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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隨 文 化，
尋 求 改 變、突 破 福 音 圍 欄

信仰是文化的一部份，傳福音需要隨

著不同文化習慣而改變。昔日耶穌傳
天國的福音時，他講的比喻都是與
猶太人生活文化有關的事，因為這
樣他們才會明白，也容易接受。10

年前天橋刊物誕生，對很多工人來看是一

件樂事，因為一本小冊子在手就可以消

磨一個小時。但今天人人都擁有一部智

能電話，情況就不同了。他們每天想做的

事，都能從手機上得到，包括看新聞、發

短訊、了解朋友狀況、遊戲娛樂、找好餐

廳等。天橋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

隨著時勢的轉變，福音傳播也必須跟

著變，否則我們便失去對這個時代的影

響力。使徒年代，耶路撒冷教會因為固守

猶太人的傳統，結果福音只能流傳在猶

太人的群體。相反保羅因為願意放棄
舊文化，結果福音傳至外邦，遠達
歐洲。因此我們今天決定重新包裝天橋

成為福音網站，讓工人能更方便看到福音

信息。若天橋網站成為工人常到的領域，

天橋內容必須多元化，包括生活知識、專

業資訊、福音見證、最不可少的是搵工專

欄。這樣新天橋才會成為工人願意每天

看一看的網站。

福音網頁其實也不是新東西，但經過

我們細仔的研究，我們發現今天的網站不

能像以往福音電視台的模式，因為一般人

的閱讀習慣都改變了。他們絕不會花時間

看網上發佈的文字稿，若果是一些熱門話

題，他們也只會看看大標題而已。而播放

影片才是主要媒介，但時間絕不應超過3分

鐘，否則讀者會離去，一些站在講台上的

錄影更難令人提起興趣去收看。因此在
制作上要革新，若要適合一般人的
閱覽習慣，便需要具備以下三點；
  《一》情節能快速吸引讀者注意 

  《二》表達形式能強化觀眾印象 

  《三》內容要激發觀眾的興趣

這樣他們就會過目不忘，並會把訊息

傳給友好分享，讓耶穌文化能進入他們的

世界。

天橋將於2021年改為網上
版，工友只需下載免費的天橋程
式，便能隨時進入天橋網站，觀看
各類影片及資訊服務，內容精彩
豐富。（詳程看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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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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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榮站地盤   星期四      12:00	-	13:00（崇拜）
     沙田多石地盤  星期五      12:00	-	13:00（崇拜）
     長沙灣酒店地盤  星期四      12:00	-	13:00（崇拜）
     橫龍街地盤   星期三      12:00	-	13:00（崇拜）
     屯門兆康483地盤  星期三/四      12:00	-	13:00（崇拜）
     元朗510地盤  待定 
     觀塘240   待定 
     啟德   待定 

參加者請致電 禧福熱線 : 67606480 或聯絡該地盤行政組確認。

讀者回應區

天橋網上雜誌

為迎合未來需求，我們更會續步提供多平台支援。
支援iOS以及Android。敬請密切及關注我們。
歡迎讀者提供意見，讓我們能從意見中改善，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

多謝讀者多年來的支持和鼓勵，讓天橋成為福音工作的媒介，為配合未來發展
需求，天橋由下期開始將會以網上形式營運，大家可以透過手機或電腦	。

輸入以下網址 
http://missionarychurch.com.hk 
又或者掃描以下	QRcode	 
瀏覽我們的天橋網上版。

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制作的
福音影片，聖經教導以及建
造業的最新相關資訊等。

將於下年1月推出

漫畫

[ 作者 : Ahko ]
現職教科書插圖製作
及畫漫畫，閒來喜歡欣
賞周遭人生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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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得

