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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是個洋人節日嘛。」的

確，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地方，自少在

學校中會慶祝聖誕，唱平安夜等等的聖

誕歌，有時老師還會扮聖誕老人，所以

直至青年時的我，還以為自己知道甚麼

是聖誕節。你或會問：這樣，言下之

意，「甚麼是聖誕節」很難答嗎？

　　要回答「甚麼是聖誕節」到底有多難，這倒要看我們想知道「

聖誕節」些甚麼？比如，想知道這個「聖誕節」原來的故事內容，

或是想知道為何或何時開始記念這個節日。又或在不同的宗派、教

義中，這節期或禮儀的表達有何意義及異同。今天慶祝聖誕節的方

式，與起初時的慶祝方式有分別嗎？又或是想了解這個節日在不同

地方慶祝的方式，還有，在一般常人的生活，或是在社會的功能及

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現象或效應，想有更多的了解等等。

　　以月報的篇幅要處理以上眾多的課題或有點難，不過卻可以分

享一下大家對這個節日的想法，或過往曾有的感受。回想自己這些

年來都用過不同的立足點來看這個節日，也處理過不同的討論，現

今回頭看，姑勿論是有結論或沒有結論，總會叫自己在「歡渡」這

節日時更認真，多一點領受，多一點扎心	。	

　　在記念主耶穌基督誕生的晚上，無論是在禮儀教會，被其座堂

及繞樑的歌詠頌讚吸引，或是福音派教會的佈道聚會，或在報佳音

的行列中，又或是置身於神的家中思想默念神的愛，都會叫這個節

日的畫面豐富起來，大家一同走進神的大會幕中，與主親近。而這

期月報的內容及分享，正正希望可以給大家多點這樣的內容，使大

家對這個節日有多點角度了解及經歷。當然，仍然是很想祝大家這

個聖誕快快樂樂，滿有主恩。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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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的意義是記念耶穌基督降
生，但沒有人知道我們主誕生的確實
日子。最先記載羅馬於12月25日作為
慶祝基督誕生的文獻，是所謂《354
年記事冊》（Chronograph	of	354）。
有關聖誕日起始的探討，在學術界最
廣為同意的觀點，認為在12月25日慶
祝基督誕生是特意把一個早期異教節
日基督化。公元274年，羅馬皇帝奧
理良（Aurelian）訂立這一天為敘利
亞太陽神依密沙(Emesa)的慶典日。皇
帝把慶祝基督誕生的日子定在與異教
太陽神慶典相同，意圖是要借着慶典
把他龐大的帝國團結起來。可以讓基
督徒在異教國民面前誇勝，因為基督
徒所慶祝的，是那一位真正的太陽，
只有這太陽可以為世界帶來真光和救
贖。1

	 聖誕節是教會年曆裏其中一個節
期。教會年曆的淵源可以從猶太人的
節期談起，例如逾越節、七七節（又
稱五旬節）、住棚節等。猶太人通過
遵守節期來記憶和重新思考上帝拯救
選民的歷史，也重新和上帝「立約」
決志。教會年曆節期的安排也具有此
意義，因此教會節期的安排是以耶穌
基督一生的事蹟為中心，是「以基督
為中心」的神學2。從等待耶穌的降
1	參陳康著：《崇拜與聖樂	 :	 理論與實踐全方
位透視》（香港	:	基道,	2005），頁70。
2	 參韋伯著：《崇拜認古識今》（香港：宣	
道，2003）。

生開始做為教會年曆的開始，接着耶
穌的出生、受難、釘十字架，死而復
活、升天與聖靈降臨等內容為教會年
曆的節期。通過教會節期的安排，教
會可以設計不同的方式來體驗和認識
耶穌基督所作的救贖工作，通過節期
的佈置使信徒得到生活化的信仰教
育，並使得教會傳統得以延續。
	 教 會 年 曆 可 以 分 成 三 個 週
期 （c y c l e），第一期是聖誕週期
（Christmas	 cycle），第二期是復活週
期（Easter	 cycle），第三期：是聖靈降
臨週期（Pentecost	 cycle）。而聖誕週
期則包括將臨節、聖誕節及顯現節。	

（一）將臨節
	 將臨節期的日期是由聖誕節前四
個主日開始。將臨期有兩個重大的意
義。第一，是一段準備慶祝基督誕降
的日子；第二，是期待基督第二次的
降臨。
	 按照教會的年曆，此節期的禮儀
象徵包括主要顏色是採用紫色，象徵
悔罪、儆醒和準備。此外，有花環的
設計，一個圈的長青花環象徵永恆，
無始無終。而綠色代表永恆的生命。
環上的四枝洋燭象徵光逐步加強去驅
除黑暗。第一枝洋燭是在將臨期第一
主日點上，隨後每星期加一枝。從將
臨節的第三週開始，重點轉為一份喜
樂之情。因為主來的日子漸近，焦點

朱敬華（本會恩泉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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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在基督到來時所要作成的工。基
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來臨都關乎救
恩、救贖、更新受造物，其中包括叫
萬物與神和好，並且將邪惡徹底打
敗。當四星期後四枝洋燭都點齊後，
花環中間那枝白色洋燭則在聖誕日點
著，象徵基督是世界的光和祂的臨
在。而每次點一枝洋燭時，可以誦讀
一段適當的禱文。3

（二）聖誕節
	 現今教會普遍以12月25日為耶穌
的聖誕日(12月24日午夜為聖誕夜)。
但在初代教會時僅盛大慶祝1月6日的
顯現節(Epiphany)，並沒有特別慶祝聖
誕節。自君士坦丁登基為羅馬帝國皇
帝，並信奉基督教，之後把基督教改
為國教，羅馬教會訂為12月25日聖誕
節。4

	 此節期的禮儀象徵包括主要顏
色是採用白色5，代表聖潔、無罪、
純潔、得勝、樂觀；金黃色，代表得
勝、彌賽亞、君王；馬槽象徵主耶穌
降生，一生的貧窮、樸素；天使、牧
羊人、引導星都是記念基督降生的代
表物。
	
