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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兆中
今期我們邀請了五名參加了洗禮班的教友與
我們分享加入本堂的經歷，以及對未來團契生活
的盼望。此外兩名資深教友也訴說他們擔任洗禮
班組長的心路歷程。本堂主任牧師彭培剛法政牧
師也跟我們介紹洗禮班各項新猷，目的是讓新加
入本堂的教友能够盡快融入我們當中，讓他們在
靈命上得到長進外，也為推動本堂事工發展出一
分力。
參加洗禮班是成為基督徒的入門聖事，也是
個人對上帝所許下的承諾。今年本堂洗禮班學員
合共 37 人，他們均在正式開課前，與彭法政個
別面見，增加彼此認識。彭法政說，單單透過課
堂是不能深入了解每一位參加者報名背後的原
因。單獨面見可以讓他明白每位學員對洗禮這門
聖事的理解及認識，以免誤會了洗禮的作用。

除了個別面見外，今屆洗禮班的課程也進行
了革新，彭法政挑選了由英國著名聖公會牧者
John Scott 所撰寫的《我信上帝》為洗禮班的課
本，讓教友能更有系統的掌握牧者們在課堂上所
授的知識。另外，課堂除了包括約 30 分鐘的授
課式教導外，也引入分組討論的時段，在資深教
友擔任組長的帶領下，鼓勵教友們在分組討論時
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提出問題，讓他們在與其他教
友及組長交流下能掌握所學的知識。而為了讓組
長們有時間準備，牧者們也會提早把每周日的課
堂內容及問題提早發給組長。

「一個人要接受洗禮是一個很特別的決定。
我需要與每名參加者互相認識後，知道他們明白
洗禮的意義，也要讓我覺得他們理解洗禮的重要
性。洗禮是對上帝的承諾，要明白他們需要付出
才能成為教會的一份子。」彭法政說。

「我們特別設計了分組討論，是因為組長可
以更近距離的方式，照顧一眾學員，組長可以幫
助教友融入本堂的生活，更細緻關心他們的需
要。」彭法政說。
除了在課堂上以互動方式，鼓勵教友們活學
活用課堂上的知識外。本堂也為參加洗禮班的教
友安排了兒童照顧服務，讓教友們能專心上課，
也毋須因為帶同孩子上課而影響學習進度。
~1~

今屆洗禮班於去年十一月開始，正值社會動
蕩不安之際，在今年起又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
情，讓教友們的崇拜生活大受影響，以往每周日
回教堂參加崇拜變成只能透過網絡在家中參與。
洗禮班的學員也一樣，課程在二月停課一個月
後，於三月起以 Zoom 形式復課，讓他們也能繼
續學習。彭法政說，以網上授課最大的好處是方
便，讓教友們能够足不出戶透過網絡參與學習，
但由於信徒是講求群體感，無法一起上課也讓群
體感減弱了。在缺乏面對面的溝通下，教友們的
關係也有點疏遠了。

在這段特別時期，彭法政也鼓勵一眾洗禮班
學員積極參加本堂的網上崇拜，透過詩歌和祈禱
來認識上帝，讓自己的生活與上帝有更緊密的聯
繫。牧者們在崇拜的講道篇章也傳播「無畏無懼」
的信息，也讓他們明白信徒生命的特質，在生活
中面對逆境的情況下，能看清自己和世事。彭法
政也鼓勵學員們多閱讀靈修文章，強化有關對上
帝的認識。
洗禮班學員在領洗後，不代表學習主道的完
結。彭法政鼓勵他們參加本堂的以馬忤斯課程，
進一步學習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並融入教會的生
活。希望他們的靈命成長，在一年後領受堅信禮。