工友

地盤活動

     構圖

一幅畫可以是風景、人像或動

物，但圖裡各部份的佈置擺

放必須平衡，使作品具有吸引

力，道理和攝影一樣。

     耐性

好的作品必須畫功細緻，層次

分明，好像豪華裝修一樣，要

花很多時間用畫筆去繪制。所

以要有耐性，不可省卻任何步

驟，最後因貪快而失了真。

     興趣

要選擇一些你喜歡的東西去畫，如親

人、寵物、名勝或風景等。興趣是構

成耐性的原素，若繪畫一些對你毫無

價值的東西時，你會很快放棄。好師

傅必須讓學員自選題目，幫助學員找

到興趣之目標。

     手功

白手畫出物件的外形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它需要長時間的鍛練。若學

過素描會是很好的根基，平常要有描

繪的習慣，身邊總要有紙和筆，工餘

看見任何有趣的事物都試試即場繪

畫，很快你的畫功會明顯進步。

     觀察

除了抽象派的作品，一般繪畫都講求

神似。若要繪畫得好，首先要有好的

觀察力，把物件的外表和特性都了解

清楚，才會有好的作品。一些動態的

事物如水流和雲彩等，更需要現場實

地觀察（不能只模仿照片），在腦海

中才有動態的記憶，在描繪時才能得

心應手，自由發揮。

     立體

最早在達文西的作品中看見，物件離

眼睛越近，它在畫中的影像越大，相

反物件離眼睛越遠，它在畫中的影像

越少。從這個現象中發現了透視法，

使作品有了立體感和真實感。今天繪

畫必須留意，在起草稿時便要使用透

視法（兩點透視或三點透視）來分佈

畫裡的遠近景物。

在疫症的日子，教會都因為限聚令而減

少聚會，但地盤使命教會卻沒有閒下來，

有一班信徒仍然堅持他們的使命，在家

裡用心繪畫。最初是為了福音壁畫而接

受訓練，但不知不覺間，幾個弟兄的繪畫

技術都進步神速。他們發現了一個真理，

原來繪畫並不難，人人都可以是能手，他

們把繪畫的心得和大家分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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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黃昏

茂林街太平館 柯士甸道覺士道

佐敦道佑寧堂

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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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地盤小組面對的問題：

以更進取的方法突破難關：

聖經—齊食、
聚會更有吸引力 

今年上帝給了一個很大的提醒，信徒聚會模式
需要改變，否則無法適應未來社會的轉變。

小組要保持多元化才有吸引力（破

冰質素、敬拜氣紛、分享內容、）

組長責任繁重，力有不逮（提前預

備，平日個別關顧，帶領技巧）

信徒的限制（太忙、疲乏、栽培條件

不足），以至成長緩慢

組長訓練需時（不少於兩年），小組

分植緩慢。

確保延續基督教的核心價值

簡化聚會內容

使聚會時間更有彈性（最短45分鐘）

減短組長培訓時間（3個月至半年）

     交流

多和別人交流，參考

別人的風格與技巧。

     練習

繪畫有理論也有技巧，是眼和手的配合，需要多練

習，以至熟能生巧。願意付上時間比有天份更重要。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 4:13）

     光暗

學懂透視法後，我們也明白色彩與亮

光在遠近也有不同的效果。物體在光

線下都會顯現出強弱不同的陰影，掌

握色彩的光暗可以把物體的立體度

展現出來，令作品更有真實感。

油麻地循道衛理

寧波街吳松街

     調色

為了展現圖畫的立體感和遠近，調色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適當的色彩與漸

變效果令物體更具真實感。一般來說

白色是常用的配搭，用量是其它顏色

的10倍。調色技巧必須配合眼睛的判

斷力，看得準顏色才會調得好。

7

8

a.

a.
b.

b.
c.

c.d.
d.

9 10

信徒生活



   從真理中釋放權能 
（一個簡單的讀經法）：

   讓神的話進入口中 
（第一位組員讀經）：

   讓真理的靈教導 
（第二位組員解經）：

   具震憾力的反省
（第三位組員反省悔改）：

維持小組凝取力的重要事項：

   禱告的能力
（第四位組員禱告）：

小組成員3-7人，一同分享一段聖經

每次看3節經文，完成後再看下3節

每次有四個環節（讀經、解經、反省、代禱），由4位組員分擔

各組員將順次序，輪流用四個環節完成餘下經文。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
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約8:47)

