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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恭喜《祝光》大一歲！感謝大家
的支持，不經不覺一年多了，《祝光》
內部成員的關係彼此結連更加深，在事
奉崗位上雖然各有不同，我相信是上帝
祝福聖光堂，令這個家有好好的配搭，
每期都能順利出版《祝光》。由最初「小
貓三四隻」成立一本季刊，到現在已有
十多位成員，感謝神帶領他們來到這平
台，為上帝的家出一分力。憶起最初成

立季刊目的是為這個家能透過《祝光》去結連每位弟兄姊
妹的狀況，相信這本小小的刊物讓大家了解聖光堂每季所
發生的事件，同時也有靈修、節日的知識、專訪等，相信
「祝光情書」是最扣人心弦，讓聖光堂的弟兄姊妹能寫出
一句又一句感人的說話。然而，希望《祝光》可以令男女
老少都能連繫在一起，讓大家都能了解聖光堂整個家的發
展及動向。
　　希望《祝光》每一期能帶給您無限驚喜、無限的歡
樂，您在《祝光》中也找到無限的樂趣！感謝主一直的帶
領、祝福，也感謝聖靈在《祝光》當中與我們同在。同時，
感謝弟兄姊妹對《祝光》的支持及奉獻，令《祝光》繼續
發熱發亮。

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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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讀經營　了解四幅圖像
記者：沈思齊

 
　　2010讀經營在5月21至23日於長洲鮑思高青年營舉
行。今年特意邀請香港神學院講師──鄧瑞強博士來到我們
當中分享受苦基督的四幅圖像，教導參加營會的會眾從四
福音看基督耶穌受苦的不同意義。

	 讀經營的第１天，正值長洲太平清醮，島上人山人海，
會眾幾經辛苦才能抵達鮑思高青年營。接下來的時間由鄧
博士為我們講解了關於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筆下的受苦基
督。第２天則是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筆下的受苦基督。第
３天由牧師為我們主持崇拜，以「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為
題為三日兩夜的讀經營畫上完美的句號。

 

　　

　　讀經營一向會給予別人悶的感覺，好像要在雞蛋裡挑
骨頭般研究聖經，但這次的讀經營不但讓我們了解到福音
書作者的想法，亦明白四卷書是互相平衡而且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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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的十架是艱難；馬太福音的十架是積極，為了應驗
天父的旨意；路加福音的十架是赦免；約翰福音的十架則是
關係和愛。鄧博士透過不同的角度，作者不同的風格，帶領
我們看當中不同的含意。比起以往只看經文表面的意思，是
次營讓會友們能透過鄧博士淺白的解釋，認識耶穌更深入、
更立體。

吳紫威弟兄：苦路呢～有人看得悲，有人看得偉大。由不同福音書
出發，細想到每位作者的用意和文字背後的意思。這跟我平日理解
經文方式不同，平日了解福音書只得一個角度，現在查經時會多從
不同角度思考經文。

洪玉如姊妹：行得很累，但很開心。

林麗珍姊妹：這次讀經營的方式十分新穎，我從來也不知道四福音
可以這樣理解。雖然以往知道四卷書中內容有不同，但卻沒有深
究，這次讓我明白到書中的深層含意。

李相麗姊妹：這是一個很棒的營，原本以為會悶，但卻沒有。

杜少洪弟兄：本來害怕不
能完成3天的營，但最後仍
然應付得來。玩遊戲時很開
心，而且環境非常優美。

鄧惠芬姊妹：透過這個營認識到四福音有另類
的看法，它們分別表達了耶穌十架上的路，亦
兼顧到我們的情感和理性。我曾在信仰上有憂
慮，擔心不能走完自己的苦路、肩負起自己的
十架，但在四福音中，耶穌的一句成了讓我知
道衪已將一切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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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清遠禾云短宣2010

