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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特別的一年，大家在
抗疫中的崇拜生活如何？雖然今年
聖誕節期的崇拜，因為疫情而要改
在 網 上 進 行， 但 我 們 在 10 月 初 至
11 月底也曾短暫恢復了實體崇拜，
讓大家回到教堂一同敬拜天父。今
期我們邀請了本堂牧者和一些部長
分享了疫情中崇拜生活的點滴。

疫症中奮力前行

彭培剛法政牧師

由於新冠肺炎疫症的關係，教會的所有聚
會，包括崇拜，都不能夠在現場進行。最近教會
崇拜可以恢復讓部分的教友參予，雖然最多只能
容許一半座位數量的人出席，但我的內心仍然是
無比的雀躍和興奮。
這一次的抗疫經歷，可以說得上是對教會本
質的衝擊和考驗。教會本來的意義，其實乃是一
群愛主的信徒走在一起，相愛互助，一同敬拜讚
美上帝。可是為要避免疫症的傳播，却要限制人
與人的溝通和交往，甚至面相也要用口罩遮蓋起
來。作為牧者，內心最掛念和憂慮的，乃是個別
教友，特別是長者，會否陷於孤單和抑鬱之中？
各個團契或單位又會否受到衝擊，以致失去了彼

此的維繫和關連。眾多的教友，特別是初信者，會
否對上帝和信仰產生動搖？
我要感謝上帝的首要事情，乃是看到同工和教
友們的熱心和努力。為了盡量令大家能夠保持對信
仰的熱誠，大家（特別是影音部）都努力地讓主日
崇拜優美地呈現在大家面前。此外，透過電子媒介，
每天都有不同的靈修資源傳送給大家，同時盡力協
助和鼓勵不同的單位和團契透過視像的方式來舉行
聚會，甚至是進行醫院和家庭探訪。
謹願上主看顧，讓疫症早日受控，教會生活可
以重復正常。

感恩一同敬拜上帝

梁智偉牧師

由 10 月 4 日回復公開主日崇拜
至今，最感恩的，是弟兄姊妹能夠聚
首，一同敬拜上帝，這是何等佳美之
事呢？
在早前疫情較為嚴峻的時期，我
們都是以錄播（先錄影後播放）的方
式進行主日崇拜。有賴科技幫助，的
確令不可能變成可能，教友安坐家
中，仍然可以在本堂網頁收看崇拜片
段，參與早禱或聖餐崇拜。然而，真
實的相聚始終是多了一份親切、實在
和穩妥，這是遙距觀看崇拜不能取代的要素。另外，弟兄姊妹見面時，雖然要保持安全距離和帶上
口罩，但仍能面對面地問候彼此近況、關懷彼此的生活，這種親身的交流與接觸，亦是我所珍視的。
盼望疫情能盡快受控，讓兄姊能繼續親身來到教堂，敬拜上帝，彼此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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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恢復實體崇拜的若干反思

吳汝林牧師

今年（2020 年）因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 － 19) 疫情的關係，全港的教會均
須遵從特區政府「限聚令」的規定，兩度
停止了實體的主日崇拜，為期達數月之久。
直到今年的 10 月 4 日，特區政府才再次容
許恢復實體崇拜的舉行。
我對上述的情況有以下的一些反思︰
(1) 疫情下錄播視像崇拜提醒我們實體崇拜的機會並非必然的。所以，當教會恢復實體崇拜之際，我們
除了感恩，更須珍惜機會，積極參予每主日的實體崇拜。
(2) 我還清楚記得︰在疫情下準備崇拜錄播之時，大家皆悉力以赴。有時，因為攝錄或音響器材出現問
題，我們不惜重錄，務求將最佳的效果敬獻給上主；同時希望所有收看錄播的弟兄姊妹能夠以誠以
靈敬拜上主，靈命有所增長。恢復實體崇拜，肯定沒有「NG」（重複一次）的機會，所以，我們仍
需努力，力求將最好的崇拜呈獻。
(3) 曾經有海外的教友（例如︰在加拿大或星加坡）表示︰「疫情下崇拜的錄播，讓他們可以再次看到
聖保羅堂的聖壇。倍感親切！」現在雖然恢復了實體崇拜，但本堂仍維持在網上進行崇拜直播，並
讓教友（包括海外教友）在網上隨時收看。科技的進步，有助克服時空的距離。感謝上主！無論是
實體崇拜，抑或是網上崇拜，皆可彰顯「聖徒相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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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俊利（成年部部長）
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 3 章 15 節提
到 :「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
在過去數月疫情嚴峻期間，教會的實體
崇拜及聚會停止。感謝主，十月初恢復實體
崇拜，現在我們盼望以久，能夠實實在在回
到主的殿裏面對面重聚，一起敬拜主的日子
終於臨到。讓我們在教會中彼此相愛，並將
福音和神的真理向世人展現。
實體崇拜的停止讓我們發現原來會眾可
以一起回到教堂崇拜並不是理所當然。如今
能夠親身參與崇拜，來到主面前承認過錯、
聆聽聖經話語、同心禱告唱詩歌來回應神的
恩典和慈愛，並堅定對神的順服和信靠，這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疫情期間我們都少了會面。現今雖仍隔
著口罩，但在主日崇拜中從大家的眼神及互
動，見到大家都是珍惜著重聚，彼此問候並
關懷，享受主內情誼。若你的健康狀況許
可， 也請同來教堂崇拜。

