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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向地盤行業傳福音的朋友，都會經歷很大的挫敗感。因為地盤人率

直的性格對不感興趣的事會馬上拒絕，甚至對你傳講的信仰作出譏笑或咒

罵，令很多熱心的信徒漸漸失去了起初的熱誠。 

其實地盤人在信仰問題上是有一定的障礙，首先是他們的價值觀，那是

他們多年從地盤文化中塑造而成，使他們相信一切事物都是靠人建造。對於

看不見的神或不用代價的恩典是不會接受的。你也無法鼓勵他們試一試，因

為幾十年的經歷使他們學懂了不能相信僥幸，不能期望恩典，到頭來還是要

靠自己把問題解決。事實上，工程界是用分判制度來管理生產，各判頭與小

包工都是以低於成本價中標，然後再嘗試用各種欺壓手段把工作完成。在這

遊戲規則中成長的工人，確實不會相信好人有好報，那又如何相信自己跟隨

耶穌能混得下去。 

另一個障礙是教會對初信者的要求，無論道德上或行為上，例如賭博，吸

煙或喝酒等。到底人要先改過才能信主，還是信主後才慢慢改過呢？大部份教

會把門檻盡量提高，他們認為提高標準會使信徒品格提高。軟弱人會問牧師能

否給多點寬限期？而牧師總會暗示越快越好，否則便會失去恩典而哀哭切齒

了。結果是初信者的自知之明得勝，他們都離開這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第三

個障礙是地盤人抗拒教導文化。因為教會活動是以教導聖經為主，這種上課聽

講的模式令基層信徒感到沉悶。有些專注力不足的人根本不會留下。 

地盤人需然固執，但性格卻是從歷練而來，過程中也有他們的優點。例

如守規則與守時、不怕勞苦、願意幫助人、朋友有困難（特別工作范圍）一

定仗義幫忙等。若果我們明白地盤人的文化與優點，我們便可以作出自我調

節。保羅說：「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林前 9:22） 這教導是要信徒多明白未信者的狀況，把自己改變來遷就他

們，這樣傳福音才會被接納。最近在屯門地盤分別有兩間教會參與服事，給

我們帶來很大鼓勵。除了他們教會領袖全力支持外，教會的會友更參與地盤

的服事，並謙卑學習地盤服事模式，又主動關心地盤工人，他們並不是不知

道地盤人的性格，只是他們眼裡只看到他們可愛的一面，而耶穌也正是這樣

看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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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尼泊爾人

香港是我們的家
啹喀兵的歷史
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香港
有 25,472 名尼泊爾籍居民，佔人口
0.3%。而他們居港的祖先，正是跟
隨英軍駐守香港的「啹喀兵」。

尼泊爾僱傭兵，俗稱「啹喀兵」，
曾有一段輝煌的歷史。啹喀兵於
19 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被
英國徵召加入駐印、緬甸英軍，並
逐漸演變為英軍的一支常規部隊。
他們以其獨特的「啹喀刀」為軍團
象徵，曾參與二次世界大戰、福克
蘭群島戰爭及阿富汗戰爭等，由於
戰績彪炳，予人驍勇善戰形象，而
英國哈利王子參軍期間，更曾接受
啹喀部隊的訓練。 

驍勇善戰的啹喀兵自 1948 年駐守
香港起，被港英政府派遣駐守邊
境，堵截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
至 1994 年才全面交由皇家香港警
察接手負責。回歸後，啹喀兵被允
許留港生活，目前居港的尼泊爾人
普遍為他們的後代，主要從事建造
業和保安業。已故前警務處處長李
君夏，更曾為首富李嘉誠成立啹喀
兵保鏢隊。 

禧福地盤事工 

禧福於 2000 年成立地盤事工，致力長期關顧地盤
工人的需要。2017 年，我們在 13 個地盤有聚會，風雨
不改，每週最少一次到那地盤，關心工人的身、心、靈，
工作、家庭、各種需要及苦惱等。歷年來，我們曾在 50
多個地盤服侍。地盤之外還有兩個崇拜，五個小組。歷
年來，信主的人數加起來近千，每週恆常聚會的有二百
多。 

這些地盤門徒，現在已經懂得傳福音、服侍別人、
甚至到柬埔寨短宣。我們盼望，香港每個地盤，都有粗
獷快樂的聲音在敬拜耶穌。 

若你也想經歷這
份屬天的祝福，
我們歡迎你加入
義工服事隊的行
列，一起服事貧
窮人。有意者無
需特別技能，請
致 電 5600 8733
找堂哥，登記成
為我們的金牌義
工。

