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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蘇永權弟兄 

「北衞屬靈人」計劃，已經在北角衞理堂推展了超過兩年了，

大家透過一起祈禱、讀經、禁食及培靈，共同在主的靈內進深，

齊來「做個北衞屬靈人」。回想教會數年前在重建開始時，簡祺

標牧師提出四項重建異象： 

1) 重建我們每個人對主的信心 

2) 重建我們牧區裡彼此的同心 

3) 重建我們宣教使命 

4) 重建我們服侍北角社區的委身心志 

其中重建個人對主信心的異象，正是「北衞屬靈人」計劃所提

倡的目標，雖然香港在過去大半年政局動盪不安，加上突然其來

的「新型冠狀病毒疫症」，可說是人心惶惶。「鼎為煉銀，爐

（箴 17：3）惟有上主才能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令我們可以在這樣悲情的社會氛圍當中，透過屬靈的操練熬煉出

對主堅毅的人心。 

北衞的《分享文集》似乎大家都久違了，誠然事隔兩年多才

再面世，實感抱歉。本文集的定位是北衞弟兄姊妹分享屬靈生命

的平台，今期回顧過去兩多年之「北衞屬靈人」計劃，要在教會

推動屬靈運動確實不容易，但我們已做得到，大家在不同的活動、

事工及崗位上分享感受，久違分享的滋味，真的難能可貴。 

現今的時代要做出版及文字工作實不易為，大家自問有多少

時間還會拿着實體讀物閱讀，更惶論會拿起筆桿來寫文章，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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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都會手執智能手機打訊息及閱讀資訊，有時都會懷疑大費

周章地搞實體出版讀物，看完之後本子似乎又不太環保，因此，

根據目前大家的閱讀習慣來找一個分享平台，這個可能是將來要

探討的方向，無論如何《分享文集》2020終於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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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裝備‧作主精兵        卓孝聰宣教師 

靈命培育組是本堂信徒生命培育部的其中一個功能小組，更

是教會中負責推動信徒靈命成長的服事群體。我們看重教會中每

一個屬靈生命，因我們知道這是上帝最為看重的至寶。故此，我

們盼望培育每一個屬靈生命都能與上帝有更親密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自小便渴望自己的生命不斷成長，小

時候我們會希望自己長高一點，長大了我們會追求成熟一點，身

體健康更是每一個人的願望。為要擁有健康的身體，以及強健的

體魄，我們會吃有營養的食物，同時亦會做運動和鍛鍊身體。作

為一個基督徒，我們都擁有一個屬靈的生命，這生命自我們決志

相信主的時候便開始成長。你的屬靈生命健康嗎？你希望你的屬

靈生命能長得更高和更加成熟嗎？ 

聖經彼得前書 2 章 2 節提醒我們「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初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好使你們藉著它成長，以致得救。」

及後彼得後書 3章 18節勉勵我們「你們倒要在我們的主和救主

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

彼得指出靈命的成長是一個得救中必須發生的事永遠之日。」

情，我們的靈命若不成長，便可能失去救恩的確據。因此，培育

靈命是我們必須去行的事，而且持續到永遠之日。當中我們要使

自己『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恩典上」是指生命經歷上的長進；

「知識上」指道理知識上的長進。 

為了幫助大家經歷上帝和認識上帝，過去我們舉辦了不同的

聚會和講座，慕要幫助大家有更多機會一起親近上帝。現時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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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正在重建當中，大家正在經歷上帝託付北衞這個重大且艱鉅