（三）顯現節（Epiphany）6

	 顯 現 期 是 由 每 年 的 一 月 六 日

3	 參〈將臨期的歷史和意義〉，2011/11/28			
13:00，下載自http://www1.hkskh.org/index_ch.
php?subaction=showfull&id=1506。
4	 參〈教會年曆的意義〉，2011/11/28	 13:00
，下載自http://www2.disciple.com.tw/biblekm/
bmessage_2002.nsf/0/DFDCA6C92F78880D-
48256BFA00357BA9。
5	 參〈教會節期、顏色和意義〉，2011/11/28	
1 3 : 0 0，下載自h t t p : / /www . s a l em . o r g .
hk/5sola/08_01_02.html。
6	 參〈顯現期的歷史和意義〉，2011/11/28	
13:00，下載自http://www1.hkskh.org/index_
ch.php?subaction=showfull&id=457。

顯現日開始，直到聖灰週三（Ash	
Wednesday是顯現節之後下一個節期
「大齋節」的開始）前結束。顯現日
源出於東正教會。他們在該日慶祝救
主耶穌的誕降。同時強調主耶穌受洗
的意義。他們更在顯現日前夕舉行聖
洗禮。西方的拉丁教會到了第四世紀
才開始慶祝此節日。最初是由居住於
今日法國南部的基督徒向東正教會採
納這傅統。
	 顯現日的教會禮儀顏色是白色，
表徵慶祝救主已經顯現。但整個節期
則採用綠色，象徵教會的生命充滿活
力和永恒不息。此外，當將臨節與聖
誕日的燭光被點起之後，「光」這個
主題在顯現節繼續，讓世人更深認識
耶穌是世界的光。

總結
	 以上節期的禮儀都叫我們更深體
會聖誕節的意義，現今許多教會都
沒有這些節期禮儀，如果想開始使用
這些節期禮儀，我建議可以先用顏色
佈置開始，例如在崇拜使用投影簡報
的背景顏色或週刊顏色上配合，並於
報告簡單講解這些節期顏色的含意，
或列印文章於週刊上教育會眾，我相
信這會是個好的起步。願我們在將臨
期看到紫色的佈置時，就開始向神悔
罪、儆醒準備預備基督的來臨；在聖
誕節看到白色與金色的佈置時，就懷
着喜樂的心記念君王基督的降生；在
顯現期看到綠色的佈置時，願我們被
提醒每天生命都要不斷更新成長，讓
神的教會不斷充滿新的活力。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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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唱頌「平安夜，聖善夜……
」的時候，總使人感到平靜安詳，但
二千多年前主耶穌降生的情景又如何
呢？其實並不平安。在羅馬的管治
下，猶太人一直承受政治、文化和
宗教的衝擊，社會貧富懸殊，權貴的
欺壓，人心慌亂，報名上冊亦成為擾
民的政策。約瑟和身孕已重的馬利亞
長途跋涉回鄉，途中又找不到客店（
路二1-7），可謂狼狽之極。就在這
時，那應許的君王勝過周遭環境的不
安，降生在卑微的馬槽，「靜享天賜
安眠」（“sleep	 in	 heavenly	 peace”
直譯就是「在屬天平安中憩睡」）。
在紛亂的世代中，這份平安誠然是從
上而來，正應驗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
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名
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父、永在的
神、和平的君。祂的政權和平安必加
增無窮……」(賽九6-7)。
　　對於今天的信徒，我們又如何體
會「天賜平安」？每年聖誕節，許多
教會、基督教學校也會排練以「聖
景」為題的話劇，舉行崇拜記念主耶
穌的降生，我們又是否止於「記念」
遠古發生的事蹟，與當代又怎樣生發
關係？猶太人與初期信徒對「記念」
的理解，並不單在於頭腦上的記憶，
而是透過在崇拜中重複的禮儀行動
重述歷史(not	 only	 by	 thinking	 but	 by	
doing)，把過去的事件帶進當代(bring	
the	past	into	the	contemporary	time)，
並且在新的領受中更新信仰。其實許
多聖詩的詩詞作者也巧妙地運用動詞
的「現在時式」（present	 tense），

帶領歌者經歷過去與現在匯合於「此
刻」崇拜的時空中。
　　〈平安夜〉的首句“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如果以歷史背景而
言，似乎是不尋常的平靜，但詩詞作
者Joseph	 Mohr卻幫助我們定睛在小
聖嬰的身上，祂是奇妙，祂的降生使
世界驚訝，無人能想像全能的神竟成
為人，君王取奴僕的形象（腓二6-7）
，親經歷人生，與人同行。而第二、
三節詩詞描述天軍向牧羊人報佳音的
情景，牧羊人在當時是貧窮的階層，
生計往往受環境和大自然的影響，極
不安穩，在惶恐中聽到好訊息：「你
們不要懼怕。」（路二10）對他們而
言，實是很大的安慰。正如以賽亞書
九章2節宣告：「在黑暗中行走的百
姓，看見了大光；在死蔭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們。」他們在應許中久
盼救贖來臨，“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救主今夜降生）。正邀請今
天凡相信的加入天軍和牧羊人的行列
一起獻上讚美：哈利路亞！「在至高
之處榮耀歸與神，地上平安歸與祂所
喜悅的人。」這表明主耶穌就是「以
馬內利」與人同在的神（賽七14），
祂就是真光，驅散黑暗，賜人盼望。
　　今天不論你所處的是何境況，主
要降臨，你是否已為祂預備地方？如
同古時，即使世局如何動蕩，人心如
何不安，祂必帶來非世界所能給予的
平安。來敬拜道成肉身的主，在崇拜
中重申得贖子民的身份，我們已親經
歷祂豐盛的恩典，並把握今天為主作
見證，傳揚福音，使萬民得蒙救恩，
享主賜新生命、真平安。 播

心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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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到聖誕節，打工一族立即會