魔術初級訓練班
地盤事工於 2 月舉辦魔術訓練 4
晚，歡迎工友參加！

聯絡人 ： 關先生
電  話 ： 9142 9131
地  點 ： 佐敦廟街 239 號八福匯 
  6 樓 601 室
費  用 ： 免費 ( 學員可能要自費 
  購買表演道具 )

剪髮初級訓練班
地盤事工於 1 月舉辦剪髮班 ( 三期 ) 課
程，讓你掌握修剪長髮、短髮及摌青
技巧 ，歡迎工友擕眷參加！ 

聯絡人 ： 傅先生
電  話 ： 9208 4370
地  點 ： 佐敦廟街 239 號八福匯
  6 樓 601 室
費  用 ： 30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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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肥的故事 
地盤事工的服事團隊，也有定期探訪居港尼泊
爾人，阿肥和阿潘便是其中兩位在地盤工作的
尼泊爾人。阿肥 20 歲便來到香港，已在香港
居住了 18 年，他的爺爺和爸爸都是啹喀兵，
現在爸爸在英國定居，其他兄弟姊妹也分散在
不同國家，可能一兩年才能見大家一次。 

對於阿肥來說，對於生活的想法很簡單，就是
賺多點錢，希望能和家人團聚和一起生活。他
認為，只要家人在一起就會快樂。 

對於這群在香港生活超過半世紀的小數族裔，
香港早已經成為他們的家，然而香港人對他們
的關心並不足夠，希望有更多人去擁抱這個群
體，關心他們的需要，讓香港這個「家」更完
整。

基於這段歷史，啹喀兵成
為了居港尼泊爾人的「祖
先」；沒有啹喀兵，便沒
有了這群擁有雙重身分的
後代。 

作者：Ahko 阿高
現職教科書插圖製作。曾出版漫畫《高
高 在 下 》 及《 殺 狗 記 》 等， 後 者 被
Casterman 出版社翻譯成法文於海外發
售。之後作品獲法國《Cent pour cent 
bande dessinee》邀請在歐洲各地展覽。

尊榮文化

1:22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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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從小學壞，抽煙飲酒講粗口「樣樣齊」，還加
入了黑社會，在黑道混得風生水起，認為自己前途「一
片光明」。後來因為賭輸了很多錢，朋友邀請他吸毒，
說能令他放鬆、不用思考。結果，小龍試了一次後便被
毒癮捆綁了十年。之後爸爸去世，在不自願的情況下，
他開始嘗試福音戒毒。過程經歷跌跌碰碰，高高低低，
但他仍然努力不懈。 

小龍如何從一個自我、任性，連戒毒村同工都被打
的「黑社會」，轉變成一個會關心身邊人的好男人呢？ 

離開毒癮深淵 
       憑信心活出生命見證 

坐牢，我不害怕，
在裡面更好，不用
多想事情，但其
實是否如此簡單
呢？不是的。因為
最辛苦的不是自
己，而是家人。

其實在戒毒村生活時，小龍是一個任性放縱的人，有同工被他罵過，
甚至他在發脾氣時會動手打人。他記得自己初進戒毒村時非常不適應，因為
沒有電視、報紙、電話。於是小龍發脾氣，同工就對他說：「若你發脾氣，
你可以罵我，你想打人，可以打我。」霎那間，他發現那位同工以前都是壞
人、毒梟，在外面有些地位的，為何會發生如此改變呢？而且小龍經常生
事，同工應該很想他離開，卻很用心對他說，他這樣出去不行的，希望他再
留長點時間。他感到很神奇，為何這些同工會有如此愛心呢？為何願意留在
戒毒村服事這些吸毒的人？  

最後有彩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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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斜坡安全
斜坡安全的重要性   

香港政府對於斜坡安全極
重視，這是源於 1972 年
及 1976 年因暴雨引發的
山 泥 傾 瀉 災 害。1972 年
6 月 18 日， 位 於 秀 茂 坪
的一幅 40 米高斜坡倒塌，
隨之而來的泥石摧毀了位
於斜坡下的臨時安置區，
導 致 71 人 死 亡 及 60 人
受傷。同日位於香港島半
山區寶珊道一座 12 層高
的私人住宅大廈被急速傾
瀉的山泥沖毀，導致 67
人死亡及 20 人受傷。事
件被後人稱為「六一八雨
災」。

四年後，秀茂坪區再次發
生嚴重山泥傾瀉，泥石沖
入秀茂坪下邨的低層民居
及地鋪，導致 18 人死亡
及 24 人受傷。土力工程
處亦於 1977 年因應成立
以處理斜坡安全問題。以前不會想到別人的感

