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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解釋就是從上而來的禮物，是王賜給臣，掌權者賜給一般人的禮物或恩待，

是不需付上代價而得到的事物。在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假期、禮物或

待遇，也可能是該來的懲罰被免除等。很多人可能未曾真實經歷過恩典的意義，所以對

它並沒有期望。但對基督徒來說，恩典卻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我們明白恩典是從神而

來的，不是我們憑著努力能得著的，是神應許我們能向他祈求（約 16:24），是必然會

發生的事。

聖經中有這一句話：「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

謙卑的人。」（雅 4:6）在這裡我們看見一個很被鼓勵的應許，就是神能賜更多的恩典。

我聽過很多信徒向神祈求更多的恩典，盼望能安然渡過困難。其實這個要求並不過份，

因為這是神應許，並且立了以下兩個條件。

神恨惡驕傲，而人的驕傲也攔阻了他自己的路。因為驕傲的人目空一切，面對問題

時忽略了很多關鍵細節，往往因此而引致危機。其次是惹人反感，令人失去幫助他的意

欲，特別是得罪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關係，卻因此無法聽到寶貴的意見，或失去—些有力

的援助。驕傲的人要自己處理一切危機，往往因人手不足而導致情況惡化。驕傲的信徒

更會失去最寶貴的財富，就是看不見神的計劃，最後走上錯誤的方向而錯過了神的預備。

相反，一個謙卑的人卻能得著最大的祝福。首先謙卑的人可以看見神，我從未見過

一位驕傲的人信主，因為驕傲的態度使他們無法向一位看不見的神降服。二、耶穌說，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們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 15:5）。一個謙卑的信徒凡事

尋求神，他的回報就是神和他在一起，他的路是必然平坦。他更有屬靈的智慧，他明白

神的計劃，也能洞察未來將發生的事，他所計劃的必能實現，他所做的必然成功。三、

謙卑的人凡事不強求，他們人生充滿喜樂，在他們身邊的的人也能感受到這份祝福（賽

29:19）。四、謙卑的人看重身邊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他們用心對待朋友，

他們的心常存憐憫與包容，是神所喜悅的。他們所作的事必然成功，因為他們維持了很

好的人際關係，在面對任何困難時都必然得到人的幫助和神的祝福。

最後是神給我們最大的恩典。聖經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

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 1:12）這恩典把人從死的結局變成永生。下次有人邀請你

認識耶穌時，你會認真考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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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習俗與基督教信仰
春節是中國傳統節日，當中的習俗同基督教信仰有無衝突呢？其實不少春

節習俗背後都有其豐富的哲理，基督徒不應一味的否定傳統習俗，反而應

該嘗試去認識其文化及起源。

梁燕城博士提供以下原則，處理春節習俗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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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髮初級訓練班
地盤事工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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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工友攜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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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初級訓練班
地盤事工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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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vs 猶太

一、
區別「文化」抑
或「迷信」

二、
凡事都可行但不
都有益處

三、
肯定中國哲理與
基督教信仰之間
的共同點

四、
深入了解中國文
化及歷史

基督徒不一定要
完全反對文化習
俗，有的是可以
認同的，但基督
徒應反對迷信。

有智慧地回應民
間迷信或民間習
俗。

習俗背後可能有
哲理，找出哲理
與基督教信仰之
間的共同點，打
開話題與未信者
討論，成為見證
福音的好機會。

華人基督徒應該
對中國文化及歷
史有承擔，不單
是要領人信主，
也要承擔中國人
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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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揮春

發財利是

有研究認為，貼揮春（春聯）的習俗大約在南北朝傳入，用紅色或木貼在門

邊，故猜測可能是當時猶太人亡國之後來到中國帶來的逾越節習俗，在門框

上貼揮春跟逾越節習俗有關是大有根據的。

「利是」，古時叫「紅包」，用紅紙包上祝賀人的說話，而不是放錢的。習

俗原本的意義是給人祝福，不屬於民間迷信。

1. 貼揮春可看為是猶太人過逾越節一
樣的意義，在門框上塗血，紀念當年
神保守以色列人平安出埃及的事情。

2. 可嘗試創作既有中國文化味道，又
具有祝福意義的揮春，轉化文化，並
且傳真理。

1. 拜年的時候互送祝福，建議用「恭
喜您平安喜樂」代替說「恭喜發財」。

2. 不以「發財」為最高真理，內心的
平安喜樂遠比「發財」更重要，而且
相信只要得到神的祝福，人都會「發
財」。

內容取材自梁燕城的〈春節傳統活動面面觀〉，刊登於印尼華人基督教會聯會網站 :（http://
pgti.co.id）。

76



陳繼德（阿德）在地盤做水喉工，在 2017 年決志信

耶穌。以前他脾氣很差，常常責罵人，因著耶穌的緣故，

生命得著改變，現在成為一個好爸爸和好上司。

為人祈禱立刻蒙應允 

阿德：立志在地盤中為神作見證

有一次，阿德看見同事阿炮為找管工簽署 2018 年的

支數單而憂愁，於是便走到他身旁邀請他一起禱告。事隔

兩小時後，有經理聯絡阿炮，告知他全部支數單已經簽署，

使他不用繼續擔心，當晚可以安然入睡。

同事阿炮被問到，當日阿德邀請他一起祈禱，他心中在想甚麼？

他分享當時心感忐忑，阿德竟對著死物（文件）禱告，而自己又未信

主，還有在想主的能力會不會如此厲害。因為簽署長年未簽的支數單，

難度很大，管工會問長問短，相當費時，最少要三五七天才可完成。

當禱告蒙回應時，阿炮便想起阿德並馬上告知他。

阿炮

阿德

模擬場景：阿炮
收到一疊支數單
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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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分享，自己看見事情發生時，他見阿炮很憂愁，不太舒服，也許

