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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雄弟兄：困局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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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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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堅持或放棄

兩者均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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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與團契輔導主任閒談，說起他的評估與近日調查相仿，

給我猜猜結婚 20 年以上的快樂指數。我猜想，能夠維持 20 年

以上的婚姻，若關係好就該很好，若不，就該非常差。答案是

只有百分之三十多感覺良好。

香港是亞洲離婚率排行首一二之高。可能專家在調查之先，

答案已心裡有數。以前有專家認為，結婚頭一年該是適應期，

最易鬧離婚罷。但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階段也沒有保證，不是

歲月問題，乃在乎人。筆者第一身接觸，結婚頭一年離婚也有，

婚姻有幾神聖

                 許淑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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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分開時還說已忍了很久，結婚十年、廿年的，有認為寧

願單身，也不要保持毫無質素的婚姻生活。這是什麼年代呢？

是忍耐難耐的年代？是不願意付代價的年代？還是高傲得沒有

人能攀得起的年代？

曾有人問筆者，真的

是相處不來啊！難道要迫

自己過著不愉快的婚姻生

活麼？筆者只能同情，明

白詢問者的現實困境，但

也不得不重申，婚姻是神

聖的。最神聖之處，不單

是信仰或道德因由，更是有如聖經所說的奧秘，必須明白何謂

婚姻之道，進入婚姻的竅門。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不同卻設

計合一的搭配，是需要定睛留心對方獨特並不計代價理解、研

究、體諒、接納等的配合過程。婚姻神聖之處，有如崇拜般，

放下自己，投入認識、敬拜、讚美、尊重 ......。心，要全委身於

對方，一切好處都不在對方以外，一切生命所遇見之事都想跟

對方分享，是忘我卻實現自我的體驗。

筆者與外子相處了四分一世紀。記得拍拖頭一天他的一句

話，到此刻仍非常感動。他說無論將來遇見什麼事，他都會站

到我這邊。他以行動實踐了，從不批評我的事奉，不抱怨我有

時顛倒日夜的服侍，不勉強我跟他那套，先讓我去進修，經濟

任我運用，遇有我錯誤抉擇還鼓勵我不要回頭看，遇上困難他

擇
你
所
愛
，
愛
你
所
擇

勿
忘
初
心
，
用
心
耕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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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著睏也要聽我說完

苦況 ...... 從他身上我

體會何謂真正的愛，

不需要萬能，不需要

浪漫，不需要改變符

合自己，不需要跟自

己一樣，只需要一顆

接納的心，處處為對

方著想，願意隨時伸

手與對方一起共同進

退。

可 能 有 人 會 抗

議說，這是可遇不可

求 罷？ 有 一 半 是 對

的。婚姻的確要雙方

配合，但配偶是佔了

其另一半，要問問自己，願否主動配合對方？願否專注留意對

方並欣賞且完全接納之？願否放下自己以對方幸福為依歸？有

人說那會縱容對方得寸進尺？筆者明白的確有可能如此，就要

問你願否甘心？以愛感動對方，您就明白婚姻神聖之處，可以

是幸福滿滿，一手建立 ;   也可以是危機處處，自己或對方親手

摧毀！

本文曾刊於《時代論壇》15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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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人眼中，我的人生是幸福和完美的：有一位愛我的太

太、兩位活潑可愛的兒子、一份穩定的工作，還有一個安樂的

居所。我很感恩，但我可以肯定地說，若我的人生沒有耶穌，

這一切定必沒有那麼精彩和有意義！

我生長於一個單親家庭，在家中排行最小，有兩位姊姊。
小學時候跟她們就讀同一所學校，由於她們的成績很好，因此
得到老師的喜愛，我卻是成績差、操行劣，且無心向學，在學
校經常惹事：打架、偷竊、欺凌同學等，無惡不作，當然不受
老師歡迎。母親及老師不禁質疑地問：「為什麼你跟兩位姊姊
的表現全然迴異，她們品學兼優，你卻如此不濟？」他們的質
疑傷透了我，令我感到得不到關懷及愛護，失望極了！這便過
了六年不愉快的小學階段。

不愉快的學校生活延續至初中，雖然成績仍然不理想，差

劣的操行仍然未有改善，老師們自然地不大理會或著緊我。平

信仰影響我的人生

陳勁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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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讀書成績讓我完成了三年的中學後，被轉