的任務，弟兄姊妹都需要更認清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們在 2018年

推出了「北衞屬靈人」計劃。藉著這個計劃，我們致力改善和建

立不同的屬靈平台，讓弟兄姊妹能夠在當中與神建立更親厚的關

係。感謝主，在過去兩年間，每年都有超過一百位弟兄姊妹在計

劃中與神立約，立志經歷上帝更多。大家的熱心參與讓我們知道

沒有走錯方向，我們也為此而雀躍和感恩。在 2019下半年，我們

便推出了禱告的異象祈禱板，好讓大家在禱告聚會留下立約禱告

的印記，這幅圖畫記錄了這半年我們有接近一千人次在不同祈禱

會中為著教會上下的生命祈禱，一同建構了這幅充滿生命力的圖

畫。 

正如彼得的提醒，培育屬靈生命是每一個基督徒永遠的功課。

在此，希望以保羅在提摩太前書 6章 11至 12節對提摩太的教導來

勉勵大家：「但你這屬上帝的人哪……要追求公義、敬虔、

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要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未來的日子，靈命培育組會繼續與北衞上下一起同行，在這個黑

暗的世代中努力裝備屬靈生命，燃亮自己成為這個世代中的光，

歇力為上帝打一場美好的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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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衞靈命復興之路   王展維弟兄（信徒生命培育部部長） 

（加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我們生活在功利的社會中，每件事情都會計算代價得失，平

常生活是這樣，在教會事奉也是這樣。我們將屬靈生命也要學習

那「盡在我計劃中」的方程式，然後相信方法多於心靈自然生長

的人神關係。於是，我們往往用了很多心力去尋找靈命復興的進

路，學習靈修方式、修讀聖經課程、努力禁食祈禱...... 

加拉太書 5章 22-25節教導我們：結出聖靈果子，只需要活在

聖靈裏，若靠著聖靈得著屬靈生命，便要靠著聖靈而活，也要靠

著聖靈行事。但是我們為何總是不知道錯過了什麼，好像總是不

得要領。弟兄姊妹，屬於主耶穌才是啟動屬命復興的關鍵。來，

安靜默想，放開一切「方程式」，由心發出：「主耶穌，我屬於

祢！」無須掌控甚麼，只須謙卑歸回主前，「我主，我屬於祢！」 

讓我們誠心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我是屬於祢的，我願意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一

心一意由心裏學習去愛祢，真心真意降服在祢面前被聖靈引導去

認識祢，遵守祢的道。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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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衞屬靈人」計劃   周錦媚姊妹（靈命培育組組長） 

北衞異象 

「重建北衞‧重建生命」是北角衞理堂的重建異象，如何重建我

們的生命？堅立我們對主的信心呢？我們期盼在重建完成前，普

傳「重建生命」的異象，共同學習，向下扎根，往上结果，重建

北衞人的屬靈生命。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

（亞 4：6）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2018 年靈命培育組制定了「北衞屬靈人」計劃，目的是鼓勵及提升

本堂教友在屬靈生命上的追求，期望大家在互相扶持及代禱下，於

靈修、讀經、聖經研讀、祈禱、禁食及宣教實踐六大範疇中，建立

紮根聖經，愛主愛人的屬靈生命。「計劃」於北衞六十五周年的「奮

興 360」培靈會中展開，當晚邀請了劉麗詩牧師主講「充滿祈禱的

屬靈生活」，我們謙卑順服，讓主更新和復興我們的屬靈生命。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

（彼前 2：2） 們因此漸長。」

靈裡得力:「北衞屬靈人」計劃的具體内容如下： 

靈修生活： 

鼓勵大家以不同出版社的靈修書籍或電子版進行靈修，每星期最

少四天，每次最少十五分鐘。 

讀經生活： 

鼓勵參與本堂編定的全年讀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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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操練： 

