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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浸文字部本著﹃傳遞傳

揚，榮神益人﹄的使命，於二

零零四年展開了兩個非常重要

先，愛浸月刊旨在成為教會內

的工作：愛浸月刊及網站。首

部的溝通媒介，以增進弟兄姊

實況。

新知舊雨：幫助您認識教會內

的新面孔及舊相知。

簡報簡訊：報導及預告各項教

會活動。

除了月刊之外，文字部亦

姊妹能夠緊貼教會的脈膞，更

藉着網站的工作，不單讓弟兄

加希望其他的朋友從我們的教

的實在。

會生活中得以見證到耶和華神

如果大家對月刊及網站的

•

教會乃基督所創立，奉耶穌基督為

由此可見，本會會友於教會的行政事
務上實在扮演着一舉足輕重的角色，每

•

本會以會友為主體，會內一切措施 當全體會友也積極地行使其權利與義務
時，我們也同時印證了教會在基督裡的
，均取決於會友大會。

•

會友大會為最高權力之會議。

根據我們教會的會章...

•

妹對教會內人、事、物的認識

浸會政制，會友駕勢

們與本人聯絡。盼望在神的帶

之組織，均向教會負責。

工作有任何意見的話，歡迎你

“無興趣”參加月會的方案.

全力籌備教會網站的工作，並

特別聲明，所有由本會成立及授權

及了解。於初步階段，月刊包

更會嘗試提出改善會友“無時間”和

領及弟兄姊妹的支持下，文字

向讀者說明會友大會的重要價值和會友的權利義務之餘，

暫定於三月七日為網頁隆重面

朱家欣

就以上會友的觀點，每事問再作了一輪明查暗訪，盼望

世的大喜日子。內容方面，包

榮神益人﹄的使命。

弟兄姊妹的借/還書籍及影音產品...約了朋友吃午飯等…..
2.無興趣：例如，相討的議案已經由理事會表決了，會
友的投票過程只是形式...某些議案實屬無關痛癢，難以叫
人投入...會友大會並非會友表達意見的渠道...等等等等。

部能夠貫切履行﹃傳遞傳揚，

1.無時間：例如，兒童部的工作還未完成...圖書部要處理

括有以下的專欄：

的活動資料，以及愛浸內的團

括有愛浸及其他愛城華人教會

暗訪後，每事問發現了會友不來開月會是基於兩大原因：

家事論壇：討論教會內備受關

注的話題。

契、各部事工的介紹。當然，

事問去思想會友為何不來開月會這個問題。經過一輪明查

教牧真情：揭開教牧同工內心

相片也不會缺少。文字部盼望

友人數僅得十六人(約為總會友人數的百分之十)，促使每

教會的歷史相片及其他活動的

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會友月會中，出席的會

世界。

事工介紹：分享教會各大事工

每事問

元首之屬靈團體，以新約聖經為設 •

理事會商討本會工作，除報告事項

立地方教會之基本，每一個地方教

外，任何議案均須經會友大會通過

會在神的帶領下，有完全之自主權.

，方能有效。

本會之管治由信徒組成的團體共同 •

會友有責任經常參加本會崇拜聚會

負責，信徒經本會正式接納後，加

，樂意奉獻，及關心支持教會事工

入本會成為會友大會之一員，除非

，以同心完成神的使命，並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

同心合一。所以，會友投票絕不能與橡
皮圖章混為一談；相反，每一選票也是
神聖重要的。

議會內容，有待改良
另一方面，某些會友雖然對月會的重
要性十分清楚，但却因月會議程的煩瑣
冗長而却步。他們認為如主日學老師人
選，各委員會名單等一類事項經理事會
(第四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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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楊傲軒
響你一生，甚至可能影響他人生命的