李凝：重回祂的懷抱
我醒覺了，除了祂，別無其他能對我一次又一次
的寬恕，能叫我反省知悔，能讓我心懷平安。現
在希望藉着領洗來洗滌我以往的罪，讓我再生。」
基督教給李凝的印象是無私、大愛、善良、
救贖的一個宗教信仰。聖經是一本包含愛與罪、
智慧、哲理、歷史、約法、人性、關係、倫理、
婚姻、政治、權力、種族、歧視、信仰、鬥爭等
數之不盡的深層知識的福音書籍。她認為聖經絕
對是一本可以在一生人中，不斷重複閱讀並能累
加知識的舉世宗教經典著作。
「我覺得在《新約》中主耶穌基督經常引用
比喻 / 寓言，去導人思考、反省、悔改。憑着相
信從而得救，打破舊約墨守成規的格局，讓當時
的人類可以不分階級、種族及背景等，皆可信奉
基督。這對基督教往後二千年的發展，帶來無可
估計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李凝說。

在中港兩地經營貿易、設計和建材業務的李
凝，大部份時間都留在中國內地。但在她的知己
夥伴引領下，讓她走進聖保羅堂。她深信這是主
對她的呼喚，重回祂的懷抱。

對於在洗禮後如何參與在本堂的事奉，對中
港兩邊走的李凝而言，的確要作出取捨。她說初
期會先參加團契，多聽取教友及牧者的意見後再
作安排。但她明白必須透過自身的參與，跟教友
們學習並了解基督真理，來增加自己的靈命。

李凝家有七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曾在基
督教幼稚園和小學，天主教中學和道教中學就
讀。自 2003 年開始中港兩地經營自己的公司。
平常工作繁忙的她，又如何認識聖保羅堂呢？

「我十分期待未來能在聖保羅堂教會內，跟
一衆資深牧者學習、多問多聽多交流，並藉此幫
助我的靈命成長。」李凝總結說。

「我相信這是神的安排，在聖靈的引領下，
由我的知己朋友及工作夥伴葉維茵小姐 (Angela)，
牽着我走進聖保羅堂的。」李凝說。

印象深刻的聖經章節：

李凝深信是主對她的呼喚，叫她重回主的懷
抱。她說自己的前半生無論在思想和行為上經常
犯錯背叛主，明知故犯又不改過。「現在天父讓

路加福音十章：30-37 好撒瑪利亞人
使徒行傳九章：1-6 掃羅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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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欣：與孩子們一起追隨基督
很感恩孩子獲得取錄，也開始了在本堂參加崇
拜。她發現本堂的禮儀與她在外地崇拜的大致相
同，讓她有親切感，所以繼續在本堂崇拜。

在海外留學時已
信奉基督的林家欣，
回港發展事業後便因
朋友的關係，認識了
聖保羅堂，但一直到
了兒子入讀了聖保羅
堂幼稚園後，在學校
老師的介紹下，為兒
子報名參加主日學，
才開始了她在本堂慕
道的開始。

家欣表示基督教給我的感覺是和平、喜樂、
溫柔、寬恕、忍耐、仁愛……等等，也覺得基
督徒特別善良。她說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一本寫
實書，覺得聖經在不同的時候閱讀會有不同的領
悟。身為全職家庭主婦，她最近最喜歡的經文便
是《箴言 22：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這也是家欣帶兒子上主
日學的原因。下年度她也會帶女兒上親子班主日
學，希望他們也能跟隨主，走當行的道。

家欣在海外留學
後，在獸醫界工作，
婚後育有一子（6 歲）及一女（2 歲），現為全
職家庭主婦，照顧兩名孩子。

在聖保羅堂參與崇拜一段時間，家欣每次聆
聽牧者們的講道，都覺得有所得著。她很期待可
以在本堂學習更多聖經的真理，也期望本堂能幫
助她裝備自己，讓她能長出更多屬靈的果子，在
日後能事奉本堂。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會讀經、祈
禱和懺悔，使自己的身、心、靈都能活在基督的
教導中。她日後也希望花時間學習中文聖經，增
進更多基督教的知識。