鼓勵參與大齋節禁食操練及禁食奮興祈禱會，並延伸禁食操練。  

合一祈禱： 

鼓勵恆常出席教會的週四晨禱會、週六泰澤及教會祈禱會。 

聖經研讀： 

鼓勵全年最少參與一季北衞學堂課程或外間聖經課程。 

宣教實踐： 

參與本堂宣教部事工。 

彼此配搭： 

靈命培育組在各範疇上作出配合。在讀經方面，設加油站、讀經

講座，以配合讀經計劃，如邀請盧龍光牧師主講新約導論及聖靈

充滿的生活，邀請何溢信博士主講「從律法書看耶和華與人的關

係」，信義宗神學院院長周兆真博士主講啟示錄；我們又鼓勵弟

兄姊妹參加由中國神學院舉辦的生命之道課程，研讀聖經，以滿

足對上帝話語的渴慕。 

讀書會亦揀選配合「屬靈人計劃」的書本，如陶恕的「受教的心」，

邦茲的「祈禱出來的能力」，黃朱倫的「美妙交響樂」，「祈禱

與禁食‧尋求生命突破」等書。 

靈裡更新： 

2018 年，我們更新了北衞祈禱會，新主題、新內容，期望更多弟

兄姊妹參與；2020年，優化了泰澤祈禱會的內容，以安靜、內省、

默想、親近上帝為主導，用「靈閱」的祈禱模式進入聖經內的經

文場景，聆聽及與主基督對話。 

我們深信「禁食」能激勵弟兄姊妹靈命的更新，復興教會的心志，

本組於 2019 年 3 月籌辦「禁食禱告操練工作坊」，當日盧偉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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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講禁食真義，邀請教友成為北衞的代禱勇士，並鼓勵他們延

伸禁食操練；2019 年 4 月籌辦「苦路行祈禱會」，內容是回顧主

耶穌昔日艱辛的十四站路程，默想祂為我們犧牲的大愛。  

實踐主愛 

我們明白神的真理必須實踐出來，如本革爾（Johann Bengd）在 1742

年言：「將自己的生命全然投入聖經中，將聖經全然投入你的生

命中。」Roy R. Zuck《基礎解經法》，故「北衞屬靈人」計劃鼓勵

弟兄姐妹配合宣教部的事工，實踐主愛。 

靈裡努力 

靈命組會聯繫不同組群，如青少年團長、盟約小組聯絡人、詩班

長等介紹本計劃，讓大家明白主的心意，再推展至其他教友；每

年一月的立約主日，教友會列隊到祭壇前，獻上立約表，與上帝

立約；又會每半年贈送小禮物，以鼓勵教友持續參與；每年十二

月最後的主日崇拜，進行嘉許禮，頒發禮物，獎勵屬靈人一年來

在靈命上追求。 

－2018年 119人參加「北衞屬靈人」計劃，84人獲嘉許，1位姊妹

完成六項範疇； 

－2019年 113人參加，106位完成當中不同範疇，11位弟兄姊妹完成

六項範疇。 

結語 

感謝主！在聖靈的引導下，靈命組的組員都懷著戰慄的心，努力

去承擔主的托付，就讓北衞人靈裡更新，按上帝心意行事，活像

基督。 

「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

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

(西 3：12-16)  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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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洪善丰弟兄 

距離「奮興 360」，原來已經差不多兩年了！大家還記得那 360

分鐘我們經歷了甚麼嗎？當天下午我們為個人、教會，以及香港

和世界禱告，晚上劉麗詩牧師來跟我們分享如何「建立合一禱告

的教會」。 

那時剛剛回來北衞當實習神學生，再一次和大家一同敬拜，

是我當天最觸動的環節。敬拜中有一首詩歌，叫《家》，是為那

天特別學習的，今天再看歌詞，實在五味雜陳。  

各有各背景有波折劇情 

請放心 我願細心傾聽 

與你共走過夜晚 悲傷裡共撐 

期望你傷悲會消減 

閉上你眼睛再找到共鳴 

請放開 再用心感應 

共經歷一切情況 不管到何方 

仍舊以禱告作依傍 

家 全憑它不怕風雨 

就在這家 

重新去建立安慰與寬恕 

同經挫折與歡愉 

共建這家 同行有著你不怕 

縱淚雨灑 仍因你結伴心放開牽掛 

同心去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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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遠走 仍然可歸到此處 