經下過無數的決定，當中會否包括一

相信在你的生命旅程中，你已

召。

証令吳牧師更確定到神對他作出的呼

中將有一位被呼召為牧師。這一個印

也在不斷祈求，為的是希望五個兒女

當然，成為牧師之後，時間和

些令你後悔的決定呢？那些會否是影
決定呢？在十多年前，吳牧師選擇了
放棄社工的工作，花了四年的時間在
時候，不愉快和灰心的經歷當然也會

自由度也相對地減少。在牧養教會的

重的活動中更為顯著。

浸信會西南神學院內受裝備，並走上

這些活動便演變成「愛群動力舍」了。

求主帶領及保守我們有同一的心志，

時也有人離開，特別在一些福音性比較

督作鹽作光。正如他們的宗旨一樣：

健康講座，郊外旅行等等。最後,

主的同在，他們心中依然喜樂。

辣:每一項事工與活動當中的過程，不
「愛群動力舍」這個名字，其實是從 見證，可以說得上節目豐富、內容充實
「動力信望愛」這首詩歌中得靈感而來 。感謝神的保守，「愛群動力舍」每次

偶爾發生，但藉著禱告及弟兄姐妹親

命；另外健康講座中更加插了個人得救

當牧師的路。吳牧師曾否後悔當牧師

穿珠班的福音鞋提醒基督徒應當的大使

是對於它的由來，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呢？

，甚至有一些也曾參與當中的活動。但

奮過來。另外，家人的支持也成為牧

詩歌及背誦金句，能使人身心靈暢快；

自的安慰，吳牧師每次也能迅速地振
師的鼓舞。每當牧師外出探訪時，他

愛群動力舍」這一事工的名字並不陌生

社工的工作，最主要是藉著輔
導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在當社工
的探訪隊伍。牧師雖然忙碌，但也會

的千金們也一併跟隨，成為一隊精銳
每晚和三位女兒一同禱告，分享聖經

生命需要被改變與改造，最有效並最
深遠的方法就是去改變他們對永恆的

力上加力，更無悔當初所下的決定。

故事。師母和三位可愛的女兒使牧師

的歲月中，吳牧師真實地體驗到人的

或單靠社會心理學與輔導學等知識可

價值觀，但那却不是單靠、人、力，

最後，用一句確定和影響了牧
[

師的說話作結語。 是我底自由，選上
<
]

>

那不自由的路 給無名的傳道者 。意
思是說牧師在他的自由意志內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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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當思想著究竟是什麼工作才
能產生最大果效，什麼工作叫他能夠
全時間傳揚那改變生命的福音時，吳
牧師心裡感受到神對他的呼召，便毅

神的呼召，並甘心情願作主的僕人。
何崗位上無悔並且喜樂的為主作工嗎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願意在任

然踏上牧養的路。
﹁我沒有後悔，因為這是我自己回應

？

牧 師背後有四個全力支持他的家人。

了很多多元化的活動，希望可以幫助參

苦:當中各事工的進行過程往往也耗掉 向外播種福音的種子，向內滿有屬靈的
事奉中弟兄姊妹的身心力量。不過因有 果子，向上與主結連，向下扎根於真理.