▲ 正值 110 周年堂慶維修大行動，聖堂搭建了棚架進行維修工
程。我們在 2020 年 10 月 4 日恢復實體崇拜的舉行中，參與
了「竹棚中的崇拜」。

胡偉恩（主日學部長）
轉眼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經接近一年。疫情下，
我們的生活日常被迫停擺－停工、停課、停飛、停聚。身邊不
少朋友相繼出現抗疫疲勞，慨嘆身心很累。其實除了身心以外，
我們的「靈」何嘗不也在漸漸枯乾？
在疫情高峰期，主日實體崇拜暫停。雖然每星期仍然可以
參與網上崇拜，但始終也缺乏實體崇拜合一共融的氣氛。近日
隨著十月初疫情悄為緩和，實體崇拜終於恢
復，期待和各弟兄姊妹再次在教會相聚，增
進主內情誼。

鄧大同（聯誼部部長）
上年「反修例」風波期間，有些聯誼部
舉辦的全堂活動取消了。今年新冠病毒爆發，
年初先後舉辦過潘正行牧師歡送會及聖保羅
受感化日慶祝會的兩次活動後便停下來。
二月份的實體崇拜開始也要暫停，那段
時間我腦海裡很想念這個『家』，有些主內
弟兄姊妹們每星期也未必回到他的父母家聚
會，但他們每星期就是要回這個『家』讚美
主，感謝主，也向主內弟兄姊妹問安；好不
容易待了數個月，六月份可以回『家』，就
只是六個星期又停下來，直至十月份再恢復
實體崇拜，真的感謝神的帶領，祂印證我們
需要衪的臨在。

▲ 由於 11 月 15 日及 22 日聖堂的冷氣系統須暫停使用。考慮疫
症期間衛生及空氣流通問題，這兩個主日的早、午堂崇拜改
於副堂進行。教友們坐在小小的副堂中進行崇拜，洋溢了久
違的溫馨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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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這段時間沒有實體崇拜，但是有
網上崇拜代替，事實上我在網上崇拜時心神
不能專注地敬拜，缺少很多與主靈性上的交
流，雖則我很用心聽道，但沒有機會與兄姊
們交流，也有不足之處；因為當我們在教堂
聚會後，便會與弟兄姊妹們同吃午飯，期間
我們也會討論當天講道的內容及教導，有何
啟發等等。只要我們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便會是安全的，誠邀各位兄姊回到這個
『家』。

譚肇基（招待部部長）
今年真是特別的一年，因為疫情關係，很多社交
及團契聚會也取消了，連主日崇拜也因為配合防疫指
引而要暫停。相信很多教友也不習慣，回想起十多年
前開始便逢週日到聖保羅堂崇拜，一時間停止了，真
的不習慣，回想起來簡單的崇拜也像遙不可及。幸
好，現在科技發達，藉著在社交平台也能轉播主日崇
拜。
當十月份教會重開，親臨聖堂時，那份感恩的心
真是不能言喻。回到教堂後，一幕幕畫面在腦海中重
現，回顧今年挑戰實在頗多，很多時有計劃等如無計
劃，面對人類之渺小，讓我們深深體會倚靠神的重
要，就如經上「你當剛強、膽壯、不要懼怕、也不要
驚惶，因為你無論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
在。」 ( 約書亞記 1:9)
所以我們無論面對當前的困難，更加需要抓緊天
父，緊握衪的手，時刻敬拜上主。