往另一所基督教學校繼續學業，這可真是我人

生的轉捩點。這所學校學生人數雖然不多，大

家是被遺棄的一群，這倒令同學間相處融洽，

令我感到不一樣的還有一班基督徒老師，讓我

感受到被關愛，原來我是多麼渴望被重視和關

懷。在隨後的福音畢業營中，讓我初次接觸教會和認識基督教

信仰，亦開展了教會生活。後來在一個團契聚會中播放了《陳

慎芝先生的得救見證》，講述他曾是一個黑社會頭目，壞事做

盡，吸毒及入獄，以致眾叛親離，然而耶穌卻對他不離不棄，

他接受耶穌為救主後，人生立時出現轉機。他的見證深深感動

我。我想為何一個信仰會令人有這樣改變？是催眠？還是藥物

影響？但我感受到這是一個真實、可靠的信仰，終於作了一生

最大的決定就是決志信主。上帝讓我看到祂接納每一個人，即

使在別人眼中是無藥可救。

信主後，我的人生並不是一帆風順，也有高低起跌的時候，

但我慶幸上帝與我同在；從前膽小怕事、沒自信的我，現已變

得樂觀、積極、勇敢。

上帝在每個人身上有祂的計劃，我們或

許有時不明白，也不太清楚。但只要憑著信心

並緊緊跟隨上帝的腳步，祂定必為你開路。

我和爸爸的關係非常疏離，我惱怒他離棄我

們，十多年不見，內心對他的感覺很複雜，既陌生，

也掛念，亦憤恨，非常矛盾。當警察是我自小的志願，雖然我

右為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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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核兩次才能成功，但我看得見上帝一直為我開路。那時我

們已無法跟爸爸聯絡，但入職前的背景審查需要父母協助才能

通過，正感徬徨時，爸爸突然出現，讓我順利通過審查，加入

警隊。

在 2014 年 3 月 某 天， 收

到一名陌生女士的電話，告訴

我爸爸因流感在醫院留醫，我

的心情再度複雜起來，猶豫

應否去探望他時，但記起聖

經的教導：要孝敬父母，我

藉著禱告交託，便毅然前往探望他。父親在留

院期間，一度感染肺炎，令病情惡化，並轉入深切治療部，醫

生也告訴我們要作好心理準備，情況危急，我和姊姊都非常擔

心，只能隔著病房玻璃看他，見他全身插滿喉管，我內心非常

難過，眼淚也不禁湧流，無助的我只好不住禱告，原來人的生

命是那麼脆弱，但奇妙地在醫生也說沒有轉機的時候，爸爸竟

然康復過來。我相信是主耶穌醫治了他，也修復了我們的關係。

現時爸爸很健康地生活，我們且定時探望他。

上帝拯救了我，也救了我一家，以前覺得缺乏，現在充滿

上帝的供應。祂陶造我，使我能當上警察——我很喜歡的工作，

又順利完成大學課程。祂更改變我懂得怎樣去愛及寬恕別人，

特別是我的爸爸。這是一個真實的信仰，各位親愛的同事，盼

望你們可以像我一樣認識上帝。

201704EnochOutline.indd   17 26/4/2017   11:26:08



諾言

18

               (1994-2004 年是我人生重要的十年）

我生在一個母親信主，父親未信的基督教家庭。母親從小

便安排我在基督教學校讀書，週日則帶我返教會，我自然地認

定自己是基督徒，但信仰沒有隨我的成長而深化，中學時期更

對信仰反叛。

未滿 18 歲我便加入警隊，很快便沾染了 70 年代警隊的不

良習慣，但卻未完全離棄我的信仰，每當緊急時我仍懂得向神

禱告求助。我的警察仕途很順利，幾年後晉升為見習督察，三

年試用期滿也因考試成績優異可直接跳級成為高級督察，當時

頓覺前途一片光明。後來在工作上曾有失誤，影響晉升機會，

故此，我選擇向外發展，股票投資、與人合資做生意等都無不

沾手。為要求財我開始迷戀風水擺設，更去求師學技。當時很享

受自己的雙重身份，既是警察又是生意人，晚上應酬是少不了的。 

十年

賴志堅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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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於 1993 年突然證實患上末期癌症，兩星期後便安