是因著聖靈的感動而讓他有所行動。「我們基督徒就是這樣，身旁的人有不

快樂，便看看能不能用禱告，使人得幫助、醫治、保護。縱使那人未信，當

時人亦會很感動；自己都會因神的作為感到驚奇，時時默想當日的事情。」

阿炮亦分享，他認為阿德因主的祝福而生命有所不同，變得友善，常

常與他聊天。在阿德身旁，他能夠輕輕認識主，也因著阿德生命的改變而感

到興奮。阿德被問有何感受，他回應希望阿炮快快信耶穌，更加經歷到神的

真實。另外，他亦期望地盤要有更多人相信並跟隨耶穌，作見證既可高舉主

名，又可榮耀主。

而阿炮結果在去年 12 月 10 日晚
決志信主，我們看見神的信實，
他真的聽我們禱告，	因為他很愛
我們。

一個地產發展項目除了建設房屋外，也需要負上環境保護的責任，並
會在規劃和施工過程中盡量保護自然環境。若果發現一些稀有品種的
樹木，甚至不惜更改設計來把它們保留下來。

費盡心思的
樹木保護法

最近有一位工友報料，他在沙田
某個地盤剛上任，他看見一個奇
怪的景象，就是在建至四層的扎
鐵樓面上看見一個花槽，花槽裡
有泥土和種著一棵樹。他很奇怪
這株樹是何時運上去栽種的呢？

1.  原來在地政署批核土地發展之
前，發展商已進行了環境影響評
估，其中有一株樹木被鑑定為稀
有品種，按法例必須保留。

要解答這問題不難，但需要從三年前開始講起：

近鏡看清這株珍貴樹木有何感覺？

剛動工時的山頂風貌

模擬場景：阿炮收到電話，告知全
部支數單已簽署

阿德與太太一同分享見證

1110



2.  這地盤本來是一個山坡，為了使

空間使用得更有效，該山坡在施工

前需要被削去，以便建造停車場平

台結構。

3.  由於該樹位於山坡上，為了保留

這株樹，承建商需要把它用鋼板樁

原地保留，以便日後在平台上能看

見這株樹。

4.  該工友在四樓看見的樹原來在兩

年前已被原封不動地保護在那個位

置上了。

1.　挖泥前先打下約 250 平方米的板樁；

2.　挖土時裝上加固鋼結構約 700 多噸；

3.　建造平台結構時需增加 20 多米高的鋼筋混凝土花槽；

4.　專業護理樹木費約 40 個月。

為了維護這棵稀有樹木，在施工期間需耍額外付出以下的工價：

地盤原有的山頭已被剷去

結構工程建至保留樹的原高度

移出後仍保留原來在山上的一株樹

從地面看見樓面上的樹

原樹的根部位置已建成花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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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種 主要材料 重要學習技術

結構留窿

食水系統

排污系統

潔具安網

特點與困難

膠筒，木箱 懂看圖，現場量度，了解釘板扎鐵程序，
安放預埋膠筒

太陽下工作

材料沉重

材料沉重，舊式

材料沉重

需爬外牆棚

預埋件要位置準確，
手工要精細

輕料

燒銀焊，走錫

車牙，接駁配件，燒焊，打碼

計算角度準確，燒焊，打碼

塗膠水，打碼

拉魚絲（斜水），湛呤，燒焊，打碼

塗膠水，打碼

留意新舊產品有分別，
要細心研究安裝方法

拉魚絲（斜水），打麻巾，倒黑鉛，
燒焊，打碼

銅喉

鉛水喉

DI 喉

灰喉（鹹水）

生鐵筒

紅筒

外牆白膠筒

浴缸，日厠，
洗手盤、尿兜

銅喉燒焊接駁

水喉渠務
水喉工程包括了「供水」與「排水」兩大范圍，是房屋必須配置的重要設施。

假如有關工程做得不妥善，住在屋裡的人便會叫苦連天，所以水喉師傅並不是一

個簡單的稱呼。一個水喉師傅最少需要有 5年工作經驗，若是大師傅（全科）則

最少需要 10年經驗。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位弟兄叫阿德。阿德從事水喉業有 23 年，對水喉工程頗有研究。阿德認為 , 年青人想加入