一般信徒忽略讀經的重要性。讀經是宣

講神的話語，宣讀者會帶著建造與修復

的能力，能令坐席信徒警醒，並反省自己

的行為是否合符神的心意。初信者在讀

經過程中能建立自己的屬靈信心，神話語

成為他心中的力量。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
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約 3:34)

信徒憑著聖靈，能明白一切屬靈的事，這

是耶穌應許我們的。一般領袖都堅持由

組長負責解經，免得組員解錯經文而誤

導其他信徒。事實上解經者是最大的得

益者，因為聖靈的臨在，會教導他如何解

說。所以解釋聖經應該讓給組員，讓他們

親身解讀而領會，總好過聽完別人講解

後又忘記了。若果解錯也無仿，鼓勵他們

下次預早溫習。組長只需對神學上有矛盾

的錯誤把關便足夠，若句句挑剔更正，信

徒便失去口頭表達的信心了。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後 3:16)

負責的信徒要分享經文對自己的提醒，內

容應該是最新的覺悟（不是舊見證），並

願意順服聖靈而自我修正。由於聖靈的

感動，反省內容必定是帶著亮光，令其他

人也看見自己的蒙敝。所以這不單是個人

分享，也是給坐席信徒的提醒，能鼓勵組

員下次勇敢回應聖靈。一個信徒的反省悔

改，就是他對耶穌基督效忠的表達，他的

生命會變得成熟和有勇氣，日後必定為主

作更大的見證。

盡量讓組員獨立發揮每個環節

組長只在組員發問時才解答或教導（錯誤盡量在聚會後才修正）

小組的核心是反省悔改，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與提醒

組長必須以身作則，大膽分享自己的軟弱，讓組員仿效

把握每次禱告的機會，讓組員經歷神的醫治與安慰

留意參加者應該是單數（3、5），否則信徒會錯過一些環節

第一代小組由3人組成，增至7人後便需要分植

分植後，新組長仍需要向舊領袖匯報每月情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每個小組禱告。如保羅所說：我栽種
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
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哥林多前書3:6-7）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林前4:20)

每讀3節經文後都以禱告回應，負責的

組員可以隨著聖靈感動而行（可以按經

文的提醒、或為任何一位出席者的需要

等）。每週信徒總會遇上不如意的事，代

禱者要把握機會，學習耶穌的教導，在禱

告中操練與聖靈同工，讓小組能經歷神國

的大能，得著安慰、醫

治與釋放。每次有新

人加入，禱告便是

讓他們體驗神國

真實的時刻。

a.

a.

e.

b.

b.

f.

c.

c.

g.

d.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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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小知識