再用兩手 夢想與國度中以心傾注 

耶穌永遠在此處 

全為了祂 情誼可不變不改 

這就叫家 全因這裡盡充滿祢的愛 

同心協力去愛 

一年後的今天，社會環境變了，甚至家和教會也好像不再一

樣。在一些處境中，真的很難、很難去維繫關係；心中很多埋怨、

難以理解、憤恨，甚至是咒罵。「全為了祂，情誼可不變不改」？

如何做到？是的，我們都知道，只有透過上主，我們才能愛人，

特別是敵人仇人，但很多時我們真的做不到；起碼不是一時三刻

做得到，我也在每天的掙扎。或許這正是更需要禱告，領受上主

愛與恩典的時候。願意我們繼續在禱告中行動，在行動中禱告。

主祐北衞，主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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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操練分享          廖俊倩姊妹 

我的禁食操練由「訪韓」開始。 

2006年，我跟我的屬靈長輩與一班同事一起參加「第十八屆

亞細亞訪韓聖會」。過程中，我在祈禱山上禁食了七餐。年青

的我，起初心裡有些戰兢，但最後也決定接受這項挑戰。 

在聖靈帶領之下，我經歷了一個奇妙的旅程。從來沒有想

到自己可以這麼長時間禁食，更神奇的是當中沒有什麼飢餓的

感覺。在禁食期間，我能夠更專注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在山上

禱告洞內，藉着禱告親近上帝。同時，上帝亦藉講員的信息讓

我更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並願意挑戰自己信仰。 

回港後，我也渴望繼續藉着各種方式經歷與上帝同在。但

在忙碌的生活、密密麻麻的日程表內要騰出空間親近上帝生命

的確不容易。 

感謝主，在總議會推動的大齋節期經文默想及操練的推動下，

我鼓起勇氣並下定決心，每星期用一天午飯的時間，禁食禱告（只

喝飲品）。午飯時，我在城市中的綠洲（公園、遊樂場等等）讓

自己有安靜心靈的空間，好好禱告，進行禁食禱告操練。  

起初我也會擔心在工作期間禁食禱告，會讓我的腦袋不靈

光，影響我的工作表現。但原來在禁食的日子，我的腦袋反而

更清晰。反而，我發現面對最大的引誘是在禁食的日子裡，卻

是最多人來邀請我外出吃飯。要繼續堅持需要很大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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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六、七月，是香港很動盪的日子。我工作的地點

鄰近觀塘堂MCS，神讓我有機會參與MCS舉行的午餐禁食禱告會，

讓我可以為香港禱告。在禱告中，上帝讓我可以在眾多新聞資訊

充斥之下，心靈得到釋放，並且讓我專注上帝的話語。 

或許，在這個紛擾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拾恆常禁食操練。願

意我們不要單單着眼禱告禁食的困難，而是經歷親近上帝的甘甜，

感受禱告的迫切。 

坊間有很多有關禁食禱告的文章資料，只要我們下定決心，

加上弟兄姊妹同行和鼓勵，一定發現禁食的好處。  

當我們追求「以膝代步」，藉禁食禱告親近上帝的時候，我

們便能夠靜聽身體的說話，發現自己的限制甚至罪惡，等待上帝

親自的供應，學習脫去舊我，更新突破。 

  

13 



苦路與你         阮雁平宣教幹事 

每年的受苦節，教會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帶領會眾思念主耶

穌基督為世人所承擔的罪與罰。去年我參加了靈命培育組所預備

的「苦路行」祈禱會。我們透過一站又一站的經文和畫像，安靜

地默想，進入當時主耶穌處身的場景，與祂同走一段路，感受祂

的痛……感謝主的深恩厚愛！那個黃昏的體驗，再一次提醒我們

是何等的罪人，根本毫不值得主為我們犧牲，然而主定意選擇愛

我們到底，就一路堅持，直到走上十字架。信主的年日久了，容

易將主愛的滋味淡忘；求主幫助我們，時刻珍惜與主同行，因祂

時刻都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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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衞屬靈人運動的心聲        丁幗英姊妹 