聯想到如何善用這漫長的假期甚至會

預早和公司申請假期；作為父母的可

能要籌算子女的聖誕節活動及聖誕禮

物。我在之前曾聽到一位小學生說：

聖誕節是紀念火雞及聖誕老人的。作

為一個基督徒，很清楚知道耶穌基督

在二千年前的聖誕節降生於猶大伯利

恆的馬槽內，開展救贖的工作。信主

後的我常在想：我可為主作甚麼呢？

	 在未信主前，我每一年的聖誕

節也會很開心的渡過，例如會跟家人

吃聖誕大餐、去旅行、跟朋友玩樂至

通宵達旦。我在大學二年級認識主耶

穌，當年因着基督徒同學的邀請，我

參加了一個湖南的交流團，是我人生

中的一個轉捩點。在第一天到埗後，

我們服事的村莊的所有村民紛紛夾道

歡迎我們，並預備不同的表演活動給

我們。我看到這個場面，我在想究竟

是不是他們在辦交流團給我們呢？他

們真的很好客及熱情。至第二天，我

們需要走一段大約三小時的山路才進

入我們服事的村莊，這裏的小孩子每

天也會用這條崎嶇的山路來回上學及

放學，沒有怨言。我十分欣賞他們的

生活態度及純樸的生活。我們進入村

莊後，要適應寒冷的天氣及住宿環

境，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們讓我們吃

一些他們要用很多的金錢才換來的食

物，怕我們不夠飽足。他們熱情的招

待讓我想起聖經中「施比受更為有

福」(徒二十35)的道理，他們的環境

雖惡劣，亦多有不足，也願意分享給

我們，更令我反思到自己不應滿足於

現在的生活，我也應該為神作工，讓

他們認識真正創天造地的造物主。

	 雖然只有短短數天的旅程，但

卻令我一下子對中國的印象改觀了，

雖然整個地方的文化和經濟很落後，

而且他們也有很多心靈的需要，但這

裏其實是充滿着愛的地方，而且在探

訪中了解了很多他們在心靈上的困

難及需要，我確信只有愛我們的上帝

才是他們的救主。聖經教我們不單要

聽道，還要行道。主耶穌在三年的傳

 關兆麟 (宣道會北角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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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不單讓人聽到天國的福音，最

重要的是祂那行動的見證，讓瞎眼的

可以看見，癱子可以行走。我所作的

雖然微不足道，但感謝上帝在當年讓

我放棄了一個可以玩樂的悠長假期，

而確立了我對服事中國的異象，讓更

多的中國同胞有機會認識基督教的信

仰，而且我更希望可以畢業後當一個

社工，服事更多有需要的人。

	 藉着這次的經驗，一直也想為

他們傳揚神的話語，領他們歸主，那

裏大部份的人未曾聽聞福音，甚至誤

解，因為我明白在那裏要面對很大的

困難。大學畢業後我很希望在這個地

區把神的話語傳揚，為當地人送上祝

福，故開始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短宣

事工。「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太二十八19-20）

	 在那年的聖誕節，我明白聖誕

真正的意義就是無私的奉獻，不求回

報，就好像耶穌的降臨，不會計較自

己的利益，為人類無條件的奉獻，更

犧牲自己以成就救恩，希望大家在即

將來臨的聖誕節中可以幫助及關顧更

多有需要的人，讓他們感受從上天而

來的平安及溫暖。「要收的莊稼多、

作工的人少」(太九37)，繼而傳出「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路二11），「

基督耶穌降生，為要拯救罪人。」（

提前一15）願神親自賜福我們的生

命，也叫我們要為主而活，「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

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羅十二１）

	 願各位在今年有一個難忘及不一

樣的聖誕節。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

二14)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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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多年，大部份的平安夜都與
教會弟兄姊妹一同渡過。大多數是報
佳音，或是福音性的聚會，而聖誕的
兩天假期，一天與太太兩口子在家，
一天就到外父家「拆禮物」，或間中
有半天出外購物。
　　對於聖誕節的由來及渡節的方
式，從來都是有爭議的。由聖經沒有
記載主耶穌基督誕生的日期說起，十
二月二十五日原來是異教的一個節
日，聖誕樹及聖誕老人等等的出現，
與及今時今日我們見到社會上各慶祝
聖誕節的眾生相，網上有這樣的形
容，是「消費聖誕，睡大覺聖誕，愛
情聖誕，狂歡聖誕，吃喝聖誕，綠色
聖誕，旅遊聖誕，漠然聖誕，疲勞聖
誕」等等。
　　筆者卻認為，無論這世代的人如
何過他的聖誕，無論是信主的，或不
信的，原則上大部份人已把這兩天定
為聖誕節，那我們就既「有」之，則
安之，好好的把記念或慶祝主降生的
信息宣揚得清清楚楚，無論我們在街
上報佳音時，人們是接受不接受，佈
道會中決志的人是多是少，我們都專

心去作，熱誠地見證主道成肉身的大
愛。
　　我們不是常說，不知用甚麼話題
打開福音的話匣嗎？難得聖誕節的假
日叫眾人都有個喜樂的氣氛，又或能
小休一兩天，大家都應不太介意收到
一張有心思的聖誕咭，電子咭又何
妨？當中我們可以有個小小福音的介
紹，或送上福音聚會的邀請。有位老
同學，年年都收到我的聖誕咭，有一
年我沒有寄，他見面時追問為我沒有
寄咭給他。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聖誕歌曲，市
面雖有不少應節的聖誕「俗」樂，原
來我們有無數聖誕詩或頌讚，無論是
描述野地上牧羊人，天上的天軍，誕
生後安放於馬糟中的小小耶穌，或眾
信徒因主降臨而喜樂感恩的詩，都應
繼續在這個時空之中存留，好好的為
主作見證。
　　對於這個聖誕節，是個無論得時
不得時的機會，就以「務必要作」的
心，以諸般的智慧，為要叫人完完全
全回到神的愛、救恩中的好機會！