第一天
*暑期聖經班
*行區-去了禾云部份新開的工廠區，為當區祈禱。

第二天
*探訪敬老院(有遊戲，
跳讚美操，粵曲，
訊息，祈禱時間）
＊暑期聖經班
＊探訪區內小朋友家庭

第三天
＊禾云教會崇拜
＊為當地中小學祈禱
＊暑期聖經班
＊青少年聚會
＊婦女小組
＊男人小姐

第四天
＊一行２４人，分了５組，探訪禾云家庭。

文／圖：黃涴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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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6足球隊奪亞！！
記者：布永皓

　　7月1日除了是慶
祝香港回歸特別的一
天，更加是聖光堂特
別的一天，是聖光堂
U16的決賽時刻！經過
兩年多番勞勞碌碌的
經營，今年球隊於挑
戰盃成績過人，過五

關，斬六將，殺入決賽，雖然最後落敗，但亞軍已見證了各球
員的付出。
　　當天聖光堂粉絲團共46人，打破U16的紀錄，旅遊車的座
位通通坐滿，浩浩蕩蕩遠征位於秀茂坪的球場。對手為沙田潮
語浸信會，早前的8強和4強比賽共轟入21球，只失1球，實力
相當驚人。在聖光堂如當天陽光一般熱烈的歡呼聲中，球員們
列隊進場。開賽早段聖光球員們比較緊張，對方利用較有優勢
的身位佔上上風攻入2球。隨著聖光粉絲們用非洲鼓、打氣棒
大喊口號助威，聖光反壓對方，聖光13號前鋒繼一球中柱後禁
區角位傳中，球帶拋物線笠過對方門將墮入網窩，誤腳造就妙
絕入球。繼後比賽雙方互有攻守，粉絲們都十分投入。比賽戰
至下半場中段聖光再一次失守，繼後對方攻勢更為順暢，最後
聖光U16以1：5見敗，但球迷一致讚賞球員努力，奪得亞軍。
　　領隊周俊文賽後表示：
「雖然對賽果未算滿意，但都
欣賞每位球員最後有拚勁。」
　　球員湯子樂認為自己表現
普通，問到亞軍有何滋味，
他就妙言:「就像拿到亞軍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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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將近端午節，相信大家都會應節食粽
和欣賞龍舟競渡，甚或跟隨民間傳統到海灘遊
龍舟水，但你有沒有想過在佳節臨近的日子，
走到屋村祝福社區呢？

	 本年 6 月 6 日，由工業福音團契舉辦，
聯合南區 10 多間堂會及機構，名為「粽有你
關懷」的祝福派粽活動，是次活動是探訪石排
灣邨的長者，派發端午粽禮物包。當日下午
2:30，超過 100 位弟兄姊妹於聖光堂集合，由
工福的同工向大家簡介之後，由聖光堂的年青
敬拜隊帶領敬拜後，再加上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基福堂周劍英傳道以神的話語鼓勵大家，大家
就浩浩蕩蕩分成 2至 3人的小隊分別出發。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出隊，各小隊回來分享
過程，見證主並彼此鼓勵。當中也有聖光堂的
年青人，他們同樣上門派粽，並且能夠帶人決
志信主，感謝主！

「粽」有你關懷
記者：周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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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記者：袁振庭

	 一年一度的讚美之泉敬拜音樂會──香港站在 7 月 10
至 11 日於香港會展舉行，教會 30 多名弟兄姊妹於 7 月 10
日參加。當天更是讚美之泉巡迴敬拜音樂會的第一場，氣
氛相當熱烈，一同用心靈誠實敬拜神、讚美神！
	 螢光粉紅加上湖水綠的「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是
讚美之泉今年的主題，希望每個人帶多一點愛給別人，令
每一個人都活在神的愛裡，更感受神的大愛！聖經記述：
「願他們跳舞讚美衪的名，擊鼓彈琴歌頌衪。」（詩篇
149:3）除了用歌聲敬拜，更可用舞蹈敬拜，他們邀請了組
合 DOG	Power 用歌聲及舞蹈火熱地敬拜神！現場有小朋友
獻唱，帶著每一個會眾回到小孩子的角色，用最純真的心
走到神的面前，當中包括唱出滿有能力、雲上太陽、讚美
之泉等耳熟能詳的詩歌。全場的弟兄姊妹非常投入，在尾
聲的時候更手拉手，用合一的心唱出今年的主題曲，「愛．
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雖然活動已告一段落，但願每個弟兄姊妹讚美的心卻
永不止息。如弟兄姊妹想試聽「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可瀏覽：http://www.youtube.com/watch?v=ugkkUKrDpGY