「我有一位朋友 (Joey Chung) 原在本堂崇拜，
一直也有請我參與，但那個時候因舅父中了風，
所以我一直陪伴我舅母在九龍城崇拜。」家欣說。
當她的兒子入讀聖保羅堂幼稚園，從宗教科李老
師得知本堂的主日學，便帶同兒子報名參與。她

陳嘉禧：上帝為我分憂
教會要持續發
展， 少 不 了 一 班 年
輕人對基督信仰的
火 熱 之 心。 今 年 洗
禮中的其中一名姊
妹 陳 嘉 禧， 便 在 朋
友 的 引 領 下， 來 到
聖保羅堂深入認識
基 督， 學 會 從 禱 告
中向基督分擔自己
的 憂 慮， 讓 自 己 內
心感到平安。

在學習聖經的過程當中，嘉禧對《腓立比書
4：6-7》體會最深。經文說：「應當一無憂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神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嘉禧說這是一位朋友送給她的禮物上寫着的
聖經章節，而這一句話語亦是反映了她在信主過
程中的體會。「我是一個比較容易焦慮，什麼事
情都會擔心的人，在崇拜和團契中學會了藉着禱
告把自己的擔憂，軟弱無力，不知如何面對的事
情都交托給上帝。禱告後都會心裏感到平安，因
為知道上帝必定會看顧我，為我作出最好的安
排。」

嘉禧自小便在基督教的學校長大，畢業後曾
在會計師樓工作，現時為銀行從業員。她坦言以
往都沒有主動接觸教會，但直到有一次和一位朋
友深入傾談信仰相關問題，以及信仰如何影響人
的價值觀時，經深思後才發覺自己對基督教的認
識太過膚淺。她認為自己可以嘗試踏前一步，上
教會了解更多。

嘉禧即將接受洗禮加入本堂，她分享說：「我
只是很簡單的相信有唯一的上帝，心中有一股莫
名的動力去返教會，聽到別人見證分享時有所感
動，在崇拜中和自己祈禱中感覺到平安感恩，一
點一點的讓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日後她希望
透過團契可以與其他教友互相分享生活，在查經
時學習聖經的教導，以及在每星期的主日崇拜中
聆聽上帝的話語，反思自己的過錯。

嘉禧的好友及幾位相熟的中學同學都是本堂
的教友，順理成章地她也加入了聖保羅堂的大家
庭，參加了青少年部便雅憫團的活動，也有參與
主日崇拜。現在她更成為青少年部的財政，把自
己的專業貢獻教會。

在最近的疫症下，大家不能如常地到教會崇
拜和參與團契，嘉禧說她會常常禱告，每日反思
自己有沒有做到神所不喜悅的事，並在工作和家
庭上效法基督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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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強：把握機會領受堅信禮
他與太太還在拍拖的時候已上聖保羅堂，還
已領洗，但一直沒有領受堅信禮。至於為何會
選擇在現在作這個決定？他說：「因為覺得現
在是時候吧，而我也沒有藉口不去領受堅信禮。
以前的原因是時間不許可，現在我認為要把握機
會！」
彭兆強為了領受堅信禮，參加了今屆的洗禮
班。他在經過面試後，在去年十一月十日開始上
第一課，感到非常期待及興奮！「我終於可以確
立自己向主學習，聽講主的道理了。」不過，在
上了十個課堂後，卻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疫症，
打斷了洗禮班的進度，停課了五星期。後來在三
月初終透過 Zoom 以網上會議形式復課。
「只要我們可以利用科技，保持對主的信心，
我們仍然可安坐家中學習，能够同感一靈，一起
敬拜上主，聽主的道，使我們與主的溝通不會疏
遠，反而更多更親密。」彭兆強說。