感謝主，讓我在北衞屬靈人運動有份，實在是上帝給我的福

氣啊！也感謝弟兄姊妹們看見「北衞重建教會的建築物」，同時

也看到信徒生命彼此建立的需要及重要；讓彼此間得着造就，可

以互相激勵而發動這個運動。本堂的門徒課程，盟約，讀書會，

祈禱會，一向都有一班熱心的弟兄姊妹們參加。靈命組刻意安排

了「奮興」36O培靈會，「禁食」工作坊（拉 8：21-23、斯 4：3），

「苦路」工作坊（珥 2：12）......等。弟兄姊妹不但可以集思廣益，

認罪悔改（希 4：15-16)，沉澱思考與上帝的關係，享受與上帝獨

處；特別是要幫助我們經歷聖靈的臨在，被聖靈充滿，讓聖靈光

照我們的幽暗，好讓我們能恢復神的形象！  

信徒都是被上帝呼召出來組成一群屬上帝的兒女。（約一 3：

1）信徒群體回應上帝的呼召，目的是要將整個生命交託奉獻給

那位揀選我們的上帝。藉著聖靈臨在，建立基督的肢體，讓聖靈

在我們裏面工作，並且預備主再來。父曾降臨西乃山；基督道成

肉身在世上工作的期間是子的時代；基督升天和再臨之間是聖靈

的時代；聖靈在五旬節降臨。讓我們看見三位一體的上帝，是如

何預先鋪排、合作、執行救贖的工程。父推薦子（太 3：17），

子推薦聖靈（啟 2：11），聖靈為主作見證（約 15：26）。基督

耶穌如何把父上帝的工作彰顯給世人，聖靈也照樣把基督的工作

彰顯給世人。五旬節就是上帝如何差派聖靈按著預訂的時候，為

着明確的目的來到世界。聖靈降臨開始建造耶穌基督的身體（教

會），聖靈使人扎心、悔改、罪得赦免，得醫治，釋放！聖靈賜

能力給門徒，使我們放膽傳講福音（林前 3：16）。我們需要警

醒，在主面前認罪悔改，歸回上帝！ 

看見弟兄姊妹們同心合意復興教會，實在是上帝的恩典臨到

北角衞理堂！願榮耀頌讚歸於三一真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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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陳偉文弟兄 

能夠在北衞的《門徒》課程事工上有份，與來

自不同年齡、背景及小組的弟兄姊妹透過研經彼

此認識及相交，實在是生命中的美好福氣。  

上帝的安排總有其心意。當我考慮自己的事奉方向時，特別

是希望能在平日的晚間事奉之際。神就安排我負責綠色《門徒》

課程，不但能讓我學以致用，更透過 8個多月的交往，讓我能跟

一同學習的弟兄姊妹建立深厚的感情。第一次任教時尤要感謝賴

姑娘的拔刀相助，願意奉獻其寶貴的退休生活時間，跟我與一群

渴慕主道的弟兄姊妹，渡過極美好的 32星期。當中最為感動是大

家很珍惜彼此分享的時間，尤其一些涉及私隱的內容，也能在深

入的分享內和盤托出，那份信賴與交托，實在令身為助教的我為

之動容，也讓我更愛北衞這個大家庭。 

到了今年，自己能獨當一面帶領新一屆綠色《門徒》課程，

縱然連帶自己當年所學已經歷了兩次的課程，但今年在預備過程

中仍偶有新發現，加上友會弟兄姊妹對經文的熟悉及理解，往往

能發自身所未發，所以雖然在任教的初期經歷工作上的壓力及病

患的困擾，但每當進入課程教學後，我總能從壓力及病困中釋放

出來，享受那兩個多小時與神與弟兄姊妹相交的美好時間。上帝

的意念總在人的籌算之外，但又比人的籌算更切合我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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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至此，課程已過了一半，在研讀使徒行傳時，錄像光碟的講

者司帝文‧培梅爾對此書卷的分析，往往鞭策軟弱的我繼續在屬

靈及事奉的道路上努力，使徒行傳確實沒有結局，每一代的信徒

也延續著使徒行傳的故事，而我們亦透過《門徒》課程，不斷鼓

勵大家「扎根真道．深入世界」，繼續使徒的傳奇，薪火相傳，

成為這個世代使徒行傳的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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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信仰小組 --「盟約門徒」    林譚慧慧姊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基督徒不能獨自修行，要定意過着信