	 歡迎到讚美之泉官方網址：http://www.sop.org/

	

讚美之泉：
1993 年成立，於北美洛杉磯地區聚
會，以敬拜讚美來傳揚福音，宣揚神
的國度，用音樂鼓勵和訓練年青人成
為負責任的一代。至今已推出 30 多
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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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婦小組
筆者：馮志強牧師
成立：1996年
成員：何柱文伉儷、甘孟熾伉儷、馮志強伉儷
　　　
　　聚會時間及地點：每兩個月一次於其中一位家庭中吃晚飯

　　夫婦小組於1995年成立，起初由何柱文
伉儷與馮志強伉儷開始有家庭聚會。由我們
倆對婦女結婚後沒有再返中級團團契，所以
在這期間，不定時舉行聚會，一同分享婚姻
生活。

　　直至1999年馮志強傳道返聖光堂實習，
開始定時每一個月或每兩個月聚會。約2003
年我們有同一領受需要加添成員，我們一同
祈禱等候，於是邀請了甘孟熾伉儷加入，一
同過小組生活。

　　我們這小組最大特色是相同婚
齡，都是於1995年年底結婚，各有
兩個兒女。作為父母，我們先後經
歷仔女不同成長階段，現在更有些
面對中學階段。我們現在約兩個月
一次聚會，一同飯聚、敬拜、查
經、分享、代禱。生命彼此激勵成
長，面對工作，特別是教育下一
代，我們付上禱告。我們三個家庭
有假期都相約一起活動，享受家庭
之樂。感謝神！讓我們三個家庭有
夫婦小組，彼此支持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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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青小 組

筆者：郭錦媚姊妹

長青小組特色
聚會必定早到，但會準時要走。
不問週會內容，只會盡情投入。
愛創意扮演週，因可展露童真。
也愛遊戲比賽，輸贏好均真呀！
樂意參與事奉，代禱是他專長。
懂得凡事交托，愛唱詩讚美神。
不記得組名字，但會叫hi靚女。
識字唔算太多，勝在勤力學習。
愛靚愛美佢叻！整齊是他本色。

長青小組聚會時間：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六早上9:30-11:00
歡迎50歲或以上老友記參加，聯絡麥婉儀姊妹、何珍姊妹或
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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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兒童聖經班
           ‧聖地智趣遊

     年青人要起來侍奉神！

    這次暑假，聖光堂的一眾年青人都捨棄無所事
事的習慣，決心要為神服務，亦希望能從中學習神
的話語，8 月 11 至 13 日一連 3 日，一眾少青成員
為主作鹽作光，一起當上暑期兒童聖經班的導師，
牧養眾多小朋友的靈命。

    由於聖經班的報名情況非常踴躍，報名參加的
小朋友多達 30 多人，各導師都不敢怠慢，連日來

準備了大量物資和教材，務求令小朋友
的靈命有所成長。

    第一天的教學，藉著向小朋友講述耶穌赦免
癱子的罪的故事，令小朋友明白依靠著耶穌基督
的名，我們的罪都能得赦免！

    經過第一天，小朋友便與青少年導師打成一
片，之後兩天的聖經班分別講述了耶穌平靜風浪
和醫治僕人的事蹟，使小朋友對耶穌基督的認識
大大增長。除了上聖經課，導師們亦準備了不少
遊戲和手工製作的時間，令小朋友在玩得不亦樂
乎之際，亦能從中學習神的話語。其中小朋友最
喜愛的，一定非跳舞環節莫屬，小朋友跟住主題
曲 < 最深愛的主 > 的節拍，手舞足蹈的，跳得非
常開心。