水喉工程行列很值得鼓勵，因為工作很具挑戰性，集知識和經驗於一身，無論轉行裝修、當老板、移民或考取專業

資格，都是很有發展潛力的職業。阿德把全科水喉內容作簡略介紹，並把有關的入門技術和大家分享如下：

室內膠喉

外牆 DI 喉連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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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莊不少得可愛的羊咩
咩，可以買飼料餵食。

福爾摩斯和華生看星空笑
常開口

福爾摩斯和華生帶著帳篷去野營。睡到半夜

的時候，福爾摩斯推醒華生：「華生，向天

上看，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幾百萬顆星星。」華生回答。

「好，這讓你明白了什麼？」

華生思考了幾分鐘，「從神學角度講，我看

到上帝是無所不能而我們是渺小和微不足道

的；從氣象學角度講，我猜想明天是個好天

氣。它讓你瞭解到什麼呢？」

沉默了一會兒，福爾摩斯盯著華生說道：「我

們的帳篷被別人偷了。」

師傅德對培養新人特別感到興奮，無辦法，現在肯入

行的年青人不多。事實上能成為大師傅的人也很在乎機會

與際遇。特別在現今講求效率的管理下，每天流水作業的

工作並不會給新人帶來學習機會，幾年下來，可能只是個

熟手幫工，很多人只求收入穩定，漸漸便失去起初那份上

進心了。

師傅德給年青人分享他的成功秘訣，重點是先有一個

願意學習的好奇心，這樣你才會有動力去多做多學。第二

是有一個願意承擔責任的心，這樣師傅們便會給你更多機

會，把又大又難的事交給你，這樣你才會被鍛練成材，成

為師傅的日子便越來越近了。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足受窮乏。」

　　　　　　　　　　　　　　　　　　　		( 箴言	28:19)

外牆膠喉

水泵房安裝

組裝水箱
內配件

DI 曲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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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糕西多士 
賀年食品中，年糕與「年高」諧音，有年年高的意思，象徵收入、職

位或小孩子身高都一年比一年高。每逢新年過後，家中總會剩下很多

年糕，傳統的煎年糕已經吃厭了嗎？讓我們來試一下年糕的新吃法

吧！

1. 方包一開四備用	

2. 年糕切成粒狀備用	

3. 將雞蛋和牛奶攪拌均勻

4. 將方包浸泡在蛋漿中

5. 在兩塊方包中放
年糕做內餡

6.	輕壓方包四邊

7.	用中火把多士煎
至金黃色

材料：
1. 年糕
2. 去邊方包
3. 雞蛋 (1 隻 )
4. 牛奶 (4 湯匙）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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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首次來到新加坡，當到步機
場時，新加坡給我的感覺是：「這
裏真的和香港很像呢！」不論是商
場的裝潢，燈光設計或是藝術的裝
飾，都給我似曾相識的感覺，讓我
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感到滿滿
的親切感。

這次旅遊有一個景點令我印象非常
深 刻， 就 是 城 市 花 園 Garden by 

新加坡 Garden by the bay 遊記
文 @ Potter

the bay。這裏如同一個外星星球
的要塞，給人的感覺非常前衛，也
像在空曠的博物館中欣賞不同的植
物，當中包括熱帶植物、仙人掌和
食 人 花 等 等 ...... 從 前， 我 們 去 郊
野公園，常常聽到的意見是：「很
熱呢！請問你們看完沒有？這樣的
熱！太陽很猛！這裏很多蟲，很多
蚊子，快點走吧！」這是到郊野公
園探訪觀看植物時，很多不習慣大

自然的同行者給予的意見，對於喜
愛植物的人來說，真是一種張力，
在炎熱的天氣 和佈滿蟲蟲的環境
下，真的叫習慣城市生活的人，很
難停下來，細心觀看植物的細緻和
美麗。因此，慢慢地，城市人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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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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兆康地盤	 星期四	 12:00-13:00（崇拜）
■橫龍街地盤	 星期一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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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ED  YOU

 
LOVELY

地盤使命教會

始對大自然產生一種冷漠，關係的
疏離，基於對大自然的漠不關心，
產生眾多破壞環境的冷血心態，最
後加快人類步向滅亡的步伐。

這裏給予城市人一個另類的體驗：
一，這裏有清涼的冷氣，通爽的空
氣調節。二，這裏的花卉沒有重重
和蚊子。三，這裏估計用的是化學
泥，所以沒有來自泥土的異味（可
能有人感覺是臭的）。基於前面幾
點，從前人看見這些泥土會感覺污

穢，不想逗留太長時間，但是在這
裏，你可以嘆著冷氣，在沒有蚊子
和蟲子的環境下，踏著乾爽清潔的
石地，一邊享受城市化的舒適，一
邊欣賞熱帶植物的細節和美麗。

     最後，這個城市的規劃者別出
心裁，定意要把城市人和植物的關
係拉近，相信他們有一個信念，唯
有讓人和城市有感情，有關係，懂
得 互 相 尊 重， 才 能 達 到 環 保 的 推

動，不單是一種政策的推動，更是
一種品格和人性的塑造。唯有大自
然能洗滌人心，能治愈人在石屎森
林中嘈雜受損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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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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