仰群體的生活，才能抵擋邪惡勢力的誘惑，衝擊或吞噬。循道衞

理聯合教會於 20O2年推行盟約門徒事工，目的是讓信徒彼此關懷，

督責，守望，牧養，在上帝豐盛的恩典中穩定成長，過着聖潔生

活。 

盟約門徒小組是多元化的組合，沒嚴格的規範和模式，沒導

師的督導。個別小組只按四大範疇一靈修，敬拜，關懷，公義，

來訂定一年的約章，與上帝和組員立約實踐。其中的組長更要忠

誠委身，肩負建立組員的生命連結，督促組員履行約章，堅守盟

約精神，若遇上困難問題，便要作恰當的處理，需要時尋求牧者

或同工的協助。故此組長被視爲小組的命脈。  

過往在實踐盟約行動中，大多數組別都能履行所定的條約，

其中關懷，敬拜和靈修三方面表現比較平穩。一般潛在的問題聚

焦在組員時有疏懶，因循作業、在過程中感覺枯燥乏味、有因工

作或交通或聚會改期等問題以致遲到，來去匆匆，迫於缺席等情

況，影響小組的士氣和運作。特別在去年 6月開始，香港社會陷

入政治紛亂的環境裡，引起組員間政見分歧，思想偏差，關係緊

張，甚至產生分化或離心的現象。以上種種危機都需要組長和組

員共同努力，靠著基督的愛，互相尊重，包容，勗勉去改善和化

解。幸好目前各小組的組員仍能持守對上帝立約的初心和彼此的

承諾，繼續攜手前行。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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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約事工記錄上，北衞每年參加的組別和人數常列前矛。

持續運作了十多年的小組仍有以馬內利組，亞伯拉罕組，仁愛組，

感恩組等。已完成 12 年獲取 12 個門徒徽章的組員，大不乏人。

這些足以證明盟約門徒小組有其存在意義，價值和功效。筆者參

加盟約 17年之久，未嘗覺得它是一種枷鎖或擔子，反而因藉著這

渠道能與上帝及組員維持長久密切的關係，有助提升自已屬靈生

命的質素，領受上帝源源不絕的恩典，是何等有福！  

但願上帝透過盟約祝福北衞更多的信徒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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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永恆國度      陸黃綺雯姊妹 

由 2018 年的第二季至今，不經不覺已和讀書

會的同伴完成了三本屬靈書籍了。分別是《祈禱

出來的能力》、《禁食禱告的突破》、《和美妙

交響樂》。很感謝各領導每一次都為我們挑選一

本十分合適的書籍，對我們的靈命增長有很大幫助！ 

其實早於 2017年初我還未接受洗禮時，在晨曦祈禱會完結後，

周錦媚姊妹在我們吃早餐的時候，已邀請我參加，但礙於我當時

未有信心分配到時間，而且我想自己先完成閱讀一次聖經，所以

婉拒了。感謝聖靈的帶領，一年後我真的完成了整本聖經每一卷

最少一遍，剛巧王展維弟兄又再一次邀請，就是這樣我跟著主的

牽引帶領，我便成為了讀書會的一份子了。  

記得我第一次參加讀書會是旁聽身份，因為臨時參加，所以沒

有做好準備。當我看見大家一同完成同一本，還會分組分別為某章

節做準備，為大家分享自己的領受，感覺是多麼美好！之後當我知

道讀書會所揀選的下一本書，剛巧是我自己之前看過的《祈禱出來

的能力》。世上那有這麼巧合的事呢？再一次感謝主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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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了讀書會之後，對我靈修方面有很大的幫助，它令我可

以以多角度去思考一些問題，可以透過組員的分享，讓我可以用

一個嶄新的角度去解開一些以前想不通的聖經問題和人生哲理。

我亦因此培養了定時閱讀和靈修時間，一對子女也被我影響，他

們十分喜愛閱讀，感謝主！ 

未來的一年，我會懷著一份感恩的心，熱切期待讀書會所挑

選的兩本精彩書籍，與大家一同透過閱讀遨遊天父的國度！ 

(箴「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言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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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晨曦祈禱會         凌焌堅弟兄 