特約記者：周兆麟



   當中最開心的莫過於一眾小朋友。小朋友們都積極參與聖
經班的每一個活動，除了專心聽導師講述耶穌基督的事蹟外，
玩遊戲更加是非常投入。不少小朋友都覺得聖經班好玩之餘
又有意義，亦深深感受到耶穌對我們的愛，當中亦有未信主
的小朋友決志跟隨主耶穌。而大部份已決志但仍對耶穌基督
存有懷疑的小朋友在參加聖經班後亦重拾對耶穌的信心，決
意再一次宣告願意跟隨主耶穌！

    總觀整個活動，可說是非常成功的， 不論是小朋友，抑或
是青少年導師，靈命上都有一定的成長。另外，小朋友都變
得開朗活潑，希望神可以在往後的日子能夠重用這群純潔的
心靈，以他們的微笑去將福音傳遍每一個角落。

< 最深愛的主 >
奇妙恩典，奇妙作為，唯有你，唯有你掌管一切！
奇妙君王，奇妙作為，唯有你，唯有你時時同在！
愛你愛你，愛你愛你，你是我這一生最深愛的主，
愛你愛你，愛你愛你，你是我這一生永遠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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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剩下 Jesus
記者：袁振庭

 教會青年暑假的重頭戲－《Nobody But You》3 日 2
夜的營會終於在 8 月 7 日至 9 日舉行。這次的宿營有多達
約 50 名青少年參加，當中更不乏新朋友，更有一班為主作
工的義工幫手！營中活動好玩又精彩，使大家回味無窮！
今年的營會中最小的是小五，而最大的是大專生，大家彼此
有默契，當然沒有代溝！活動分別有大型及小組活動，包括
競技比賽、模擬人生遊戲、Talent Show（天才表演）……
每位青少年在活動當中都相當投入，更於 8 月 14 日重聚日
頒發冠軍獎品。其實每位青少年已不在乎得獎與否，只在乎
享受每一個遊戲。

模擬人生
 營中的重頭戲！首先每人於限時內考一份卷，所得的分
數會決定模擬人生當中的學歷，而地位和金錢就是隨意抽的。
當中你的身家有機會有 5 萬，更有可能只得 50 元。當遊戲
開始時，你自己要選擇自己將會打什麼工，有錢人可能甚麼
也不需要做；有些高學歷但貧窮的人則要打工賺錢；一些低
學歷又沒錢的人則可選擇在黑社會做「金毛飛」，儲足夠的
金錢去考試爭取學歷，再去做比較高人工的正當職業。每位
青少年都有自己的選擇，可看出是在享受人生還是糟蹋人生。
最有趣的是，遊戲當中當你做完「金毛飛」而又想擺脫這名
義時，就可以到教會悔改，洗脫金毛飛的名義。不過最感恩
就是，在這些遊戲當中，有新朋友認真地由牧師帶領決志信
主，感謝主！雖然只是一個遊戲，卻能反映人性的醜惡、社
會的情況，使大家感受到這風氣，從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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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劇場
 模擬人生的晚會在營中的第 2 晚舉行，劇場分為 3 部分，
首先是由一班年青人透過話劇傳達信息，講述一個平凡人吳爽
爽去追求夢想，卻錯過了很多東西，走過這充滿喜怒哀樂的人
生。接著是播放《六號月台》，它講述一個人的人生什麼事情
都很美好，也做了很多有意義的東西，卻在某段時間有人給他
傳福音及遞上天國車票時，他沒理會，最後遺下往天國的車票，
短短的 6 分鐘，讓青少年感受福音的重要。模擬的安息禮拜在
最後，透過由青年人製造的棺材、安息禮拜詩班、吉儀和莊嚴
的氣氛下，每位青少年都認真起來，在短片中有不同的青少年
講述遺言，令在場的青少年眼眶都湧出淚光，令人感動。