「愛群動力舍」從開始到現在，舉辦

酸:雖然每次活動也有新人參加，但同 舍」仍然會繼續在這個社區中，去為基

與講座，例如：手工班，探訪安老院，

甜:藉著各樣事工讓人認識耶穌基督歸 明智慧，去解決問題。
在二零零零年，有六位姊妹，組織了

神對我作出的呼召。﹂
起初，吳牧師也曾擔心自己會
召絕不是一個幻象，卻是一個現實的

否看錯神的呼召，但他清楚知道這呼
反映。他願意在神面前承擔，在神學
在教會內担起牧養之職。吳牧師自少

院內預備自己，被神模造，希望將來
就從父母身上學到要常專心倚靠耶和
也對他有深刻和正面的影響。在一次

華並培養出對神堅定的信心，這一切
與母親相談中，吳牧師提及自己想在
神學上進修，並得悉原來母親多年來

採訪: 王慧誼

相信很多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們對於「 加者身心靈的成長。例如在運動後聆聽

的。藉著一群有愛心並熱衷於傳福音的

的活動也很順利完成，但是在當中事奉

會一定是順順利利的。也有跌倒、有魔

弟兄姊妹們，透過興趣小組及運動，與

的弟兄姊妹，可以說得上嘗盡了甜酸苦

鬼試探的時候。但當他們遇到困難的地

參加的朋友建立友誼並傳揚福音。

辣。

方，他們會一起禱告，求神能賜他們聰

雖然事奉中障礙重重，但當中的一群

每星期兩次的健康舞班。慢慢地每次聚

向主。彼此在愛中建立，看到別人的生

會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與新朋友參加，人

命有改變，感受到主在身邊工作。這些

弟兄姊妹，仍然堅信神在其中所作的工

數逐漸增長，於是決定開設其它興趣班

常常也是他們喜樂的源頭。

作，是不會白費的。日後，「愛群動力

再問他認為愛浸有何改善的地方，「暫時沒有留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幾個英文名子於華人教會中特

別流行？我想「Patrick」也是其中一個比較常聽的名字( 意，我認為現階段我最首要是要溶入教會生活，了解多點
數數我們愛浸有多少弟兄叫Patrick?)。雖然名有相同，

才作評論。」提到平日的嗜好，Patrick表示自己是一名

但每個人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今日介紹的Patrick

運動愛好者，喜歡一切球類的活動，除此以外，他原來亦

Wong黃寶恒在香港出生，九二年隨家人移民來到加拿大， 是一個游泳健將，在香港和卡加里讀書時也曾代表學校出
一直在卡加里生活並完成土木工程學位，直至兩年多前因 賽。雖然Patrick謙稱「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但提起過
工作關係來到愛城居住。碰巧延愛團的阿華與Patrick在

去訓練的日子，他不無回味的，「我好enjoy(享受)鍛鍊

同一間公司工作，透過阿華的邀請，Patrick去年七月便

付出的過程和期待比賽的心情。除了是意志的磨練外，那

開始參加延愛團的聚會，幾個月後更參與崇拜呢！

種團隊精神也是我所嚮往的。」Patrick亦打算加入YMCA

因為Patrick不是基督徒，我便好奇教會有什麼吸 ，「因為很久沒有規律地做運動，希望可以操練一下。」
引他的地方？「我覺得(團契)好warm(溫暖)，很真，大家 不知大家會不會跟Patrick一樣，在新一年又有keepfit大
(與弟兄姊妹)玩得埋，又投契，況且我家人不在身邊，識 計呢？
多些朋友也不是一件壞事，而且返教會也漸漸成為我的習
慣。」大家不要以為Patrick只是為了玩樂才返教會，他
對真理也有追求的，「我現在每晚都會看看聖經，想認識
多點，想知道這位是不是那獨一的真神？」現在他已看完
了創世記。(看到這位新朋友的追求，各位弟兄姊妹有沒
有感到汗顏呢？)

• Patrick(左)說不少人覺得他和阿華(右)
相似，你又點睇？
採訪: 霍穎儀

今天我們教會的團契很多元

友。因為人數不多,大家的關係都很

化,針對不同年齡和層面的會眾來分

緊密,很親切。」至於週會內容亦比

類:如英青,國語團契,大專團契和家

較簡單,以查經為主,

庭團契等等.你又可知早期的愛浸只
有一個團契?

「當時團契有一批香港來讀

一樣。反而當年的導師會比較有距離。」
雖然Ivy已不是延愛團的導師,但
一班年青人仍改不了口稱她做Ivy導師.在
這半年的休息中,Ivy多了時間看書去充實

大學的弟兄,他們很都愛彈結他,加上 自己,並繼續尋求神的帶領,請你也記得把

無論你說的是廣東話還是國

陳師母的兒女都會玩樂器,所以我們
語,身份是學生,就業青年還是已婚人 很喜歡一起唱詩歌。」Ivy過去亦曾
士,都在同一個團契裡相交.相信大家 擔任過延望和延愛團的導師,「其實

她放在禱告中啊!