祈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因為這是上帝賜予作為信徒與

祂交流、傾訴的權柄。而晨曦祈禱會正是弟兄姊妹能對上帝表達

重建教會的關注及委身。藉着晨曦祈禱會，以歌聲與上主連結，

同感一靈。聽弟兄姊妹於早晨時的分享經文，對自己於重建的承

擔的激勵及提醒。於分組祈禱時，大家同心合意為着教會重建的

不同項目作出祈禱。然後大家在晨曦祈禱會一起拍照。 

當然每星期四早上，內心都很想準時出席祈禱，但近一年來

身體却軟弱了。在星期三的晚上已經將手機鬧鐘的時間調較至六

時正及六時零五分。但近這一年都不能準時出門。通常最少在床

上反覆轉身半小時，才能起床，以致不能準時搭上巴士，尤感後

悔。到最後都是來到大合照，甚至到吃早餐才趕到。但弟兄姊妹

用愛心提醒我，要習慣於星期四準時起床。希望完成了這篇文章

後，每星期四能準時於六時二十分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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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靜靜地事奉           謝曉沁姊妹 

加入靈命組前，對其印象不外是鼓勵弟兄姊妹祈禱、讀經、

靈修等，以培育靈命，是個非常安靜的組別。已忘了是誰邀請我

加入靈命經組，記得當時沒有考慮太多，便答應了，只因我喜歡

安靜地事奉。 

靈命組負責不同的靈命推廣活動，我二話不說，選擇協助圖

書館的工作，除了因為自己喜歡閱讀外，還認為這是最安靜的工

作。後來，因着工作忙碌而影響作息時間，身心俱疲，不得不暫

時放下圖書館的工作。 

後來有機會在新葡見證分享會擔任主席，最初被邀請幫忙時，

心裏是萬般不願意的，一方面自問對舞台有點恐懼，一方面也不

是口才了得之人。不過在不好意思推卻之下，經過無數次的祈禱，

盡量做足準備工作。就這樣，第一次完成了。這才真真正正感受

到上帝給我們的考驗，一定能挺得過去。 

不得不提的，是北衞屬靈人運動。這個活動除了要與其他組

員一起處理大小事務外，更重要的，是鼓勵弟兄姊妹關注靈命的

成長，同時，也推動自己在靈命增長上要加把勁。  

期望在以後的日子，能在靈命組繼續事奉外，也不忘為自己

的靈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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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跟主腳蹤向前走        王海倫姊妹 

雖然我洗禮已十多年，但自問惰性很重，需要被督促向前走，

如自我放任便會好食懶飛。感恩我能加入靈命培育組，與一班弟

兄姊妹互相勉勵，看顧，督促。又因為常靈修祈禱，我與天父的

關係才不會疏離。否則我如爐火沒好好加柴漸漸熄滅。我現在按

讀經計劃覺得很容易一章章把聖經讀完。常祈禱，靈修，更覺與

主親近，便明白祂差遣的事奉使命。看似辛苦的工作我覺得越做

越喜樂，因為我很開心渺少的我可以這様傳福音，祂要我事奉的，

我必然可以承擔，因為祂與我同工，一切榮耀歸於天父。  

靈修項目中，我也有選擇參加每星期四為重建北衞的晨曦祈

禱會，教堂已拆卸，現在進行重建，天父帶領着順利渡過每一個

難關，我們現在像以色列人在曠野要行到天父應許之地般，在沒

教堂的日子，感恩天父賜恩典我們可以借中學的禮堂用，弟兄姊

妹在星期日搬排椅子，把禮堂變身為聖殿，大家可以來崇拜和歌

頌讚美主。我們沒有因為不便停下來，我們繼續跟主腳蹤向前走，

盼望主內弟兄姊妹踴躍參加靈命培育組，彼此勉勵，學習，宣教，

分享，讀經，認識使命，殷勤事奉，與主關係密切，靈命豐盛成

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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