 透過一整晚舉行的人生劇場，領略到人生無常。在走自己
的人生時，當別人給你「車票」，就必須撿起，因為這是通往
天國的車票。
 
 在整個營會當中，共有 3 年青人決志信主，成為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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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個新朋友
記者：吳紫威

	 Color	your	summer ！捉個新人 Party 於 6 月 26 日順利舉
行！神叫我們把福音傳遍全地。透過活動，把祂的話語傳遍南區，
拯救更多靈魂，令他們明白生命的真正意義。當日受邀的包括有
少青組員，以及他們的朋友。我們更親身到香港仔街頭各處邀請
新朋友回到聖光堂慶祝，分享在神懷內的這份喜樂。
	 承蒙恩典，出席活動的約有 40 人，而當中更有 5位是新朋
友。是日活動精彩豐富，先來是火熱的敬拜，用音樂打動現場氣
氛，也讚美造物主和身邊的一切，叫我們感恩。敬拜過後，是熱
身遊戲，從組合不同顏色配搭中帶出主題，參加者都顯得相當投
入。我們有幸邀請一位更新人士來分享見證，內容富有啟發性，
當中提到生命的真正意義 ,	引來眾年青人的深思 ,	讓他們思索生
命。分享兩次被捕的經過和下場使人為之落淚。而他在見證中，
叮囑及勉勵新一代年青人要珍惜生命和活得精彩。見證後是周導
師的信息分享，借近日網上「賜坐男」的短片來帶出要關心近人
的信息。最後，當然是不可或缺的派對時間，大家一邊聚餐，一
邊交流生命，氣氛良好。
	 來！快為你的暑假添色彩！這色彩不是單單靠玩樂而得回來
的，而是主給你的，叫你一切滿足。相信一個充滿色彩的暑假，
將由這刻開始。	

子其的見證分享鼓勵了一班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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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義、好憐憫
記者：周俊文
　　今期為大家介紹另類基督教音樂，由鍾一諾、鍾一匡兄弟共同創碟名
為「鐘聲」的基督教詩歌。此碟主要以音響及音樂為主，找來多位世界級
的樂手以現場樂隊錄音，所以絕對是高級音樂享受。曲風多數是騷靈音
樂，感覺令人有份外輕鬆。為大家推介碟中的「行公義、好憐憫」，以
RAP（口繞）形式活潑生動地唱出彌迦書六章八節，教導我們作個真正的
基督徒。歌曲中段更有二胡的拉奏，西方及中國音樂融洽交流，更有新穎
的感覺。不妨上網試聽吧！

歌名：行公義、好憐憫	(Feat.	漁夫)
歌手：鍾一諾、鍾一匡	 
作曲、詞：鍾一匡	 
編曲：Billy	Chan

To	do	justly	To	love	mercy		Oooh…	listen	baby	
You	gotta	do	You	wanna	do		To	do	justly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近日社會紛爭	政黨政治圍困	戰火破壞幸福	世態多灰暗	
共赴社區關心	了解老弱窮困	獻出愛和善心	更樂意助人	
[漁夫]	
讀咗彌迦書	都有幾十百次	有冇咀嚼呢段經文嘅	真正意思	
WWJD	到底又係乜嘢嘅意思	有幾多基督徒	呢一刻喺度行緊公義	
係咪唔落地獄先至係信仰嘅目的	咁要上天堂	又有冇特定嘅方程式	
我地尋尋覓覓	所謂啲核心價值	其實我哋係咪淨係識得	飲飲食食	
Repeat	*
實在慘不忍睹	天災遍地而降	彷似一個病魔	摧毀美好一切	
願做世間燈火	發揮正義仁愛	給那飢渴活水	彰顯主的愛	
[漁夫]	
神愛世人	甚至將獨生子賜俾我哋	咁我哋有冇	將最好既冚辦爛俾返上帝	
你有冇講過	同做過一啲事係違背良心	你有冇數過	有幾多次係真正感恩
係咪返教會同讀經仲有返埋團契	咁就似返一個聖潔模範嘅基督徒	
係咪關心社會事務	又會俾人覺得老土	攪到做基督徒都要鬼鬼祟祟咁做
Repeat	*

