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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是基督教普世教會之一。
本軍的信仰是基於聖經，本軍的服務是源於神的愛，本軍的使命是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並奉祂的名在不分彼此的原則下去滿足有需要的人。

救世軍國際使命宣言

新標點和合本

 歡迎網上瀏覽救恩報

各位平安，有好消息，港澳軍區已於3月1日升格為港澳地域！可能你不知道這是甚麼，有何特
別？不用摸不着頭腦，總指揮在內文已有適度的解說。簡單而言，在救世軍內的定義，地域的組織和

服務的規模較軍區大。意思是，隨着救世軍在內地、香港和澳門的事工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國

際總部肯定我們過去93年直至今天的工作。

今期主題：「從家庭說起」。不知道每次提及家庭，會挑動你甚麼情緒？是開心抑或忿怒？我必

須承認，不是每個人都在和諧及溫暖的家庭中成長，正是這個原因，有基督信仰的我們，有責任去宣

揚及實踐基督信仰為本的價值觀，在這破碎的世代重建家庭關係。

聖經非常重視「家」的觀念。

以賽亞書63章7節：「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並祂憑憐憫與豐盛的慈愛所賜給以色列
家的大恩，述說祂的慈愛和美德。」（和合本修訂版）以色列本身就是一個大國，以賽亞先知的領受

是，神以憐憫和慈愛恩待以色列民如同家人一般。

以弗所書2章19節：「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因着耶
穌基督的救贖，我們已進入神的家，稱為神的兒女，有一位愛我們的天父。是否值得我們讚美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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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題：突破苦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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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G E T H E R麥腓力准將
地域總指揮
Colonel Philip Maxwell
Territorial Commander 

2015年，我們正被當時變幻無常的工作及
生活環境深深困擾時，Dr. Tod Bolsinger

出版了《在山上劃獨木舟：於未知領域作基督教

領袖》一書。當時他並沒有想到，他的著作會有

這麼深遠的影響。在這本書中，他作出了這充滿

預言意味的驚人宣告：「在你面前未來的世界，

與你背後過去的世界截然不同。」

新冠疫情過往三年肆虐全球，現在我們才得

以小心翼翼地逐步脫離它的捆綁，這正好證明

了Dr. Bolsinger的那句說話。世界已改變了，並以
史無前例的速度繼續變化，驅使我們要在這些不

確定中尋找方向。

 

我與太太在農曆新年後抵達香港。我們非常

珍惜這個讓我們可以帶着盼望地展望將來的時機。

隨着新年的來臨，大將亦宣佈，救世軍香港

及澳門軍區從3月1日起將升格成為救世軍香港及
澳門地域，讓這消息顯得格外合時。

名稱上我們只改變了一個詞彙，但這改變意

義深重，亦準確地反映了救世軍在這裏的事工與

服務的規模，也可以鼓勵大家欣賞救世軍過往的

工作，及期待未來的發展。

hallenged by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we work and live, in 2015, 

Dr Tod Bolsinger published the book, ‘Canoeing 
the Mountains: Christian Leadership in 
Uncharted Territory’. Little did he realize the 
far-reaching impact that his writing would 
have.  Within its pages he made a prophetic 
and haunting statement when he said, ‘The 
world in front of you is nothing like the world 
behind you’. 

As we move carefully out of the Covid 
bubble that has covered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e are discovering the accuracy of 
his words.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continues to change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and we are compelled to navigate our way 
through this uncertain season.

 
My wife and I arrived in Hong Kong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As we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 this is a time when we look with 
hope to the future.   

It appears ironic that with the New Year 
came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General that 
from March 1st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and Macau Command will become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and Macau Territory. 

The change of one word speaks volumes 
and is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ministry 
and service that takes place in this part of the 
Army world. It compels us to look back with 
appreciation and forward in anticipation. 