今日地產業興旺，樓價高企，樓宇建造的成本

亦隨著升高。在一片競爭下，地產商都願意花

更多的成本在建築材料上，但相對花在工人

保護裝備上卻很少，大約500元便可以包起全

套頭盔、安全鞋，眼罩和反光衣了。最近在
市面上出現了一樣貴價裝備，叫智
能安全帽，能幫助施工管理做得更完善，

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亦有更大的保護。

接收器裝置於安全帽外

顯示配戴安全帽者的位置

人體探測器安置於帽內邊

外置式充電器

顯示每個戴安全帽的狀況

智能安全帽每頂售價超過1000元，對一般承建商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

出，因為這不是個別員工的裝備，而是需要整個地盤的員工都配戴，智能

安全功能才會發揮功效。相信還要等候一段時間，智能安全帽才會普及。

智能安全帽的功能不單是保護工人頭部，並能在
地盤內進行資料搜集，發揮全面監察和保障；

1.   安全帽位置的環境狀態（氣溫、相對濕度、燥音dB）

2.   Dasloop設有加速計量，能察覺工人從高處下墮

3.   隨時顯示安全帽位置，讓受傷工人能盡快得到救治

4.   可取代傳統打卡系統

5.   設有防撞感測器，能察覺工人被機械或地盤車輛撞到

6.   探測出工人健康狀況，如體溫、血壓和心跳

7.   安全帽有記憶系統，能防止工人戴錯帽



17

宣教探射燈

我有幾次和工友談及他們家庭狀况，無論男女，總是對婚

姻不太滿意，對配偶好像有很多的意見。因此我今天和大

家分享一節從創世記而來的教導：耶和華神說、那人獨

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2:18）。

從這節經文中我們看見一些事實，很值得深思探討。

人類並不像動物，雌雄交配只是為了

繁植。人被造是肩負使命，要生養眾

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1:28），

我們需要群體關係，從夫妻關係到家庭

關係，從家庭關係到社會關係，從社會

關係發展到國際關係。無論你是否基督

徒，你也需要把人類最美善的價值帶到

世界各處，為神國作出影響力。

當人未進入婚姻關係時，他不懂得照

顧別人，也不懂得自己的社會責任，他

的一切動力都是源於自己的需要。但

當他進入婚姻關係之後，他開始在家

庭履行自己的責任，並漸漸把這份責

任感轉移到其它領域，包括親戚朋友，

工作的企業，甚至社會。一個家庭的

影響力總比一個人大，家庭關係融

洽能在社區中能帶來正面的影響

力，也是成功人士的標誌。

婚姻是從不好開始，所以我們對配偶

『貨不對辦』不要作出投訴。試想兩

個陌生人各自生活了20多年，從成長

中各自養成了不同的生活習慣，從不

同的經歷中塑造了各人獨特的價值

觀。當兩人一起走進婚姻關係之後，

必然發生很大的矛盾。誰是誰非？

其實也不必追究，因為人本來就

是有缺陷，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

婚姻。而婚姻的最大意義不是改變對

方，而是籍著對方看見自己的缺點，

學耶穌捨己和改變自己。不願意改變

自己，甚至因此而分居的人是無法學

懂這個功課。

神最先用泥土創造亞當，然後神再用亞

堂的肋骨造了夏娃。在次序上是以男人

為主導，但女人在某方面卻是比男人優

越，因為原材料明顯不同。所以妻子是

擁有一些丈夫沒有的東西，而其中

最明顯的是妻子擁有敏銳的觀察力，

但這觀察力並不會幫助丈夫賺錢，而是

她能敏銳地看見丈夫的所有缺陷。所以

做丈夫的不要在一些錯事上企圖蒙騙妻

子過關，妻子沈默只因沒有抓到證據而

已。而妻子也要注意小心運用自己的觀

察力，因為當妻子看透了丈夫的底牌和

婚姻來自神的心意 獨居不好之一

獨居不好之二

配偶如何幫助他丈夫

軟弱時，她內心便失去了對丈夫的尊重，

甚至出現外顯性的驕傲和不順服。所以

保羅提醒作妻子的要敬重她的丈夫（弗

5:33），因為妻了若不尊重丈夫，她便會

失去丈夫的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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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福音活動放緩了幾個月，我們除