息主懷。媽媽的離去令我感到很失落，心靈變得很空虛，但心

裡卻有種強烈感覺催促我返教會；這樣，我便重踏那離開了 20

多年的教會。

1994 年我在家中禱告時看見自己在一所教會內服侍，當

時沒刻意去了解這個異象的意思。

在教會我很快成為牧養小組的組長，我也結束了外邊的投

資，好讓自己有多些時間研經及侍奉。三年後在禱告中有一領

受，就是卸下警察工作之後要全身服侍主。當時我還有十多年

才退休，於是我晚間到神學院進修，心裡想：到退休的時候我

也應該完成整個神學裝備。 

踏入千禧年後，在禱告中常聽到上帝呼喚我提早退休，讓

祂使用。當時我居住的樓房仍要供款，要在正常退休的前兩年

才供滿，所以我回應上帝：供滿後便辭職。

2004 年 5 月，我在禱告中
很清楚聽到上帝的呼召，要我立
即放下警察工作。過了幾天，我
與太太在海邊安靜時與她商討這
事，她大力的支持我回應呼召，
相信上帝必會為我們預備一切，
若真的沒錢用，就把樓房賣掉

吧！翌日就遞上辭職信，當時我還未到 48 歲，要等 7 年多才可
拿到退休金，我就是這樣單純地回應了。

贊
成
，
回
應
神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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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1994 年的異象，原來神用了 10 年的時間來操練我的

信心。在這 10 年間，我已經晉升了一次，也準備再晉升，但我

卻選擇了回應神的托付，辭退工作，忠心服侍主！

攝於警察以諾團契 36 周年感恩會暨聚餐

（義務同工與董事會主席及牧者合照）

（賴志堅傳道 -- 後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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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對人和事的一種欣賞和感謝的態度。人的腦袋一般

傾向留意負面的事物，而「常表感恩」則使人珍惜所擁有的一

切，不再視為理所當然，思維習慣能變得更正面和積極。

感恩練習

感恩練習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其中

一個練習是這樣的：

「人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人、物和

事其實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請寫下在過去一周，

五項令你感恩的人、事物或經歷。」

快樂練習：常表感恩

警察心理服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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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結果證實以上感恩練習的成效。研究員發現連續六

星期、每周做一遍以上感恩練習的人，比對照組別的人（連續

六星期每周寫上五項平常的瑣事或重要事件）都要快樂，而他

們的身體狀況、睡眠質素和人際關係滿意度比對照組別要優勝。

鼓舞的是，類似有關感恩的研究相應出現，證明了其他形

式的感恩練習，例如感恩日記、感恩信分享、探訪一個你想表

達感恩的人等，都能同樣地促進人的身體和精神健康。

讓我們就在此感恩：原來我們真的可以掌握快樂的鑰匙，

透過改變態度和習慣來締造快樂。

本文曾載於《警聲 - 心理互聯網》第 961 期。嗚謝警察心

理服務課允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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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警察在入職時，必須接受基礎訓練，並且一定接

觸到號稱「髮官」這人物。此君手起剪落，三數下招式便將學

員的秀髮剪成警察學院（前稱警察學校）的標準髮型——載帽

不見頭髮。筆者曾見過不少初入伍女學員對著秀髮「流著淚說

Goodbye」。另一出色髮官是服務於粉嶺機動部隊 (PTU) ，他

運用純熟手法，行動迅速，剎那便使學員髮型達到標準一一吋

草不留，立時精神奕奕。現時在若干警署仍有髮官服務同事。

髮官

白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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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審查

任何警察建築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保護，而進入的人都必

須接受查詢和登記才可進入。髮官要在警署自由出入，必須符

合條件，除有專業理髮技藝外，還要沒有黃賭毒、盜竊、欺騙

等刑事案底，即是身家清白的人，以防引狼入室。

人際關係

髮官經常接觸到不同階級的警務人員，間中會聽到一些工

作趣聞，此際便用得上「聾耳陳」的耳朵。又有些同事會透露

家庭、經濟、感情等困擾，此刻便要作聆聽者，發揮同理心的

友伴關懷。

筆者認識快二十年並已退休的髮官陳鐵漢先生

（見圖）。陳官是接受正統「上海師傅」的培訓，

因他用心鑽研，技術比師傅更出色，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每月平均收入已超過三萬五千元。陳官更指每

個人的頭形、髮質都有差別：如頭形有圓形、方形，

髮質有絲般或如鐵線堅硬，還有的是頭髮有一轉或兩轉，甚至

三轉，所以必須因應各人的差異而作適宜手法，將顧客的優點

展現出來。到來剪髮的同事多是趁上班前或下班後，都非常匆

忙，所以髮官必須眼明手快，確保快、靚、正，才可維持「上

班不遲到，下班不久留」對顧客的服務承諾。因工作關係，陳

官認識很多警隊同事，成為好友的超逾 30 人。更奇妙的是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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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署工作時，認識到警察以諾團契的前團牧陳