相信不少聖保羅堂的兄姊都會對彭兆強很面

從事酒店業的彭兆強，被問到如何在日常生

熟，沒錯，原來他不是新接受洗禮的教友，他在

活活出基督的信仰時說：「日常生活要有仁愛，

本堂已度過了三十多年，到了今天他決定踏前一

不論對內對外，自己、家庭、社會，要盡量做好。

步，進一步確認自己的信仰，領受堅信禮。

要平安、和平、自己要平和、不要對人不好、心

彭兆強在聖保羅堂早已事奉過不同的崗位，

裡平安，各國和平。最後還要恩慈對人！」

包括獻捐員、聖堂擺花、小組裡的煮食工作、特
別節日或有主題的飲食及準備工作，以及上年開
始新增的主日接駁巴士接務等。

劉永晉：學會做一個更好的人
即將接受堅信禮的劉永晉，現在就讀中三。

日後的事奉作好準備，坦言教會有什麼要幫忙他

他希望教會能教導他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

都應該能夠協助。

永晉自嬰孩開始，便跟父母一起上教會。對

他更希望他的朋友成為基督徒，永晉說他會

他而言，基督教信仰是他生命裡很重要的道路。

和朋友們分享神的話語。

經過老師的鼓勵，他決定了參加堅信禮班，而他

被問道他最喜歡聖經裏那一篇章時，永晉選

也想加入教會。

了創世記第二章一至三節。「因為我覺得休息是

「我期望教會可以幫助我多些了解基督教和

一樣好重要的事，而神已經安排了大家的休息時

教導我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永晉說。他更為

間，不會過度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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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活多一次
溫健豪
希望「生命能活多一次」的遐想，在現實當

組討論模式，藉着彼此的交流、分享經驗讓我們

然是不可能的。也許這或是反映我們的生命可能

能夠轉化信仰上的認知成為內心的信仰。藉着每

有着遺憾，或錯過想做對的選擇機會？又或渴望

一次的會面，讓新舊教友有更深的認識，使我們

一個更精彩的生命？在醫院工作的我，最大的滿

更容易融入教會的生活。

足就是能看到病人康復出院，重新過着一個有尊

我很感恩可以看到新弟兄姊妹得到重生加入

嚴、有意義地生活，與親人快樂地生活享受生命。

教會，在教會裏扎根成長，滿有平安喜樂。這豈

感謝天父在本年的洗禮班中，讓我能與慕道

也不是同行者，小組的組長的最大滿足！更感恩

的弟兄姊妹重新領悟基督信仰上的基礎，也感謝

的是能夠與熱心的弟兄姊妹一同在帶領小組事奉

彭培剛法政牧師在每次洗禮班後半節引入新的小

上，彼此補足，在成聖的路上不再孤單。

神的差遣
李載欣
回想當初大同兄邀請我作洗禮班組長的時

教會活動上。雖然效果始終不及面對面般親切，

候，我即時問自己：「得嗎？」。雖然自小已上

但能「隔空面對面」已經是很理想的安排。特別

教會，受洗也多年，但能否作好神這次給我的

是小組討論時，氣氛和效果也跟平常沒有多大分

召命呢？但回心一想，神讓我在不同範疇中作事

別。我們組員之間，不論是年青人、新任父母，

奉，我應受祂的差遣。

甚至是祖母級，全組人都十分準時亦準備充足，
完全沒有被科技難到，很快便熟習上手，可見大

洗禮班組長的工作，是每星期跟即將受洗的

家都能與時並進、不停學習，做人如是，宗教信

弟兄姊妹們一起上堂聽道、帶領組員一起討論和

仰亦如是。不過，當然也希望疫情早日過去，我

分享信仰的訊息。當年受洗時，我只是一個小男

們能重回教堂。畢竟，每個主日的崇拜和各團契

孩。事隔三十多年，在課堂上重新聆聽，讓我溫

活動已是我家三代人生活的一部份。

故而知新，對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體會，就像重
新學習一樣。特別在禮儀方面，讓我更深入的了