受，覺得只有自己是正
確的，有錯都是對方的
錯，但在多次跌跌碰碰
後，希望這次可以給回
家人信心，所以堅持在
地盤工作。

當他看見同工面對反叛鬥氣的他竟沒有嫌棄，還處
處為他著想，漸漸地，他的心開始軟化下來，想認識這
位奇妙的神。他亦想到，自己在發怒之先，應該先代入
他人的角色想想。他開始意識到，當一個人發怒，或做
了某件事，所產生的結果不是自己一個承受，而是身邊
的人和你一同承受的。「坐牢，我不害怕，在裡面更好，
不用多想事情，但其實是否如此簡單呢？不是的。因為
最辛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 

小龍聽很多過來人分享，他們離開戒毒村後，最怕
太多空餘時間。小龍離開戒毒村後，神便在他身邊安排
了一位與他一齊戒毒的弟兄，給他介紹了一份工作，就
是去地盤做玻璃幕場。小龍考慮到，如果有太多空餘時
間，他容易想去賭錢，或者因受壓力而再次吸毒。地盤
的工作可以給他一個比較健康的群體生活，所以便接受
了這份工作。那段時間小龍雖然嚐到從未有過的辛苦，
卻是開心的，因為員工中有八成都是在戒毒所出來，大
家看見彼此的改變，又能互相監督提醒。 

從戒毒所出來的人，都需要用一段長時間證明給別
人看自己已回復正常。當時小龍真的感到很辛苦，要放
下過去五光十色的生活，抵擋很多誘惑，例如有些兄弟
見到小龍工作辛苦，便邀請小龍重返黑道。但小龍選擇
堅持，因為家人的緣故。「以前不會想到別人的感受，
覺得只有自己是正確的，有錯都是對方的錯，但在多次
跌跌碰碰後，希望這次可以給家人信心，所以堅持在地
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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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釘工程   

自 90 年代中期起，泥釘技術在香港被廣泛應用，亦是現時穩固斜坡最普遍
使用的方法。工程師會先對斜坡進行勘探，再評估斜坡的安全系數。然後便
設計合適的泥釘長度及距離，將泥釘分佈在斜坡各部份以穩固斜坡。

泥釘的優點：
●泥釘工程比傳統的削坡及擋土牆工程規模較小，因此造價較低，工時較短。
●泥釘的長度及位置均可靈活調較，以便適應工地的不同狀況。
●施工時對周邊環境影響較少，不需砍伐樹木。

泥釘工程的工序   

1. 在斜坡鑽孔以放置泥釘
2. 將泥釘放進鑽孔內並以 
 英泥漿把鑽孔灌滿
3. 建造泥釘頭（穩固斜坡 
 表面）

影響斜坡安全的因素   

可分為天然因素及人為因素，均在下圖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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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慷慨文化 

學習成為好管家

神起初創造天地和人類，就給予人

作管家的職分。學會理財是現今世代成

為好管家的其中一個重要能力。同時，

理財並不是大人的專利，小朋友也應該

從小學習善用金錢。「香港家庭第一」

（Family First Hong Kong）在暑假期

間舉辦了慷慨家庭親子日營，透過講座

信息、互動遊戲、親子分享，讓父母與

孩子談談錢，一同學習管理錢財，活出

天國的慷慨文化。 

大會請來了 Roger Lam（林立仁）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還有如何建立符合

聖經的金錢價值觀。Roger 以前認為金

錢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後來因為工

作和感情上遇到困難，他開始尋找神，

回到教會，聖靈漸漸改變了他的生命。

後來 Roger 在教會中遇到借錢給弟兄卻

沒有歸還，令他感到很憤怒。然而在他

參與教會的理財課程中，明白了他所擁

有的一切都是屬於神的。神更新了他的

投資理念，並呼召他成為人生的好管家。 

現時 Roger 開始到不同的教會分享見證，教導金錢管理的課程，他

總結了 5 個關於金錢管理的原則，幫助人活出豐盛和慷慨的生命。 

1、神要求我們在金錢方面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2、我們都被呼召作管家以及神的供應和能力的見證人。 

3、我們要做金錢的主人，而不是奴隸。 

4、神給我們自由意志，可以選擇是否順服祂。當我們選擇順服，祂

       超自然的大能會顯現，幫助我們。 

5、我們真正的供應者是神。

Roger 近期出版新
書《慷慨是一種祝
福》，記錄了他如
何經歷神的引導，
學習成為金錢的管
家，遵循聖經對金
錢、財富的教導，
抗逆社會拜金文化
的信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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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Glamping
     好去處 