網上收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nuAfEyFBKE

您想推介詩歌給弟兄姊妹？不要延遲，請把姓名、推介原因、感受、歌曲（連網上試
聽網址及歌詞）電郵至blessinglight@ymail.com。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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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分享5- 等候神(上)
文:辰斌

我們曾分享過靈修的目的是與神相交;靈修的結果是因著與神
相交而生命被更新，愈來愈有基督的性情。我們亦約略分享
過靈修的方法如讚美及禱告神的話等，更提過信心與愛慕神
的心(及祂的話語)比方法更為重要(註:方法是緊隨重要的)。
現在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等候神的操練:

等候神: 
等候神的操練是靈修各種操練中不可少的一項，但也是人最
受不了的操練;因為人的習慣是不停地想這想那，並且不由
自主地持續尋求外來的訊息;當我們安靜等候神時，我們的
思想、情感和意志都要起來反對(這是未經制服的舊人的表
現)，有些人甚至一安靜下來等候神就覺得全身痕癢，坐立不
安，馬上就想起許多未作的事，又或想起電視片段等;雖然如
此，箴言(箴5:1)卻說我們到神的面前,不要心急發言，要近
前聽勝過愚昧人獻祭(即憑血氣為神作這作那);因此，我們該
當禱告求神幫助我們能夠作等候神的操練!

聖經很多處提醒我們要等候神(wait for the Lord)，比如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
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40:31);聖經所說的等候
不是單單靜下來，把內心倒空，任由甚麼靈
進來指教我們;聖經多處教導我們等候神
是要帶有盼望(所以等候有時是用hope
in這個詞)，如『我的心哪，你當默默
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
而來。』(詩62:5)這裏所指的默默無聲
是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打算，只單單專注仰望
神的幫助，當我們有困難時，我們除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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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傾訴難處、求祂幫助外，我們也要學習等候神，因為神
必叫我們從新得力去面對一切的困難!另一方面，我們要在
祂的話中等候祂，就是信入祂的應許裏，如經上說『我等候
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詩130:5)在神
的應許上仰望神，等候神是十分有力的，所以我們要學習多
讀、多運用神的話來等候祂;只是我們要除去一邊等候神，
一邊心思裏不停想法子的習慣;另外也要避免在等候神的時候
專注於自己的外在境況(如困苦、難過)和過於高舉自己的感
覺，要讓神的話在你心裏作主！ 

等候神是必須長期操練的，更不是在有問題的時候才來操練, 
沒有等候的習慣，在緊急時是很難運用起來的，就像平日沒
有長跑習慣的人，是不大可能跑馬拉松一樣;我們應當學習在
每天靈修中(如敬拜、讀經和禱告)抽一段時間，不為世界的
事，單單為著相信神是施恩並指引的神而等候祂，我們可以
運用神應許的話，比如『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他是我
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因為我們向
來倚靠他的聖名。』(詩33:20)藉著這句應許來到神面前，並
信靠祂的話，在祂面前靜默等候，若我們的心思分散(千萬不
要介意或自責,而令自己的專注力更分散，神很了解我們的情
況)，我們只須再次運用神的話來禱告，直到我們覺得可以在
神面前再次靜默等候祂。開始操練時，無須太長，只要五分
鐘已很好，慢慢你覺得可以在神前更長多安靜，你就把時間
　　　　　　　　漸漸增長。

　　　　　　　　　　對神帶著盼望的等候是神所喜悅的，
　　　　　　　　　　以賽亞說神正等著要施恩給那些專等
　　　　　　　　　　候祂的人，並要指教他當行的路。(賽
　　　　　　　　　　30:18-21)願大家一起努力來操練等候
　　　　　　　　　神，並經歷神的施恩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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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