陳士衡（本刊主編／靈泉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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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快到了，教會和各大大小小的
基督徒群體都密鑼緊鼓，希望能趁着這個
機會向不同的對象傳福音。除了傳統的聖
誕聚會和街頭報佳音以外，形形式式的「
新興」模式也開始湧現，甚至一些商場也
開始主動邀請教會於聖誕期間表演。
	 我也是從「那些年」就開始參與報佳
音活動的，每年的十二月，自己的行事曆
就例必擠得滿滿，從排練到表演都充實得
很。不過久而久之，自己或其他一同事奉
的弟兄姊妹都會有覺得疲乏的時候，使本
來應該充滿喜樂的報佳音，變成了工作以
外的另一份工作。又或者，辛辛苦苦預備
了一個平安夜晚會，連邀請新朋友的力氣
都所餘無幾了，但又覺得果效不彰，不免
沮喪。
	 怎樣既能使弟兄姊妹在事奉當中得
著支持和喜樂，又可以更有效地接觸新朋
友？以下幾個建議可讓大家作參考：
一．讓更多弟兄姊妹能夠參與
	 傳福音的重任經常都會落於一些比
較「有恩賜」的弟兄姊妹身上，但時間長
了，他們也會覺得乏力，自然也希望有
更多同路人的出現。或許你會問，我既不
懂音律又拙口笨舌，可以作甚麼呢？我在
任職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經驗：公司於
週年晚會開始前想安排一些表演，輾轉之
間邀請了公司裏的細胞小組獻唱。我們希
望小組內的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參與，但其
中有些弟兄姊妹對公開地唱歌有點卻步，
於是我們就鼓勵他們協助做小禮物、安排
服飾、總務等等……總有一個崗位可讓他
們參與！結果，負責音樂的弟兄姊妹既可
以專注在詩歌的預備，其他人也可以分擔
一些工作，在這個傳福音的機會上有分。

單是這種氛圍，已經使小組的弟兄姊妹得
到很大的鼓勵，更有力將愛傳給身邊的同
事。
二．走到人群當中
	 舉辦福音性活動，我們都習慣將聚
會地點「預設」為教會堂址。事實上，對
很多從來未到過教會的朋友來說，要他們
踏出那一步實在很不容易。這也解釋了不
少福音性聚會裏，出席的新朋友一般都比
「老教友」少	 (至少我參與過的是這樣)。
既然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也是走進人群當中
傳講福音，祂也留下叫我們「將福音傳遍
地極」的大使命，今天我們也應該多嘗試
在新的地方，特別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例如商場、學校，甚至職場──去傳揚福
音，使更多人能接觸到福音的訊息。試想
想，如果我們善用辦公室的午膳時間，邀
請同事一起吃吃飯、聊聊天，可行的話再
分享一些福音短片，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
的福音性聚會。
三．禱告，禱告，再禱告！
	 每一個傳福音的機會都不是必然的，
越大的機會就越會受到撒但的阻撓。在灣
仔區有好幾間公司的細胞小組，過去數年
都一起舉辦了一些福音性聚會，邀請我們
的同事朋友來參加。但是幾乎每一次，在
最關鍵的時間都會遇上一些突發事件，例
如籌委的家人患病需要照顧、或是講員的
身體抱恙……所以每一次我們都必需提醒
自己，恆切為整個聚會──從籌備、邀請
朋友到預備他們的心去接受耶穌──付上
禱告。這可是一場搶救靈魂的爭戰呢！
	 希望這個聖誕，您也是參與傳福音大
使命的一員精兵，為主搶得更多的靈魂。
阿們！

謝翠婷 (本會靈泉堂會友)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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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今年的聖誕節不甚有氣氛
似的？」近幾年的聖誕節，耳邊總是
聽到這句說話。究竟是因為自己的年
紀大了，失去了童真，還是香港的聖
誕節變得枯燥乏味，毫無新意？也許
包括我們這些基督徒，都會以商場的
裝飾，購物中心的折扣優惠，或是教
會活動的多寡，來決定這個聖誕究竟
有沒有「氣氛」	？
	 在腦海裏浮現出一排排深綠色
的台階，一塊塊潔淨無暇的白板，一
班天真的小朋友排排坐着，「在一個
非常寒冷的夜晚裏，救主耶穌基督於
馬槽降生了……」老師彷彿變成說書
人，將二千年前的景象帶到我們眼
前。然而，那時我發現週遭的廣告，
商場所掛的是一幅幅的聖誕裝飾，或
是一張張充斥着聖誕老人和聖誕裝飾
的聖誕咭，「怎麼會是耶穌？聖誕節
的主角當然是聖誕老人吧！」鄰家小
孩興奮地對我說。接着他還叫我預備
一隻大襪子，等待聖誕老人的厚禮，
他會在上空坐着鹿車，為全球的小孩
獻上祝福……

	 作為一個基督徒，面對着消費
主義和商業化入侵的聖誕節，看似習
慣麻木，但心又戚戚然，不是滋味。
我們是否應該打正旗號，在這個屬於
基督的日子裏，在教會內大辦佈道
會，在華麗的商場鋪面大唱聖誕歌，
並於星光大道大派褔音單張，重新奪
回這原本屬於基督的日子？或許這是
對的，我相信這是我們信徒時刻緊記
的事，將褔音傳到地極。然而，這卻
不是我們為了對抗聖誕節商業化的技
倆和招式。聖誕節乃是要記念耶穌謙
卑降生為人作服侍。「因為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
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
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了。」願我們一同在這個節日裏，關
心我們身邊弱小的，被欺壓的，受逼
迫的，讓上帝的愛和公義融化這寒冷
的聖誕夜。

郭紹琳（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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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聖誕，爸爸媽媽趁着假期到
北歐走一趟，走到聖誕老人的故鄉芬
蘭，不忘寄一張明信片回家。明信片
蓋上聖誕老人村郵局的特別郵戳（日
期是2010年12月25日），甚珍貴，更
讓我深深感受到爸媽的心意。期待他
們有天信了主，要到聖地走走，走到
伯利恆的馬槽，寄一張照片或名信片
給我便好了！
	 很多人不知道聖誕老人的由來，
有更多人不知道聖誕節的由來，但你
知道嗎？在香港，幾乎所有小朋友
也認識聖誕老人，卻只有小部份的小
朋友能認識聖誕節的真正主角—主耶
穌。
	 我成長於一個沒有宗教信仰背景
的家庭，多年來也不明白聖誕節的真
正意義，卻特別喜歡這節日。小時候
當然喜歡聖誕節，因聖誕節可以到文
具店選購聖誕卡、可以於家中佈置聖
誕樹、可以在學校裏歡度聖誕派對，
還會收到聖誕禮物。長大了，我仍然
喜歡聖誕節：相約三五知己，或會到
尖東海旁趁熱鬧，或會到沙灘圍爐燒
烤；那一年有了情人，我便及早學習
編織，趕忙於聖誕節前完成頸巾與毛
衣，與情人共度一個溫暖的寒冬。直
至那天信主了，我回到屬靈的家，跟
弟兄姊妺一起紀念這個耶穌基督降生
的日子。
	 朋友們，過去的聖誕節是如何度
過？你何時發現聖誕老人是虛構的？
又從那一年開始，你確信聖經故事中