秋天來臨，有沒有令你想跟家人至愛去一趟郊
外露營呢？但試想像，又要自己紮營又要背上
大量裝備去煮食，還要照顧子女安全，只怕沒
有好好享受，人已經累透了。近年，香港愈來
愈多人關注 Glamping( 豪華露營 )，就是專門
為熱愛大自然而又希望住得舒適的人而設，且
選擇繁多，包括有帳篷、樹屋、蒙古包、木屋、
露營車等。露營地點不需攀山涉水，價錢相宜，
設施齊全，最適合一家大細在週末快閃！ 

長洲西園   

長洲西園農莊是長洲渡假的另類體驗，農莊佔地
極廣，設有印第安營、南非營、觀星圓拱屋、蒙
古包合共 40 個營，各有特色，所有營房均配有
折疊床、睡袋、營燈和蚊帳。如果想享受更原汁
原味的露營體驗，還有 BYOT ( 自攜營具 ) 以及
PYOT ( 營具租用 ) 的計劃可供家庭選擇，而且
園內的活動相當精彩，除了有花有草有羊有魚有
菜，大家可以玩弓防箭、平衡車、泡泡足球、空
中樹林歷奇等等，不過需要另外收費。 

營舍款式：印第安營區、南非營區、觀星圓拱屋、
蒙古包營區、綠野營 

食物：可向農莊訂購燒烤食物，營區內不可用戶
外煤氣爐生火煮食 

地址：長洲西灣 DD CC Lot 12，西園，下船後需
步行 15 至 20 分鐘 

農莊不少得可愛的羊咩
咩，可以買飼料餵食。
農莊不少得可愛的羊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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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推出 Glamping
計劃，在各區都設有已搭建好的帳
營供家長租住，其中以位於昂坪的
營地地理位置最優越，距離昂坪市
集只有 5 至 10 分鐘路程。其他提供
帳營租借的地區包括西貢以及薄扶
林，而帳營是歐洲流行的波希米亞
風，十分有格調，而且收費相對便
宜，食物方面可以於預訂帳營時一
併落單，但食物必須提早最少 5 個
工作天前預訂。 

營舍款式：圓帳營、金字塔營  

食物：DIY 早餐、燒烤包、日營 / 黃
昏營 

地址：1. 大嶼山昂坪青年旅舍；2. 香
港薄扶林摩星嶺徑 123 號；3. 新界
西貢白沙澳海下路；4. 新界西貢赤
徑 

海迎灘   

位於大嶼山長沙海灘，面積
超過三萬平方呎，環境優美
舒適，擁無敵大海景及 360
度大草地，棕櫚樹、茅草頂
小涼亭、太陽傘，在蔚藍天
空或繁星下 BBQ 或野餐，
吹來陣陣海風，如到了外國
度假歎世界一樣。每架露
營 車 可 入 住 2 至 5 人， 相
對上較傳統帳營更高私隱度
和感覺潔淨，而且只需步行
5 分鐘便能到達海灘，如果
不想下水，亦可以於場內的
大型真草地隨意玩樂各項設
施，如小型足球射龍門、小
型籃球架、羽毛球小童平衡
單車 、四輪滑板車等。 

營舍款式：各式露營車 

地址：大嶼山嶼南道 57 號 

名樂漁莊   

位於天水圍的名樂漁莊是一個集合環保、文化、教育、宿營及玩樂的
綜合活動營地。名樂漁莊佔地 60 萬平方呎，除了可租借地方作傳統露
營（可自備營帳），更提供在香港獨一無二的「泡泡酒店」。此外，
名樂漁莊提供餐飲服務，無論是 BBQ 燒烤、田園西餐或盆菜都有（視
乎供應，需另收費）。漁莊內亦設有自家魚塘和菜田，可供食用和作
生態農業導賞，推動環保教育。名樂漁莊有多元化活動可供選擇，包
括：笨豬跑、太空球戶外充氣攀爬柱、垂釣、草地太空球、射箭、巨
型滑水梯和小童玩樂的水池等（視乎供應，需另收費）。 

營舍款式：露營車、歐陸風木屋、兒童主題營地、透明球形小屋 

地址：元朗天水圍天慈路馮家圍 30 號 

資料來源：
【香港】兩手 fing-fing 去 Glamping 香港三大特色露營地：http://www.fly5fly.com/c0801-hongkong-glamping 