一華牧師，彼此成為知交。多年前，陳官的小兒

子臨終前便是由陳牧師在醫院為其兒子施洗。在

2013 年，鐵漢亦受洗成為基督徒，現在更參加

福音粵曲服侍，到老人中心獻唱和為長者禱告。

警隊內的髮官因著社會趨勢已漸漸式微，當你在接受髮官

的修剪時，可以好好的體驗，並可把握機會彼此溝通，讓你認

識 72 行的不同工作者，擴闊眼界。

      
     藍白紅三色花柱的由來

每當見到藍白紅三色花柱的轉動便知道是理髮

店，究竟兩者是為何關聯在一起呢？筆者曾查究因

由，結果都是與法國有關。

據說在 1789 年－ 1799 年法國大革命期間，民眾為免革

命行動外泄，便透過在理髮店外掛起「藍白紅」三色國旗作為

行動暗號。後來便習以為常成為理髮店的標記。

另一說法是紀念一位二次世界大戰時為國捐軀的法國理髮

師，他為了讓法軍隊能安全撤退，故意誤導德軍訛稱法軍已由反

方向撤離，德軍知悉中計後，便殺掉那位理髮師洩憤。人們為記

念他，便在理髮廳門外掛上了藍、白、紅三色國旗，後來改為燈筒。

期後約定俗成，世界各地的理髮店亦沿用，成為理髮店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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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作人情，暗箭傷人，閉關自理，逆來順受，

還以顏色……，都常見於職場上，如何做個「政治要

正確」的達人？）

前言

 人與人相處，包括弟兄姊妹、朋友、同學和任何行業的

同事，都難免會互相比較，因而產生爭寵及勢不兩立的「辦公

室政治」情況出現，以求個人脫穎而出，爭取成功晉升機會，

高人一等。

 而「辦公室政治」的誕生，通常有以下的因由：

• 私人恩怨；
• 誣告陷害；
• 妒忌； 和    
• 不同立場。

  辦公室政治

         麥文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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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信徒，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究竟應該閉關自理、逆

來順受、抑或還以顏色呢？

私人恩怨

 與人接觸，很多時候在工作上與

言談間，有意或無意得罪他人在所難免，

而對方可能耿耿於懷，不擇手段，找尋

報復的機會。

 在舊約中，約瑟行為正直，將他兄長們的惡行告訴父親，

令他的哥哥懷恨在心；當他們放羊的時候，約瑟前去探望他們，

然而他們卻合謀殺害約瑟，後來終於將他賣去埃及做奴隸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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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並且欺騙父親說他被猛獸殺死（創 37:12-36）；約瑟哥

哥的行為實在罪大惡極，但是約瑟因禍得福，最終成為埃及的

首相，因而拯救了後來遭受饑荒的父親及出賣他的兄長。

誣告陷害

 雖然約瑟在埃及法老的護衛長家中

為奴，他沒有離棄神及自暴自棄，反而盡
心盡力勤奮工作，神也祝福保守他，使他
萬事亨通，令主人對他愛護有加。然而主
母卻鍾情於他，向他施加引誘，但他堅定
不移，不為所動，只是回應說：「我怎
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

 主母因約瑟拒絕滿足她的私慾，便誣告陷害他意圖強姦，
主人因此將約瑟下在監裡；但是神繼續保守約瑟，令他再一次
扶搖直上，把握替酒政和法老解夢的機會，而直上青雲。

妒忌

 在職場中，搬弄是非和誣蔑是

十分普遍的事，民數記 12:1-16 亦記

載摩西的兄長亞倫和姊姊米利暗詆譭

他而被神懲戒。

 摩西的妻子是古實人（古實在現今非洲蘇丹北部），而

米利暗和亞倫因他所娶的是外邦人就毀謗他，指他不適宜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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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領袖，說：「難道神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