曾廣釗（聖樂部部長）
自年初二月起，疫情足足纏繞了我們近十個多
月，教友及詩班均不能回來教堂參加「實體崇拜」（六
至七月只短暫恢復幾週，感恩十月至今仍然如常，但
聚集人數只得一半），因此直播或錄播令教友可以安
坐家中隨時「撳掣收看」崇拜，似乎已成為「崇拜新
常態」。
雖然這種「崇拜新常態」是方便，亦能解決社交
距離，保持衛生及預防感染的風險，但卻絕不能夠與
「實體崇拜」同日而語。縱然過往在網上參與錄影崇
拜均有詩班預製的聖詩及聖頌（有賴「影音部」的辛
勞協助），得以豐富整個崇拜氣氛，但總是欠缺一份
真實感！
在六、七月間短暫恢復數週的實體崇拜，詩班可
幸回到教堂練習並獻唱，各詩班員皆充滿期盼和感到

莫名的快樂；久別了一段日子，大家均笑語要重新學
習歌唱技巧和肌肉記憶。感謝各詩班員及指揮的努
力、專注、及渴望回「家」事奉的熱誠，不消一個練
習已回復至不俗的水準。在此，必須感謝他們對聖樂
部的熱血，忠誠及對聖保羅堂的愛護。對於回復實體
崇拜，確實充滿「感恩」、「恩典」、「喜樂」！
實體崇拜……
由進堂、唱聖詩、宣召、赦罪、讀經、代禱、講
道、聖餐禮、祝福、退堂；每一幕都令人「感」到平
安、及「恩」惠。
實體崇拜……
可以令我們如此近距離地敬拜上主、親近上主、
得到上主無窮的「恩」賜；繼續以上主教導我們應愛
人如己、憐憫的心作為學習「典」範。
實體崇拜……
可以令擁有同一信念的教友再次相聚，關係拉
近，以歡「喜」、快「樂」的心繼續去敬拜上帝及服
侍他人。
常存「感恩」，疫情已漸趨穩定。
上主的「恩典」，可以恢復實體崇拜。
常存「喜樂」，來投入每個崇拜、面對疫情。常
言道幸福並不是必然；因此，我們更應珍惜能參加實
體崇拜及作詩班員和事奉崗位的機會。
雖不能每週與各位一同聚集，一同高聲讚美頌揚
上主。聖樂乃是基督徒禮儀生活的一個重要元素；故
此，聖樂部於聖保羅堂的網頁內每週送上主日崇拜詩
歌與獻唱，請各教友支持和欣賞，盼在歌聲中有與主
同在的平安及喜樂。
願上帝繼續保守及施憐憫，令全球的疫情穩定，
令市民的生活回復正常，大家可以如往常一樣回到教
堂一同敬拜上帝。

▲在感恩節崇拜中，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透過視像形式獻唱「Dona Nobis Pa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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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堂 110 週年堂慶
感恩互濟，扶掖展翅
梁展聰 ( 聖保羅堂 110 週年堂慶籌備委員會主席 )