的主耶穌？
	 於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孩子是有福
的，因他們自小便認識主耶穌；長大
了才認識主耶穌的我也是有福的，或
許更能體會主如何把我們的生命變得
更豐盛，讓我們帶着使命把福音傳給
家人及親友。
	 據傳聖誕老人的第一故鄉在北極
的一座外形像耳朵的耳山，所以能聽
到孩子們的心願。孩子們對此深信不
疑，便紛紛寄信給聖誕老人，訴說他
們的心聲。今天，全世界可以寄信給
聖誕老人的郵局只有三家，每年也會
收到從世界各個角落寄來的數十萬封
信件。繁忙的聖誕老人，每年都會從
中選擇二十多萬封信件回覆，為幸運
兒帶來驚喜！
	 小孩子都喜歡聖誕老人，甚至把
心事都一一寫下，希望聖誕老人能成
為他們的筆友。相信小孩子們也願意
跟主耶穌作個筆友，而且主耶穌並不
遙遠，祂就住在我們的心裏。平安夜
過後，願天下的父母脫下聖誕老人的
裝束，收起色彩繽紛的襪子，緊緊握
着孩子的小手，合上眼睛，跟主耶穌
訴說內心的種種感受……
	 還記得於小學任教的歲月，我總
喜歡與學生們一同唱聖誕歌，藉此與
他們分享聖誕節的真義。如今服侍一
群「老友記」，也同樣愛跟他們唱唱
歌、說說故事，引領他們到昔日的伯
利恆走一趟，走進馬槽裏，看看那位
柔和謙卑的救主。 播

謝素心  (本會天恩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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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聖誕，誰人在慨歎？又到
聖誕，更加之怕冷……」聖誕節還沒
有到，四周總有聲音給你提醒。年復
年，去年的聖誕過了，今天的聖誕又
來。天天翻開月曆、時時數算日子，
眨眼間，聖誕節不遠矣。最近，「那
些年」入侵大家的心思意念，誰都在
回味，誰都沉醉於美麗的回憶，不知
道你又能想起多少個曾渡過的聖誕？
有多少個令你回味無窮？還是有一個
久久未能忘懷的聖誕一直藏於你心？
當聽到「聖誕快到」，又會為你帶來
甚麼感受？
	 說真的，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慨
嘆：受着節日商品化的影響，聖誕背
後的意義恐怕愈來愈容易地被淡化，
叫人將專注力投放在別的地方。從
前常聽見別人這樣問：聖誕節的主角
到底是聖誕老人還是主耶穌？答案顯
而易見。隨着時代轉變，連小孩都知
道聖誕老人只是人們喬裝扮演的，可
惜，主耶穌卻沒有順理成章地成為主
角。誰是主角？就是你自己，不是
嗎？大家都絞盡腦汁為自己精心安排
日程，為的是在這假期裏好好享受人
生。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
若失卻了這節日的意義，那麼人還能
得到這節日蘊含着的真正的快樂嗎？

	 是的！此「樂」不同彼「樂」
。此「樂」在於知道這日子的重要，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降生，讓我們體會
愛、平安和盼望。聖誕節之所以有別
於其他節慶，是因為它背後的意義和
帶來的影響。就是這個重要的日子，
帶給人的關於生命的信息，叫人們滿
心歡喜地慶賀，所以，當走過熱鬧
的街頭，不難聽見人們報佳音時雀躍
的聲音，向身邊的人宣告：「耶穌愛
你」，十分溫暖窩心。只是，倘能在
這節日裏安安靜靜的休息，給心靈一
個喘息的空間，用最真實的自己思想
這個日子，相信真平安、真喜樂離你
不遠，而你再也不需要不斷地四處尋
覓總會失掉的歡樂。
	 這裏說起「那些年」的聖誕，有
令你想起甚麼嗎？在回味從前嗎？想
抓住回憶嗎？只是，真願大家不要一
味地默默回望，反之，願我們能反思
從前怎樣過這重要的日子，讓我們仔
細的想想這日子對我們的意義，以致
我們能夠過沒遺憾的聖誕？不只抱着
過去的美好，更別要讓自己遺忘了節
日的主角，否則，便很容易厭倦這日
子，使它成為普通的假期，然後白白
的讓它溜去，也失去了唯一填補心靈
的愛、平安和盼望。

林嘉茵





劉春玉 (總會教育部幹事)

　　本會教育部成人組暨長青團聯會於本年十月二十
日（週四），於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舉辦秋令會
日營，主題為：「與主同行、活潑成長」。報名人數
有117位，分別來自播道會共11間堂會。活動先由胡

鍾美姑娘帶領詩歌敬拜；繼而由廖武洪牧師從聖經闡釋，個人如何從罪裏得
釋放以及以迦勒為榜樣，說明長者如何靠着主過積極、活潑的生活。接着播
放由長青團團友演出的錄影處境劇作實踐回應，以分組討論方式進行，參加
者反應踴躍，有回應表示希望可參加短宣活動，為主作見證等。
 午餐過後是生活講座，由道真堂資深會友黎嘉恩弟
兄負責，向長者解說現時的都市陷阱，提防被騙。會
後設有集體活動，齊跳健身操、讚美操或參與營地活動
等。參加者氣氛活潑融洽，還熱切期待着下一次的聚會
呢！