對Ivy姊妹(房梁翠儀)都不會陌生,除 我很羨慕你們這一代的團契有導師,
了因為她是愛浸關顧事工的台柱之一 可以有大哥哥大姐姐提點,我在成長
,你可能被她探訪過之外,你也可能在 階段遇到一些問題,有時也不知可以
團契、以馬內利、祈禱會和星期日崇 向誰請教呢!」
拜時遇到她.Ivy在1976年底從委內瑞
拉來到愛民頓讀書,因為宿舍好朋友
的邀請而返教會(當時仍是租用一所
西人教會來聚會的).
「那時團契的人數約十來二

雖然做導師有壓力,Ivy表示
當時是很享受這個崗位的事奉,亦很
珍惜跟年青人亦師亦友的關係.當比
較現今青年跟她當年的不同時,Ivy坦
然:「當時的人比較含蓄,不太懂得表

十人,學生比例較少,就業青年人比較 達自己,現在的青年人敢言,主動得多
多,還有一些已婚人士和講國語的朋 .他們會主動問你意見,當你好似朋友
3

• Ivy姊妹閒時喜歡聽古典及五、六十年代的
音樂。

(續第一頁)

，因為大家亦深明湊足人數的實際需要)

學習在適當時勇敢並正面地表達意見，

決定便可，無須會友表決，這樣更有助

。再者，就算會友願意/能夠出席，他們

提出疑問甚至提出反對，千萬別自嘲人

騰出時間相討其他重要事項。哪麼，何

也希望會議儘快完成，好叫肚皮不需忍

微言輕而作出不甘心的妥協。

謂重要事項呢？何事需要表決呢？按照

受飢餓之苦。

現時的教會會章，理事會所提出的議案

另外，理事會亦有責任向會友清楚交

另外，會友對開會議程的了解程度也

待開會議程，提供足夠資料以幫助會友

是必要得會友通過才可生效；換言之，

是他們出席與否的關鍵點。就現時處境

了解之餘，更要容許會友在會中有發問

理事會的職權範圍是絕對影响到會友大

而言，會友通常在月會舉行時才收到議

和討論的空間，從而鼓勵教會整體的積

會中需要相討和表決的事項的。哪麼，

程，又因時間關係而未能在月會中對議

極參與。若果開會的時間，形式及內容

理事會的職權範圍有否修改的空間呢？

案作詳細討論然後才進行表決。最後，

是大家所關注之問題，理事會亦應帶領

時間怱促，溝通不足

會友在“一知半解”甚至是“唔知點解

會眾落實地尋求對策，達至共識。

”的情況下便舉手投票，實在叫人難免

結語

除了月會的相議內容外，月會的舉行
時間和缺乏會前預備也是會友未能投入
的因素。一般來說，星期天是教會每週
最繁忙的一天。在主日崇拜後，往往充

聯想到橡皮圖章的角色。

無可否認，我們教會並非一所完美無

同心改善，扭轉局面

瑕的教會，不單現行的政策需要改善，

這樣，我們下一步應如何是好呢？既

甚至教會的領袖也需要改進。但弟兄姊

斥着不同事工的例會，弟兄姊妹的飯局

然教會是主內合一的見証，我們愛浸也

妹請你們謹記，教會並非是一所由管理

，車載接送的安排，和各式其式的聚會

應該上下一心地改善會友月會的問題，

階層與員工所組成的行政机構，我們却

等等。總之，各人也把握着這個每週一

使之履行其作為溝通媒介的功能。

是一個愛的群体，一班屬神子民。在神

次的黃金時間，務求要“做晒要做的事
，見晒要見的人”。在如此情況下，本
來已被視為非必要出席的月會就更被顯
得無關重要，最後甚至成為了一項被摒
棄的活動(特別會友大會情況則較為理想

首先，每事問認為每位會友必須明白

眼中，我們每一位在愛浸聚會的弟兄姊

並看重他們在基督的教會中被賦予的權

妹也是平等的，無論是會友與否，是領

利與義務。會友要清楚投票的目的，不

袖與否，也需要為着改善教會而盡一分

要本着人舉我又舉的心態，却要經過認

力。你願意參與建立教會嗎？不如就從

真的思想才作出決定。再者，會友也要

參與每月的會友月會作為開始吧！
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燭光晚會

十二月廿一日聖誕晚宴
的有趣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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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弟兄姊妹分別於

場賀歲話劇排練時

十二月十四及一月四

日接受浸禮

一月廿四日年宵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