了派發防疫裝備，也留意社區的需要，並

盡力鼓勵地盤工友一起參與關顧活動。

// 露宿者

// 需要熱飯援助的人倍增

1

1

2

2

3

3

// 神興起了義工新力軍

露宿者一般在夏季會比較多，因為

天氣悶熱及蝨患，一些住劏房人仕，都

會到公園或麥當奴過夜。但在今年的疫

情下，市面經濟不景，基層工作失業率

攀升，加上麥當奴晚上暫停堂食。在天

橋、隧道、公園都多了很多生面口的露

宿者，而且有年輕化的現像。

今年一月份，禧福在佐敦道每週派

飯盒約80個。但到九月每週派飯增加

到700多個。除了本區基層貧窮人仕

增多，有些更是跨區來取飯盒，他們

有來自港島、北區、屯門甚至離島等。 

在關心慰問下，我們發現了一些
因疫情而來的新群體：

因國內疫情爆發而回港避疫的港

人。他們大部份在香港沒有居所，

只能租住廉價旅館床位，當中大

部份是長者。

今年三月歐美疫情爆發。很多中

國人經香港回國，由於國內航班

及高鐵都停止服務，有些人因旅

費耗盡而成為貧困人士。

在海外不同地方因疫情回港的單

身人士或宣教士。回港初期，未能

找到合適的住宿，暫時住在不能

煮食的廉價旅館或床位。

受助者，他們有的是麥宿，露

宿、國內回港及美國回來的受助

者。他們經歷幫助後願意學習服

侍他人。他們能做搬運和維持秩

序的工作，更能到露宿者聚居的

地方派物資。

難民，他們大多數是婦女（中

東、南亞、非洲），屬靈生命較

強。他們除幫手分配飯食，最強

的是敬拜和祈禱。在派飯前他們

會在公園帶敬拜和禱告，更在派

飯期間為受助者代禱。讓他們經

歷神的安慰和祝福。

有愛心的香港人，他們路過

看見派飯活動，便主動報名參

加。有很多人在參與義工服事後

更慷慨捐助，這些都不是人可

預計的事，只有在回應神的呼召

下，才能經歷奇蹟一般的效果。

由於派飯過程需要大量人手，神為

我們興起了3支新力軍：

很多人以為貧窮人離他們很遠，

但事實上在今天香港的市道和疫情

下，他們只會越來越多。慶幸我們今

天仍有工作，生活富足，只需要付出

一點關心，不論金錢或義務工作，支

持這些扶貧行動，便能顯出我們建

築行業是有愛心的了。如經上所說：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言
19:17）

奉獻方法：
以劃線支票寄九龍佐敦道廟街

239號 15樓財務部收。支票抬頭

『禧福協會有限公司』或
「Jubilee Ministries Ltd」。

探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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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政府在新界發展全面的單車徑
網絡。其中一條由元朗錦田河至上
水雙魚河全長約11公里的新單車
徑，由2008年計劃至今終於在今
年9月開通了！

政府在上水石上河興建單車橋。圖為元朗錦壆路單車隧道，以減少踏單車
人士需要下車過馬路的情況。

在興建安全的單車徑同時亦不忘美化設
施，如單車徑旁的欄杆及圍牆。

元朗壆圍南路和攸壆路部分路段，單車徑
旁種植了數百棵新樹和灌木植物。

單車徑沿途很多風景優美的地方，
包括元朗錦田河。

單車徑沿途興建全新的公廁， 
更提供經過濾的飲用水。

為踏單車人士提供所需的配套設
施，包括可擺放單車的休息處。

大家品嘗過美味的豆腐花後，可慢步
欣賞寧靜而美麗的雙魚河景色。

鴻淘士多‧羅太豆花
來到上水古洞，其中一樣必嚐的食品就是豆腐花，星期六日更加人山人海，很多朋友專程踩單車或駕車入來食，令雙魚河一帶都熱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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蠔油          1 湯匙   
生抽             1 湯匙
胡椒粉         適量
清水             3湯匙

調味芡汁：整下整下

材料：

先用生粉/粟粉水浸生蠔一會, 再
用清水清洗蠔身的污垢

用廚房紙弄乾生蠔

讓每隻急凍蠔沾上粟粉/生粉

先下食油至煎鍋，把生蠔煎兩邊
至有一些焦香，立刻盛起。

再下食油至鑊中爆薑片2-3分鐘，
然後將再爆蒜蓉及乾蔥蓉一會。

然後將生蠔一起放下煎窩，再加
入紹興酒、青蔥及調味芡汁快炒
生蠔，就可上碟了。

蠔有「海中牛奶」的美稱，具豐
富營養價值，是低卡路里又補血
的食物，滑嫩口感總使人慾罷不
能，最 適合 秋、冬及春 季吃的食
物，但生蠔只可擺放一至兩天，若
是急凍蠔則可隨時吃。市面可選
擇的急凍蠔有韓國及日本蠔，也
頗經濟實惠。

步驟：

4

6

3

5

2

1

新鮮蠔 / 急凍蠔       0.5kg

薑片                   4個湯匙 

青蔥                   4條

蒜蓉                   1茶匙

乾蔥蓉                1茶匙

生粉/粟粉             適量

紹興酒                適量

食油                   適量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馬太褔音10章4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