那時候，神在雲柱中降臨，站在會幕門口，對摩西、亞倫和米

利暗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我必在異象

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

在我全家盡忠的。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

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

呢？」結果米利暗長了大痲瘋，摩西替她求情，七天之後才痊癒；

而亞倫向摩西認錯，神才放過亞倫，沒有處罰他。

 摩西、亞倫和米利暗三姊弟都是神揀選的，各有不同的

位份和恩賜：

• 摩西是領袖，帶導以色列人出埃及，然而拙口笨舌；
• 亞倫是大祭司，是摩西的代言人；和
• 米利暗是以色列的第一個女先知。

 如果他們三人同心協力合作，其利斷金，然而米利暗和

亞倫二人妒忌摩西的成就而毀謗他；他們批評摩西娶了外邦女
子為妻只是一個偽命題的藉口，真正的原因就是意圖取代摩西
的地位：

• 米利暗會覺得她是摩西的姊姊，而摩西的性命是她救回

來的（出 2:1-10），所以她的地位應該高過摩西；和

• 亞倫會覺得他是摩西的兄長，而他是摩西的發言人（出

4:1-17），所以他的成就應該超越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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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立場

 工作上，因為價值觀和重點不同，

對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結

論，有人可能藉此攻擊對方，以圖抬高自

己的身價。

 當耶穌使拉撒路從死復活之後，為了感恩，拉撒路的姊

姊馬利亞將最珍貴的真哪達香膏奉獻給耶穌，抹祂的腳，用自

己頭髮去擦乾，又澆在祂的頭上。然而將要賣主的門徒猶大卻

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猶大這樣說，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時常偷

竊錢囊裡的金錢；而他亦可能想趁機貶低馬利亞，以表揚自己

的聰明智慧；然而耶穌說：「由她吧！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

留的。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約

12:1-8）

處理方法

 當信徒面對有心或無心的誣告逼害、搬弄是非和毀謗的

時候，應該怎樣處理呢？我們可以參考有關聖經人物的回應：

• 約瑟——雖然兄長陷害他，然而當他貴為首相時，他以

德報怨，對他們說：「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

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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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

的婦人孩子。」（創 50:15-21）繼而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

至於冤枉他的主母與護衛長，聖經亦沒有記載他採取什麼報復

行動；

• 摩西——面對米利暗和亞倫的毀謗，難得摩西為人極其

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沒有作出任何回應，然而神卻替摩西

出頭，向米利暗和亞倫發怒，摩西反而求神醫治米利暗；和

• 馬利亞——她心無二用，專注用香膏侍奉主耶穌，沒有

理會猶大的批評，而耶穌立即支持並稱讚她。

 當然，我們最終要效法的，就是主耶穌的榜樣；祂臨終「十

架七言」的首句就是「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路 23:34）即是祂寬恕了出賣祂的猶大、陰

謀誣告祂的祭司、大聲呼喊要釘他十字架的群眾、明知他無罪

而判祂入罪的彼拉多和戲弄及鞭打祂的羅馬士兵。

以善勝惡

 當我們遭受暗算和逼害的時候，如果

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儘量解釋澄清，然而

損害可能已經做成，為時太晚，於事無補；

俗語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們唯一可以做主和

左右的，就是屬於自己的心靈以及對待事情的態度。」但是我們

所信的神無所不知，祂洞悉一切，會為我們申冤，還我們清白：

不 可 為 惡 所 勝 
 反 要 以 善 勝 惡 
（羅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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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祂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

座。祂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詩9:7-8）；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詩103:6）。

 無論如何，信徒千萬不能因受委屈而耿耿於懷，不要心

存報復；羅馬書 12:17-21 教導我們：「不要以惡報惡；眾人

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

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

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

惡」，做一個「政治正確」的「基督徒達人」。

 最後，當我們沉冤得雪，眼見陷害我們的人面對公義的

懲罰時，我們也不要幸災樂禍而沾沾自喜，因為「你仇敵跌倒，

你不要歡喜；他傾倒，你心不要快樂；恐怕耶和華看見就

不喜悅，將怒氣從仇敵身上轉過來」（箴 24:17-18）。

 求神憐憫和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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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相傳是一位將軍為慰勞將士而烘製了一些美味糕

餅，派人送往前線，對將士表達「點點心意」。

點心 

                      Kin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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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會有一刻感到肚子有點空虛、腦袋有點