第一句，已經不懂下筆。對著最親的人，可以什麼都說，但更多的時候，我
什麼都不說，總不想讓妳知道我的生活。從前又不想讓人覺得自己小孩子，
所以敏感的不要妳陪伴左右。

但我知道妳很愛我。

有時我在想：人說家庭沒有了父親，苦了孩兒。但我想最苦是失去了摰愛、
孩子又急著要獨立的那位母親。

即使到此時此刻，我都未能徹徹了解妳對這個家的愛，但我所能了解的那一
小部分，已足夠令我十分感動。坦白說我有幾次想得入神，真的會流淚……

這幾年妳真的辛苦了。

因為妳那份愛所帶來的堅強、能幹，我們才有這頭不完滿但卻幸福的家。我
們兩個能健康成長，是因為妳。如果可以，我會將妳的堅強都刻在我的骨子
裡。

其實很多時，我真的很感謝妳給了我這麼多空間，無論學業、活動等等，基
本上妳是完全讓我自主的。我知道妳很多地方其實都有意見，但妳都沒有強
加在我身上。我感謝妳為我作的一切，感謝那些一大堆妳為我作，我卻沒有
留意到的事情。

有一年妳生日前後，我發脾氣，沒有什麼表示。妳一天整個快崩潰了，妳說
妳很愛我們，也很想得兒女疼愛，我真的很慚愧。我令妳受太多委屈，脾氣
都發在你身上。

兒女都傷透父母的心。妳說最大心願是我們健康開心成長，而兒女的願意
呢?也就是想自己開心，健康成長，都沒父母的份兒，但父母都沒在意。

我有時會怪責自己，對妳關心的話偏不說，愛妳的行動偏不作。

妳對此的回應竟然是默默承受，天天付出。

每天早上我賴床，妳買早餐。
我坐著閒，妳煮晚飯。
我只收拾碗筷，妳卻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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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忙功課，妳掃地，衣服洗、摺、燙、掛。
妳承受的究竟是我多少倍?

我欠下妳多少愛的債，妳卻叫這債是輕的。
妳都忍不住在信中說妳多麼想知道我們生活更多，卻說妳不會擅闖禁地！

我現在長大了一點了，能體會多一點。
我想妳一直誤會了，朋友與家人之間，我選擇的是家人。
有什麼比家的不離不棄更重要。
還記得我小時候上幼稚園為了不上學而每天上車都大哭一場嗎?
沒了家真的會不行。

有幾回我看到妳的頭髮又開始白起來，心真的痛了一痛。
有時候妳為事情煩惱憂心，我在旁邊聽著，也不懂怎樣助妳解憂，就是平
白的坐著，也會納悶起來。反倒是妳有時整晚坐在沙發看劇集，我整晚卻
在忙功課，我看著妳舒服的模樣也會納悶起來，當然這兩種心情是大不同
了，哈哈！

我有時覺得自己像籐子纏著像大樹的妳，刺痛大樹，還過份地從中吸取養
分。
換一天，我作大樹，妳作籐子。

妳用了從我出生到這刻的時間不斷的付出來等待我成長。
我願用從我這刻到盡頭的時間不斷的付出來愛護妳一生。

加起來，這份愛注滿了這頭家，由出生，到盡頭。

對，這些話莫想我親身讀一次妳聽。
人說男的都愛面子，我也愛。

P.S. 在我心目中，最型的女人就是妳！
深知道被愛的孩子

永皓
2010年5月

情，透過愛可表達，也可透過文字表達。祝光願意開放給您的文字感動人
心，您可投稿至祝光電郵blessinglight@ymail.com或手寫投入意見箱，請
註明「祝光情書」。有心不怕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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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光 2010 年 5 月號答案：