13播道月報．253

與主同行、活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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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急速轉變的時代，如何培養新一代的教
會領袖，是今日華人教會必須面對的挑戰。新生代
在一個非常不同的環境中成長，面對一個價值崩分
離析的局面，他們能持守信仰核心價值，在一個每
天都有新事物誕生的時代，可以在上帝給他們的天
際，用信心和創意翔翱飛揚，這會不會是我們對下
一代的期許？面向一個全球化的生活場景，加上新
生代的思想文化的轉變，教會應該思想如何將福音
真理和信仰的核心價值，有效地傳承給下一代。更
重要的，是如何叫人作主門徒，讓基督成為他們生
命的主，可以在新的世代中為主作見證，建立上帝
的國度。新生代學習成長由經驗作切入點，他們需
要同行者、解畫人和生命導師（Mentor），教會如
何建立一個以生命導引（Mentoring）為基礎的牧養
環境，對發展和培育年輕一代信徒顯得十分重要。
	 人生是一個整體，是由大大小小的人生抉擇所
塑造而成。人長大成為一個獨立成熟的個體時，便
要為自己的人生作出每一次的抉擇。抉擇而來的經
驗就是我們生命的組件。它們必須拼合成一個有意
義的整體。人自幼開始，便從現實世界學習各種知
識作為基礎，並結合於父母和師長從旁的指引教
導、他們對生活經驗作詮釋，然後經整理結合而建
構出人對人生、價值及世界的看法，累積出人生的
智慧。對經驗進行何種詮釋，其實正展示着一個怎
樣的世界觀。每個人從中建立起自己觀察事物的向
度和價值觀，繼而又以此向度去作決定，迎接新的
經驗。可以說，我們都是受制於對經驗的詮釋，倘
若我們的視野狹小，便只能有一個狹小的人生向

「生命導引」的牧養理念
播
道
會
傳
承
系
列
文
章

播道會傳承系列文章之五

麥漢勳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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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周而復始地以同一方法詮釋經驗。若我們不
能突破這種詮釋的循環系統，我們便不能成長，只
能受制於有限的經驗。
	 雖然，我們的生命經驗有限，但我們仍須把自
己置放在開放的境地，不斷經歷突破，使自己生命
成長。與上帝相遇而來的信仰體驗，給予我們新的
立足點和參照點，去重新詮釋我們的人生，與我們
過往的價值觀進行對話，引領我們進入新的人生視
域，使我們可以經歷天翻地覆的轉變，帶給我們一
個嶄新的生命參照點。
	 儘管我們受制於自身的經驗，甚至會受外在世
界影響。不過我們同時也擁有上帝恩賜給我們互相
感通的能力。我們的生命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當我們與別人生命相遇之時，能透過別人的生命，
去光照、觸碰和擴大我們生命的向度。教會就是愛
的團契，讓肢體有真實相交的生活，在其中讓人的
心靈找到發展的空間，去省察自己生命的不足和局
限，並與整個信仰群體，一同尋索真理，得着生命
的轉化和更新。因此，生命導師所關心的是信徒如
何認清自己的價值觀，並如何藉着真理的亮光和聖
靈的引導，帶來心意更新和變化。從而回應世界對
我們的種種挑戰，活在上帝的旨意裏。
	 過去幾十年，華人教會在發展事工上有很多的
經驗和成果，也十分重視教導工作。為此我們舉辦
了不少的課程、講座和活動。當新生代學習的模式
轉為以經驗為切入點，我們用「班房學習」和「活
動為本」的進路未必能夠幫助他們掌握信仰的價值
來作出抉擇。埋身的牧養就顯得更為重要，故此，
我們應思考如何將生命導引放回牧養的主線，而不
單是一個輔助性的活動，可能更切合現在新生代的
需要，藉着與他們同行，將神的道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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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中在短短兩個月時間之
內，有數宗具震撼性和影響全世界的
大事發生。

國家：權力鬥爭
 自從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
之後，經濟前景大受影響，因為國家
的收支有結構性問題，基本上入不敷
支，只能靠舉債度日。在今年7月至
8月期間，美國國會所規定的14.3萬
億美元債務上限屆滿，但是民主黨與
共和黨對社會和經濟價值觀有不同的
理念，而議員為了私利和黨的利益，
加上明年大選的關鍵問題，雙方僵持
不下，在國會互相角力；最後雖然終
於在限期前達成協議，但是影響了美
國債務的評級，而國民亦對議員的表
現，大感不滿。
 美國原本是全世界最強盛和富
裕 的 國 家 ， 現 在 卻 欠 債 累 累 ， 正
如傳道書五章13-14節所說：「我
見 日 光 之 下 有 一 宗 大 禍 患 ， 就 是
財主積存資財，反害自己。因遭遇
禍 患 ， 這 些 資 財 就 消 滅 ； 那 人 若
生 了 兒 子 ， 手 裏 也 一 無 所 有 。 」 

部門：唯利是圖
 在7月的時候，中國溫州的鐵路
發生相撞意外，然而，負責部門的處
理手法簡直令人瞠目結舌；為了迅速
回復通車，救援和搜尋工作匆匆完
結，捨棄人命和安全不顧。
 似乎為了發展和爭取全世界速度
最快與覆蓋面最廣的鐵路系統，鐵道
部不惜犧牲國民寶貴的性命，像馬太

麥文本
（本會天泉堂會友）

福音十六章26節說：「人若賺得全
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企業：貪得無厭
 傳媒大亨梅鐸將他的王國版圖，
從澳洲開始，擴展到英國和美國；但
是他並不安於報導新聞，務求進一步
操控新聞，甚至創造新聞，以達到不
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7月初的時候，梅鐸集團旗下的
英國《世界新聞報》被揭發非法竊聽
皇室成員、官員、名人和受害者及其
家人的電話，還干擾警方的偵查。
這一宗醜聞在英國媒體和政界引起了
巨大迴響，對梅鐸集團造成了沉重打
擊，如雅各書一章15節說：「私慾既
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
生出死來。」