兒沉重、身子有些寒冷，在這時如果可以手捧著一杯熱騰騰又

香甜的朱古力 ( 若加一茶匙即溶咖啡會更好味 )，輕啜一口，再

加上一件自家製曲奇餅，嘩！既溫暖又滋味！那奇妙的感覺真

的要親自品嚐才能意會！又或你的伴侶輪更工作回來時，但還

未到飯餐時份，他有點餓、有點倦，這時給他做一件青瓜碎蛋

芝士三文治及奉上一杯青茶，那裡還有疲累呢！孩子放學後或

溫習完，這時給他們做一些點心加加油、打打氣，增進親子關

係。這時我會煮些餃子或 pancake，讓他們補充一下體力，繼

續努力！

我時常會預備一些水果沙律放在雪櫃，讓家人可以隨時享

用，既可充飢（滿足饞嘴才真），亦可鼓勵家人多吃點蔬果，

對身體有益。記得有位牧者講道中曾說：「飲飲食食，重新得

力！」那是真的啊！想想有陣子我們都會有一刻力不從心的感

覺，你說去散步麼？去運動麼？但已無力了，又如何走呢！（飽

足才有力氣運動啊！對不？）所以吃些點心就合宜了（這是我

的體會）。

其實點心真具有「點點心意」的意思，因為在預備時，你
是基於關心家人的需要，貼心按著他們的喜好來預備不同的款
式，用心來處理。為此，我常在家中準備了一些好吃又簡單易
做的點心食材，好像我會在閒時預先做一些餃子，放在冰柜內，
隨時都可以吃到，況且自己做的餃子會多菜少油少肉，這會較
健康嘛！曲奇餅也可與孩子在放假時一起製作，促進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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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提供以下兩款可口點心食譜，希望你們也與家人共享
溫馨時光！

青瓜碎蛋芝士三文治

材料： 青瓜、雞蛋、芝麻醬、芝士（片裝）、
做法： 烚熟雞蛋，去殼，切碎備用。青瓜切碎備用。

將蛋碎、青瓜碎加少許芝麻醬拌勻，然後將片
裝芝士放在麵包上，再塗上青瓜蛋碎醬即成。     

肉碎蝦仁翠肉瓜餃子 
材料：肉碎、蝦、翠肉瓜、餃子皮 ( 街市賣麵條及豆

腐的店舖有售 )
做法：肉碎調味備用。蝦去殼、去腸，洗淨，抹乾水，

切粒後調味備用。翠肉瓜洗淨，刨絲，瀝乾水
份，再拌入肉碎、蝦仁粒做成餡料，然後在餃
子皮中間放上適當餡料，將餃子皮邊捏緊即
可。燒大鍋水，水煮沸後將餃子放入，再煮滾
後待餃子浮起，即可撈起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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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分團

聚會時間：逢星期二中午1-2時

聚會地點：警察總部警政大樓19樓訓練議室

歡迎於警察總部上班的警隊同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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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分團

聚會時間：逢星期五晚上7-8時半

聚會地點：團契基址

歡迎警隊同事參加

201704EnochOutline.indd   37 26/4/2017   11:26:25



諾言

38

青鋒分團

聚會時間：每月第二、三及四個星期三晚上7-8時半

聚會地點：團契基址

歡迎年青警隊同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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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機構：香港警察隊基督教以諾團契

本團顧問：陳黔開牧師、鍾嘉樂牧師

     蕭壽華牧師、李思敬牧師

編輯團隊：許淑芬牧師、吳振榮弟兄、陳繼榮弟兄

          梁景文弟兄、區若薇姊妹

電    話：2799-2288
網    站：www.enochhkp.org.hk
電    郵：office@enochhkp.org.hk
地    址：旺角通菜街 223 號麗明大廈 203 室

          （太子港鐵站A出口）

奉獻途徑：

1.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警察隊基督教以諾團契有限公司」或   

( ENOCH CHRISTIAN FELLOWSHIP HKPF LTD )
2. 直接存入本團契戶口：匯豐銀行 017-130931-001
3. 銀行自動轉賬表格，可於本團網站下載或向團契幹事索取。

填上個人資料後，請交回本團幹事．請勿自行交往銀行。

註：•  奉獻 100 元以上可憑收據申減稅款。

•  如以入賬方式奉獻者，請於三個月內將銀行入賬紙寄回旺角

基址，若傳真的話，切勿重覆。逾期寄回之收據有可能不獲

發奉獻收據。

•  全年奉獻總結收據於每年四月發出,若需要每次發回收據者，

請特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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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以諾團契

於 1981 年獲警務處長批准成立，

是警隊內一基督教群體。

我們於不同警察單位，

警署及宿舍內定期舉行福音聚會，

又提供輔導服務、出版書刊、短宣探訪，

舉辦各類訓練和靈命課程；

舉行黃昏崇拜、分團聚會、

佈道會和感恩會等，

讓更多警察和親屬同得福音，

共建美好人生。

團訓：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聖經 希伯來書 10 章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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