完成洗禮班並不是結束，反而是基督徒確立

解當中深層的意義。作為兩個小孩的父親，使我

信仰的開始。每星期到教會敬拜上帝是基督徒應

更懂得如何帶領他們在靈命上的成長，神在此時

盡的本分。願各位即將受洗的弟兄姊妹，願意讓

給我這個召命，真有其美意。

天父進入他們的生命，使祂成為各人生命的救
主。我希望大家藉着加入聖保羅堂這個大家庭，

疫情下，洗禮班由暫停到近日的網上進行，

使屬靈的生命不斷成長，並能够持續堅守信仰的

可算是前所未有的事，但在疫情下，網上授課是

決心。

實際的可行方法，想不到這種視像授課會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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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禮文為基督徒間的互聯網

彭潔儀

我們參與崇拜多年，對於禮文不會陌生；但

道筆記，是理性的參與；有時則較重視聆聽、視

感謝聖保羅堂安排我們在大齋期讀《聖餐禮》一

覺和嗅覺感受；但都少會在崇拜後與教友分享。

書、輔以著者林振偉牧師的解說影片，讓我們體

在這四次小組內我們既一起學習、又互相分享第

會平日所用的聖餐禮文 ( 第二式 ) 豐富的神學涵

一身經歷的神學，實是不可多得的機會。

意，其演變亦與教會的歷史處境息息相關。若說

疫情下大眾維持社交距離，失去固有聚集的

教友在教堂建築物內聚集、連結，聖餐禮文便是

規律，雖有網絡之便，我們也未必會約定時間彼

另一種「建築」，把不同時代的基督徒連結在一

此關心和分享信仰。然而因著本堂安排的會議軟

起。今天人人都慣用互聯網與遠方的人交流，但

件和分組時間，我們開始在螢幕上「面對面」看

與歷史中的信徒連結，卻是我們的獨有體驗。相

著表情、聽著聲音，關心彼此近況和分享疫情中

信遲些我們可以回教堂聚會、領聖餐時，會更珍

的感受。困境中我們也發現到科技的好處：能讓

惜這連結的機會。

我們與身處海外和家居檢疫中的教友直接「見

除了學習禮文內容，這靈修之旅的另一重點

面」；而眾人安坐家中，更不用擔心散去的腳步、

是讓教友在小組內分享對禮儀的領受。在崇拜期

交通延誤和教堂關門的時間，反讓我們常超時分

間，我們會思考禮文、經文和講道，甚至寫下講

享呢！
在疫情之下，我們的生活變得不一
樣，教會生活亦然。目前我們雖然透過
網上崇拜轉播一同敬拜、領受一樣的教
導，但本來多元化的團契生活就變得困
難、形式較單一而靜態、也需要更用心
安排。但願我們在疫情下都能夠適應、
投入另類的教會生活；繼而善用科技互
相關心，並關顧一些沒有足夠網絡資源
和防疫物資的朋友；好讓疫情無阻我們
連結他人，送上祝福。

一趟愉快旅程
楊浩然
我們閱讀了北角聖彼得堂主任牧師林振偉牧
師的著作《聖餐禮》。但是，除了書本，我覺得
最為特別之處，是書本以外，今次學習過程中還
有非常多的輔助資源，包括由宗教教育中心提

我受託在此分享一下在今年大齋期靈修之
旅，透過 Zoom 參與並當組長的體驗。其實，這
敞靈修之旅有數十位兄弟姊妹和多位組長參與，
我想各自都一定有很豐富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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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林牧師主講的全書摘要影片、讀本摘要、影
片摘要及討論問題。諸聖座堂范晋豪座堂主任牧
師亦拍攝了的導讀影片。另外，本堂也為組長們
辦了一次培訓，由牧師們和傳道幹事講解書本大
綱。而每次課堂開始，又有牧師們及神學生預備
的引言，可說是豐富之極。