群眾：不知廉恥
 於8月初，因為警察開槍打死一
名疑人，引致倫敦發生了集體暴亂和
搶劫事件，動亂迅速蔓延到整個倫敦
和英國其他三個主要城市。在一個
先進的民主國家，而人民都普遍尊重
法紀和守禮，居然因故發生暴亂和搶
劫，實在不可思議；原因除了涉及政
府大幅削減開支、貧富懸殊和種族問
題之外，就是群眾不知廉恥，並不覺
得這是犯罪的行為。
 當有人開始破壞和搶劫的時候，
他們呼召：「 來參加我們的歡樂吧！
（Come join the fun!）」其他市民非
但沒有制止暴徒的罪行，反而加入他

不像樣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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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行列；情況很像挪亞的日子，創
世記六章5節所說：「耶和華見人在
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
惡。」

個人：自我為義
 在7月22日，有一個屬於極右派
組織的挪威激進份子，因為不滿國家
的移民政策太過寬鬆，令他與不同背
景的外國人生活在一起；一怒之下，
他在首都奧斯陸放置炸彈，繼而在離
開市中心以西約40公里處的于特島
上，用槍械射擊在島上參加挪威執政
工黨舉辦夏令營活動的青年團人群，
令多人死傷，震撼全世界。
 挪威是世界上環境最幽美的地方
之一，福利良好和社會穩定，國民幸
福生活，其樂無比，像地上的仙境一
樣，但是不幸發生了這一宗慘劇，令
人費解。
 可以見到，如果一個人以為他代
表了正義和真理，懷抱着一個「替
天行道」的心態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
事，就會作出很大的禍害，正如耶
利米書十一章8節說：「他們卻不聽
從，不側耳而聽，竟隨從自己頑梗的
惡心去行。所以我使這約中一切咒詛
的話臨到他們身上；這約是我吩咐他
們行的，他們卻不去行。」

事件的啟示
 實在「權力鬥爭」、「唯利是
圖」、「貪得無厭」、「不知廉恥」
和「自我為義」充斥了個人、群眾、
企業、部門與國家的每一個層面。 

這些事件亦讓我們看見：
 ‧人之初，性本惡；雖然接受了
教育，滿腦袋學識，但是罪性一些改
進也沒有；
 ‧科學的發展沒有改變人的天

性，只有令人更進一步破壞和剝削大
自然；
 ‧政治制度和法律都不能改變人
性，只有令人類變得更自私和貪婪；
 ‧人知道的越多，實在他明白的
越少；
 ‧生活質素越好，心靈平安越欠 
乏；
 ‧社會越繁榮，罪惡會越殘惡。
 神造人的時候，吩咐人「要生養
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
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
行動的活物。」（創一28）
 人既然不能管理自己，更不能
治理世界，只有變本加厲地消耗和
摧殘；無論來自人的宗教、政治、經
濟、社會和教育都只是令人與人之間
分離，也令人與神之間的關係越來越
疏遠；當人不能自拔或者幫助其他
人，更離開神越來越遠的時候，就是
神回來審判和接管的日子；而今年
3月在日本仙台發生的9級地震和海
嘯，可以說就是一個預警，所以我們
務要儆醒！
 「我們也當忍耐，堅固我們的
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雅五
8）

天泉堂誠聘全職傳道
本堂誠聘全職傳道，以協助教會

教牧事工。須神學畢業，主動

積極，具團隊精神，有牧養經

驗為佳。有意者請電郵至mail@

tinchuenchurch.org或寄旺角洗衣

街227號播道會天泉堂索取申請表

格。資料謹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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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給她一杯涼水」
Cherry & Tim（同福堂會友）

單純的心
	 教會在2010年的主題「還他一杯涼水」(太十42)
鼓勵弟兄姊妹主動關懷一些弱勢社群，而以斯拉牧區
就主動聯絡播道兒童之家，希望了解教會如何配合，
為這群來自破碎及困難家庭的孩子作一點關懷的服
侍。感謝主，播道兒童之家(ECH)歡迎我們在小學生
「孩子團契」中事奉，我們夫婦就憑單純的心行出
去，學習接待小孩子	(太十八5)。
在事奉中學習
	 今年已踏入第二年的服侍，神教導我們要加倍去愛頑劣的孩子，只要盡心盡意去
作工，神就會掌管結果。還記得第一次跟孩子接觸，感覺他們很嘈吵而且很cool，防
衛性很強，但我們不斷禱告，在團契與他們相處久了，慢慢地跟孩子建立了友誼。神
讓我倆在小組遊戲及分享當中經歷祂的實在，祂改變孩子的陋習，使孩子在艱難當中
仍然有平安；在預備信息分享當中，神也首先親自教導我們認識自己生命的缺失和怎
樣提升自己的品性呢！
成為「大哥哥、大姐姐」
	 當我們考慮成為孩子的「大哥哥、大姐姐」時，我們從多方面得到神的引證，而
最後的引證是從一部西片「守護有心人」的故事及其中一句對白：「不是我們去改變
孩子，而是他們改變了我們。」更從電影中領悟到更多生命的意義。
	 當第一次帶孩子外出的時候送了一隻小熊給她，後來得知她如有心事及不愉快
的時候便會跟那小熊傾訴，小熊也成為她的知己。一隻小熊對於我倆只是小小的見面
禮，但沒想到一件平凡的事對於孩子有這麼大的影響！第二件事發生在一次團契當
中，當時大家分享感恩事項，孩子分享她在最近的測驗取得合格的成績比過往經常「
肥佬」有很大進步。我倆感覺當孩子被愛，被支持鼓勵及成為她身邊的同路人時，她
活得不再一樣、變得有承擔，有責任感，更重要是不再孤單！另外，Cherry因不小心
跌倒引至膝頭受傷要用拐杖行路，去到ECH，孩子卻為我祈禱祝福，一個月後仍記得
問候我的傷勢，真是很窩心！
神的恩典托着我們
	 神創造人就是教他們如何去愛，如何與神同工，如何在禱告當中支取神的力量。
能成為大哥哥、大姐姐都是神的恩典，我倆憑信心相信靠着神，盡我們的能力去做，
神會處理餘下的事情，因為祂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將榮耀
頌讚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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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會
舉 行 賣 旗
日，在我看
來，至少有
三重意義。
	 第一重意義當然是籌款。播道會
走進社會，致力推行一些蒙上帝喜
悅、關愛社群的工作，播道會作為非
牟利慈善團體，接受捐款和透過籌款
來籌募經費是必須的，也是理所當然
的。
	 第二重意義是反思。我們應常常
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你在這裏作
甚麼？」（王上十九9）耶穌說：「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
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3）
上帝是世上最富有的，無論給了我們
多少，沒傷他分毫。我相信上帝十分
希望我們向他求，並向他支取，只要
我們想他想的東西，幹他想我們幹的
事情，試問他怎會不給我們所需用的
呢？播道會一聲賣旗，播道書院的家
長二話不說，在售「金旗」階段，已
籌得超過十萬元，由此可見，播道書
院的家長對播道會事工的認同及支
持。願播道會每一步行在上帝的心意
中，蒙上帝大大使用和賜福。
	 第三重意義是合一。播道會的
賣旗日，為眾播道會的弟兄姊妹創
造了一個體現合一的機會，各個播