歷史不會忘記 2020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

能反映當年聖保羅堂的生活，又或可讓現今一

疫情令整個世界翻天覆地。十多年前荷李活有

代認識過去服務保羅堂的牧者，歡迎跟幹事或

套科幻電影叫「地球停轉日」，原來現實真的

資訊部聯絡。收集所有相片後，我們會整理編

可以發生。要在 2020 年籌備聖保羅堂 110 週

輯出版一本紀念相片集。

年堂慶一點也不容易。2021 疫情能過去嗎？煙

疫情令各階層都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我

硝過後大家有心情慶祝嗎？沒有聚會的堂慶可

們希望大家利用「這一年，那些觸動過我的金

以怎樣辦？這都是 110 週年堂慶籌備所要考慮

句」互相扶持，互相勉勵。在堂慶這一年，大

的問題。

家不妨寫下一句在現今這困難時刻最觸動你的

2021 畢竟是聖保羅堂 110 週年堂慶的大日

一句聖經金句，或加上數十字感想，若不用文

子。回首過去百多年，靠着前人的耕耘及上帝

字，圖畫或照片亦可，傳道部會編輯後定期在

的帶領，奠定了今天聖保羅堂的規模。我希望

網頁及週刊發放。這些金句及文字不單可安慰

大家懷着感恩的心迎接 110 週年堂慶，同時亦

其他弟兄姊妹，相信未來的聖保羅堂，都能了

效法前人，為未來奠下基礎。很多年後，仍然

解 2021 年的聖保羅堂怎樣用主的話去渡過這

記得 110 週年帶給你的，不單是慶祝生辰的歡

樣困難的日子。

樂，而是內心恆久的喜樂與平安。

在疫情下減少外出，閱讀成為很多人生活

110 週年堂慶是全堂千多名教友紀念的日

的一部分。彭法政為我們帶來一本好書「Every-

子，所以我們希望每一位教友都有份參與，所

Person Ministry」，暫譯「每一個人皆是牧者」。

以借此機會，向大家介紹未來一年的堂慶項目。

書中提到一位牧者的特質，例如愛心、聆聽、
寬恕，其實每個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展示

首先展開的是「110 位新葡」。大家應該

出來。幾位本堂教友正在参與將這本英文著作

都收到最近派發的「立志表」。保羅堂各部都

翻譯成中文，預計明年中可贈送給每一位教友，

有不同事奉崗位需要教友協助，希望大家透過

到時亦會有一連串講座及講道配合這書內容，

「立志表」表達願意事奉的崗位，只要有一棵

期待這書能幫助大家靈命有所增長。

奉獻的心，歡迎向我們表達你的意願。2021 年
第一個主日我們定為「立志日」，當日開始回

十月份會是堂慶的高潮，感恩崇拜及聚餐

收立志表，同時這主日開始，會安排近數年加

皆計劃十月尾舉行。當然能否辦一個大型宴會

入教會兄姊 / 家庭負責每個主日的讀經。

要視乎疫情發展。我們會在適當時間公佈詳情。

同 時 展 開 的， 還 有「 我 們 都 是 這 樣 長 大

一連串的項目都有賴各弟兄姊妹支持和參

的」。我們希望從教友間募集歷史相片，聚焦

與，期待整個堂慶能帶來「回首過去，建構未

歷代的牧者、教會領袖、及跟今天有關連的人

來」的效果，正如 110 週年堂慶的主題：

物。每星期我們會把一些歷史圖片上載到網上，

感恩互濟，扶掖展翅

亦會精選一張每星期於週刊登載。若你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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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臨別贈言本堂「關顧別人的事」

▲雖然堅信禮因疫情暫停，鄺保羅大主教仍透過視像形式証道，滋潤教友們的靈命。

   即將榮休的教省主教長兼香港島教區主教鄺保羅大主教，在 12 月 6 日於本堂的主日崇
拜中，感謝本堂教友對他及教會在過去多年的支持，寄語本堂日後要秉承傳統，關顧別
人的事，發揚教會一家親的精神。
鄺大主教原本當天為本堂主持堅信禮，但因為疫情關係，香港聖公會跟從政府限聚
令的最新要求，堅信禮因而需要延期。不過大主教仍然預先錄製視像片段，為本堂教友
講道及作退任前的感言。
大主教衷心感謝聖保羅堂在過去多年對他的支持及愛護，讓他感受到作為主教和大
主教的喜樂。
「我從你們忠心愛上帝和熱心教會事奉獲益良多。」鄺大主教說。「聖保羅堂一直
在香港聖公會是一所有關愛的聖堂，是特別得著上帝蒙福的聖堂。」
大主教說本堂資源豐富，包括人才、物資都很富庶。但「你們就像天父一樣，絕不
吝嗇你們的資源，非常慷慨。不只利用資源發展自己的聖工，更樂意協助教省內其他資
源較弱的肢體，能够體驗教會一家親的精神。這也驗證了上帝對你們已有的，再多多的
交給你們。」
鄺大主教說，能够成為主教和大主教是非常光榮、榮幸和感恩的事。「我希望聖保
羅堂能够秉承美好的傳統，不單照顧自己的事，還關顧別人的事。」大主教也又希望本
堂教友能繼續支持新的主教和大主教。
最後大主教祝願天父賜本堂教友平安、喜樂和愛心，結束他以大主教身份在本堂的
最後一次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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