心。
感謝主，讓我們在女兒報讀小學這件事上，
一家人一起經歷了主奇妙的帶領！(蘭)
聖徒如有見證分享，歡迎投稿至家訊組。
電郵：news@churchinhk.org.hk
WhatsApp：6437 3972
投稿注意事項請參閱：
www.churchinhk.org/歡迎投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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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財務小組，
如何使用教會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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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多媒體室開幕，
家訊帶你去參觀。

如有奉獻，支票抬頭請書「教會聚會所(基督徒管家)」或Church Assembly Hall (Christian Stewa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