人的信仰領受，我想，也像是參與聖餐崇拜，有
個人的領受，又有與兄弟姊妹的相聚。
在第一次課堂前，我真有點擔心，看著電腦
和兄弟姊妹分組可行嗎？書本內容十分豐富，每
課篇幅不少，如果未看完又或未看清楚，我們如
何分享？如果無人分享又如何？這些未知的事
情，正是一趟旅程的引人之處，亦看到天父的帶
領，和兄弟姊妹共渡了四次愉快又坦然分享的晚
上。

以上的內容，參加者固然是知道的，就算未
能參與的兄姊，也不難在網上找到從而學習。我
想分享的是，從各方面為這趟靈修旅程的預備，
和組員每周的參與，我真有一點旅行的感覺。你
可能有很多旅行的經驗，參與旅程當然美妙，如
果能夠欣賞到以至參與到旅程的預備，又多了一
番體會。林牧師指出在聖餐禮中，重要的是能夠
有第一身的信仰領受和體會。個人去閱讀可以獲
益，但是，一同去閱讀，分享個人體會，聆聽別

在最後一次課堂，彭培剛法政牧師作出總結
時，祝願大家珍惜並持守「分散 - 聚合 - 分散」
的崇拜特質。我想這正是在當下，我們分散各處，
但是仍然相聚在一起，不是 Zoom 或是網絡，而
是因為主的愛，聯繫著聖保羅堂的一家人，祈求
我們很快再相聚！

疫情下的聖保羅堂
鍾麗珍
不知不覺來到二月最後一天，我發覺我雖然

發覺坐墊、經書、水龍頭等多個樣本帶有這病菌。

有佩戴口罩，但無清新自由空氣；我有使用酒精

坐墊、經書、水龍頭這些在聖保羅堂都一樣不缺，

搓手液消毒我雙手，但無人再和我握手；我有米

易地而處，如果確診發生在我們聖保羅堂會如

糧，但缺了靈命上的食糧。因為疫情，我無法去

何？本堂每個星期有三數百人聚集祟拜，情況難

瑜珈，因為疫情，孩子的外展活動要取消，因為

以想像。除了自己防疫之外，我們可以為本堂改

疫情，我們一家星期日不能回本堂祟拜；我的生

善什麼？聖經 / 詩集每個位都有一套，交叉感染

活實在太乏味。

問題應該不是太大；坐墊我們用的物料也是易於
清潔；唯一比較擔心是水龍頭，我們可否將傳統

孩子週一至週日盡量留在家中，好不容易等

的水龍頭更換為感應式水龍頭？為了不增添教會

到週末我放假，想著天晴到郊區走走，去到郊區

的正常開支，我們能額外籌募這個費用去處理這

就發覺人頭湧湧，而且每個人都沒戴口罩，我們

個項目嗎？我們齊心防疫，希望一切盡快回歸昔

在擔心及掃興的心情下離開繼續向前走。我們最

日一樣。

後走到比較人少的海邊吹吹海風，曬曬太陽殺
菌，與水蟹大戰多個回合，這晚孩子睡得特別好。

最後，真心感謝負責每週主日祟拜錄影及製
作網上分享的弟兄姊妹們，你令我感到聖保羅堂

繼打邊爐群組，鑽石公主號群組，這幾天聽

既先進又暖心，以前只有聲音講道，現在有聲有

到新聞報道最多是北角某單位的佛堂群組，因為

影像播放整個祟拜過程。感謝！願主賜出人意表

有人確診而需要全單位內上上下下各物件化驗，

的平安給聖保羅堂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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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麗
本堂分隊訂於每年一月份在主日崇拜中舉行週年立願禮。
立願禮具多重意義，不單為見證隊員一直以來努力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讓隊員及導師在上帝及教
友面前重新立志成為基督的精兵。
在崇拜中，除了立願儀式外，隊員都會獻唱一曲，表達對上主的恩典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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