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道會的堂會和機構紛紛響應賣旗；於
賣旗日當天，看見「各路人馬」和大
小朋友，在街上佈陣，四出賣旗，令
我感到眾弟兄姊妹對播道會的愛護，
心裏十分感
動。賣旗日
當天正是播
道書院小一
收 生 面 試
日，老師們
不能直接參
與賣旗，然
而，看見有
三百多位家長和學生響應呼籲，代替
學校直接參與賣旗，心裏十分感激。
原來，賣旗日不單凝聚了播道會的弟
兄姊妹，也團結了播道書院、家長和
學生，我們不得不承認上帝奇妙的帶
領！
	 願一切榮耀歸與天上的父神！

播 道 書 院

恩 典 滿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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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同工知多少

	 我在播道會迦南道真堂事
奉已有五年多的日子，在過去事
奉中感恩的事有許多，不論在事
工發展上或會眾的生命成長上，
皆看到不少神奇妙的工作，同
工、執事為福音全然擺上，無保
留地為主付出，不少弟兄姊妹們
熱心追求真理、投入事奉等，不
少會眾對牧者的愛戴與支持，實
在難得。但其中最不能不提的，
乃我們有一位十分要好的資深牧
師──郭文池牧師，在他的帶領
下，學習到許多不是書本上能學
習得到的教牧學；在他的生命
中，處處流露牧者的情懷，將羊
群的需要時刻放在心上，並成為
同工的好牧者，且用心提拔後
輩；在他的事奉上，看到學者與
牧者的結合，這是我最感恩之
處。
	 至於我個人牧養的支持系
統，包括昔日神學院的師長及同
學，還有不可少的乃是與我同作

傳道的太太，他們往往能指出我
的盲點，並在我灰心時成為我的
支持及鼓勵。我個人對播道情的
感受，源自我在播道神學院修讀
神學開始，我已不知不覺間建立
了對播道會之情誼，願意委身投
入播道會這大家庭之中。這些
年來全職事奉，我深深感受到自
己是一個不配的人，但卻蒙神厚
恩，雖然自己許多不足，但神仍
給我機會學習與成長，願意使用
我，實在只有感恩。
	 最後，談及未來計劃，在
事奉方面：若神沒有特別帶領，
我願意忠心在播道會迦南堂中繼
續事奉主，被主建立；在個人方
面：我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
以完成我的進修計劃；在家庭方
面：盼望我亦能成為一個好丈
夫、好爸爸及好兒子！這三方面
確實有張力，但願神有夠用恩
典，使我能有好的平衡，將榮耀
歸給神！

蕭旭欣牧師
(迦南道真堂堂主任)

在播道會事奉日子：５年多



總會 2715-9683
播道醫院 2711-5221
播道神學院 2337-0111
播道兒童之家 2323-8224
播道會文字部 2715-9683
播道書局 2382-4922
兒童之友 2715-9683
播道會香港差會 2715-9683
播道書院 2366-1802
天泉堂 2381-2941
 天泉青少年空間 2381-8417
恩泉堂 2382-2366
 啟德社會服務中心 2382-6010
道真堂 2774-4966
活泉堂 5802-2755
靈泉堂 2574-7474
福泉堂 2778-3803
甘泉堂 2321-4008
迦南道真堂 2771-5325
觀塘福音堂 2343-2988
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2711-0293
基泉堂 2568-3030
樂泉堂 2774-6316
屯門福音堂 2452-6988
新福堂 2320-4173
景福堂 2464-3526
 白普理閱覽資源中心 2464-3526
康福堂 2637-1911
 康福堂長者中心 2648-9829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2648-9811
彩福堂 2753-8066
 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2753-8380
太古城堂 2567-4282
信泉堂 2744-9200
港福堂 2521-2500
順安堂 2341-6435
 順安堂社會服務中心3 428-5040
山福堂 2457-5823
和平堂 2361-0986
顯恩堂 2696-3178

恩福堂 3552-7701
福安堂 2497-5535
福安堂長者中心 2497-3333
興田村道真堂 * 2772-7744
 愛禮信長者中心 2772-7789
康泉堂 2539-6969
寶雅福音堂 2650-9980
 寶雅幼兒學校 2650-9286
活基堂 * 2310-8083
 和平樓自修中心 2729-9878
同福堂 2887-0566
國際堂 2567-4120
尖福堂 2721-4433
天福堂 2660-9333
活愛堂 * 2711-3206
厚恩堂 2702-3886
 厚恩幼兒學校 2704-3222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2702-3116
藍田福音堂 2709-0439
天恩堂  2617-3401
 天恩幼兒學校  2146-7891
靈福堂  2565-8509
 靈福教育中心 2565-8509
奇恩堂 * 2148-4102
 美孚長者中心 2745-8839
茵怡堂  2997-0770
 茵怡幼兒學校 2997-0777
屯恩堂  2452-6698
愉景灣國際堂 * 2987-7061
愛泉堂  2416-9531
福溢堂 * 2217-0180
樂恩福音堂 2338-3522
愛秩序灣堂 3196-4807
播道書院道真堂  2701-0744
望福堂 * 2393-3662
安福堂 * 2643-7878
泉福堂 2317-7696
恩福堂 (東九分堂) * 2173-7700
(*未自立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