1. 今年復活節和清明節同一天 , 為 4 月 4 日
 答案 :  非。是 4 月 5 日

2. 上期祝光 (1 月 ) 是祝光出版的一週年
 答案 :  非。5 月號才是一週年。

3. 馮志強牧師在聖光堂工作了 8 年
 答案 :  是。2005 年開始

4. 聖光堂在 1986 年搬上安泰大廈
 答案 :  是。

5. 聖光足球隊於 2006 年成立
 答案 :  非。於 2005 年成立

6. 今年是宣教士來華 100 週年
 答案 :  非。2009 年才是

7. 馮志強牧師是在 2007 年被按立的
 答案 :  是。

8. Miss Gretchen M. Wilson 和 
 Miss Henrietta Webster 是聖光堂的創辦人 
 之一
 答案 :  非。Miss Gretchen Webster 和 
 Miss Henrietta M. Wilson

9. 聖光原名闡光
 答案 :  是。

10. 聖光堂有傳道部 , 團契部 , 關顧部和教育部
 答案 :  是。栽培部於今年 4 月正式改名為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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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浸禮班：
教會於 12月 26 日下午舉行
浸禮，並於 9月份開浸禮班
課程共八堂，有意接受之弟
兄姊妹請聯絡馮志強牧師報
名。

2. 傳道部：醫院佈道探訪                                        

日期：2010 年 9月 11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3:00 至 4:30																																															
內容：詩歌、遊戲、
												見證、信息																																																																												
地點：大口環麥理浩
												康復中心											

3. 南區教會：          「分享．愛」中秋節期探訪                                            目的：藉中秋節探訪區內有需要的
弱勢群體讓被訪的家庭經歷教會的
關懷
探訪日期：2010 年 9月 12 日
	 							（星期日）集合時間：下午 2:30	集合地點：五旬節聖潔會活泉佈道

所
（香港仔大道22號偉景大廈一樓）

內容：敬拜、信息勉勵、
	 	 探訪簡介、家訪
中秋祝福禮物包每份 $45，歡迎弟

兄姊妹認獻支持

4.  教會新上任同工及

      實習神學生：                                          

一 . 朱家輝傳道
( 建道神學院

畢業 )	於 9 月 1日聘任為本

堂傳道											
													

二 . 周俊文導師
( 細胞小組

教會事奉學院
畢業 ) 於

9月 1日聘任為本
堂福

音幹事																		
																																				

三 . 陳月華姑娘
( 香港

神學院四年級
學生 )

於 9月 1日開始在

本堂實習

5.  六十一週年堂慶聯合崇拜：                                      日期：2010 年														11 月 7 日 ( 主日 )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待定

6. 南區教會：第十一屆

南區基督教節慶喜年華會                         

日期：201
0 年

												12 月
12 日 ( 主日 )																																																								

時間：下午
2:30																									

																											

內容：巡行
、百人讚美

操、舞台表
演、服務攤

位																																																																										

地點：香港
仔海濱公園

																																																																						

  未來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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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踏出第一步 
《祝光》願接您腳步

無論您今年幾多歲，只要您對《祝光》有熱誠，都一樣可以
參與《祝光》！《祝光》誠意邀請您加入，您亦可以鼓勵或
是推薦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有興趣可聯絡牧師、編輯或send 
e-mail：blessinglight@ymail.com

每期遊戲的禮物，感謝弟兄姊妹的奉獻。歡迎各弟兄姊妹對
《祝光》的奉獻，每位弟兄姊妹的奉獻都會刊登在《祝光》上
以示特別鳴謝，奉獻可交給牧師或編輯。

獨創廣告　個個讚好
您想登您心　廣告多繽紛

 
　　各部、各小組、各團契覺得每星期刊登於場刊上的活動，
只得文字沒有相片、沒有圖畫，不能吸引大家注意？現在《祝
光》幫到您！
　　《祝光》會給您一個度身訂造的廣告，內容一切由您控
制，費用全免，歡迎奉獻。讓每一位看《祝光》的人一定看到
您的活動！
　　《祝光》銷量驚人，每一期都所剩無幾，可見閱讀《祝
光》的人數，是男女老少都適合的一本家庭刊物。
　
　
　　廣告版數有限，請儘快聯絡！如要查詢，可聯絡編輯曾淑
恩或電郵至blessinglight@ymail.com。早登早享受，遲登也
會受。

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