【親子活動】毋需裝備假日快閃露營　5 大親子 Glamping 好去處 ：
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296669/%E8%A6%AA%E5%AD%90%E6%B4%BB%E5%
8B%95-%E6%AF%8B%E9%9C%80%E8%A3%9D%E5%82%99%E5%81%87%E6%97%A5%E5%BF%AB%E9%96
%83%E9%9C%B2%E7%87%9F-5%E5%A4%A7%E8%A6%AA%E5%AD%90glamping%E5%A5%BD%E5%8E%BB
%E8%99%95 

大嶼山海迎灘露營車：https://www.getreadyhk.com/leisure-and-fun/hong-kong-outdoor-activity/outing-spot/
item/968-lantau-island-welcome-beach-car-camping

名樂漁莊的泡泡酒店，又叫波子，
即是住在一個透明的充氣大波入面

波希米亞風圓帳營，比一般帳營大 4-5
倍，最多可容納 10 人。帳營外觀為純麻
色，遠處看來像是一個迷你馬戲團帳幕，
且帶點波希米亞的簡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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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是指以繪製、雕塑或其他
造型手段在天然或人工牆壁面上
繪製的畫，具備裝飾和美化功能
的一種環境藝術。

壁畫起源和發展  

遠古時代，原始的洞穴就有洞穴畫，
人們為了記錄和抒發與大自然鬥爭
的場面與感情，或是為了祭祀和裝
飾，在岩壁和洞穴內刻出簡單的人
獸圖樣，最早的壁畫距今已有 1 萬
多年。 

壁畫演變  

壁畫歷史悠久延續至今，隨時代潮
流 不 斷 變 化， 演 變 出 不 同 形 式 的
繪畫。上世紀 60 年代，美國的費
城 和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出 現 塗 鴉 文 化
(graffiti)，從簡單地書寫標語和門牌
等字母與數字的組合，到上世紀 70
年代前期開始在字型、效果等的鑽
研，近 40 年的發展已經讓塗鴉走出
美國的牆角，成為全球性的藝術創
作。 

壁畫具特有的環境
適應能力，創作載
體多為牆壁，場地
基本不受限制，可
用於店面裝修，以
及家居裝飾，牆體
點綴等，例如建築
樓體、工地外牆、
廠房、通道立柱、
天橋、廣場主題壁、
停車場、體育場、
酒店大堂壁畫、大
堂天頂、主題餐廳
壁畫等均可。

大約在 14-15 世紀初期，伴隨着宗教的發展，出現了在牆壁上繪製了各類
宗教圖案、人物類的繪畫方式，這種方式所繪製的圖案一般都是宗教的題
材，例如裝飾教堂所屬的建築，用來增加建築的莊重和神聖的感覺。 

壁畫，人人也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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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聚會資料一覽
地盤 聚會日期及時間
■天水圍 TL33 地盤 星期二 12:00-13:00（崇拜）

■天水圍 TL34 地盤 星期二 / 五 12:00-13:00（崇拜）

■葵興地盤 星期三 12:00-13:00（崇拜）

■峻巒（保養組） 星期三 12:00-13:00（崇拜）

■元朗站地盤 星期四 12:00-13:00（崇拜）

■屯門 515 地盤 星期四 12:00-13:00（崇拜）

■屯門 539 地盤 星期五 12:00-13:00（崇拜）

■朗屏華苑酒家 星期日 12:00-14:00（飲茶崇拜）

參加者請致電

禧福熱線：

67606480 或

聯絡該地盤

行政組確認。

地⿑

盤來

下牧

⼀養

代

LET'S RAISE OUR NEXT
GENERATION TOGETHER

11 AM · 逢星期⽇．佐敦
(852) 62553532 / POTTER 阿謙

招募兼職兒童事⼯

⾺上回應

⾺上回應

WE

NEED YOU

LOVELY

地盤使命教會

現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這種壁畫、塗鴉藝術，把它
當成生活裝飾的一部分，牆繪、塗鴉在一些人眼中甚至
是一種潮流，也有越來越多的不同年齡的人投入到牆繪
藝術的創作中。 

地盤壁畫  

地盤的工作環境較為單調，未完工的
地盤牆壁其實是很適合畫壁畫。地盤
事工從去年開始，為有興趣學習畫
壁畫的弟兄姊妹開辦壁畫創作課程，
到目前為止，幾位參與者已經在地盤
中合力創造了數幅關於聖經故事的壁
畫，為地盤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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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父親怎樣

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

憐恤敬畏他的人！

詩篇 103:13

香港是
我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