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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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我們慶祝

過去93年我們藉着神的名而作的事工與服
務，反映着神對我們的保守；

我們的事工規模廣闊而種類繁多，由此可見

神的供應；

從走在我們前頭的同工之熱誠、委身及犧牲

中，可見神的心腸。

我們對將來滿懷期待，堅信：

在神的幫助和帶領下，我們可以在祂已建成

的根基之上進一步發展；

這次改變所帶來的認同和尊重，有助我們在

這地域甚至全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藉着對這地域極為重要的專業精神及成就，

我們可以突破界限，影響一些這地域以外的

人的生命。

李光秋上校及李張錦玲上校從以賽亞書60章
1節所領受「我們一起越變越強」的這個異象，
與地域的全新位份不謀而合，為此我們衷心感謝

他們。

讓我們以這主題，為香港及澳門地域、為我

們服侍、工作和傳道的地方、為我們自己的心禱

告。

願我們有勇氣並確信，走進神為我們所預備

的未來。

In looking back, we celebrate:
The providential care of God, reflected in
the service and ministry that has been 
offered in His name over the last 93 years. 

The provision of God, evidenced in the
scope and diversity of these ministries. 

The heart of God, seen in the passion,
commitment and sacrifice that has been 
given by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we do so with a 
sense of expectation. The firm belief that:

With God’s help and under His leading, 
that we will build on what He has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That the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that is 
synonymous with the change will allow us 
to have a greater voice, not only within 
this territory, but on a global scale. 

That the expertise and accomplishment 
integral to the territory will allow us to 
invest into the lives of others beyond our 
own borders. 

We are indebted to Lieutenant Colonels 
Bob and Wendy Lee for having the vision that 
coincided with our new standing. Drawn from 
Isaiah 60:1, ‘We rise stronger, together’. 

May that be our prayer for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Territory. May that be our prayer 
for where we serve, work and minister. May 
that be the prayer of our own hearts. 

And may we have the courage and 
conviction to step out into the future that God 
has planned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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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息

一天，兩個小伙子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伯

伯，逗趣決定戲弄他一下。其中一個手中

握住一隻小倉鼠，藏在身後，然後問老伯伯：「我

手中正握着隻小倉鼠，你猜牠是生或是死？」小

伙子正耍詭計，如果老伯伯說是死的，他就立即

伸開握緊小倉鼠的手掌，讓牠竄走；如果老伯伯

猜小倉鼠是生的，就捏死牠。老伯伯沉思片刻，

也知道這兩個小伙子的頑皮，於是不徐不疾的回

答：「我不知道小倉鼠是生還是死，但我知牠的

生命就在你手裏！」

每個小孩都有無限的可能，他們就掌握在教

導者手裏，作為父母，也正是為主陶造這些生

命。把小孩子帶到部隊，不限於給予知識或訓練

技能，或聽聽聖經故事。他將來像「小倉鼠」般

孰生孰死，孰優孰劣，家庭就擔起這份不可或缺

的責任。教養孩童責任重大，沿路充滿挑戰。當

父母認真行事，小孩子就會從我們身上看到屬天

的價值觀，這些價值都會影響他們如何處事待

人。正如箴言22章6節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家庭是塊好土壤

家庭對小孩究竟有多重要？小孩的心靈猶如

一張白紙，你亂畫，他就會糊掉；你用心寫字，

他就井然有條，你寫的是甚麼，他呈現的也是甚

麼。古語常說：「三歲定八十」，意即正確教導，

越早越好。因此基督化的家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

角色，越早放這小種子於心中，聖經教訓、道德

標準，生命的主，也就會種子漸漸發芽，茁壯成

長，到長大後，小種子小苗頭就不再是嫩芽，就

可以強壯地發揮屬靈的果效，撐起自己。

父母和教導者都是撒種人，也讓神栽種、澆

灌和施肥，家庭和部隊就成就了這塊好土。

家庭是個大寶藏

主耶穌也讓家庭成為一個大寶藏，馬可福音

10章14節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
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在神眼

中，家長和小孩都同樣需要救恩，靈魂同樣寶

貴，越早信主，能經歷神、被神塑造的潛質越高。

家庭和部隊就像一個大寶藏，孩子回到家中可以

找到保護的掩蓋、生命充電的電源和放鬆的沙

發。

有

蔡沚妡中尉
港島東隊副部隊軍官
區部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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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餅二魚不只在乎5000的量，還在乎當中每
位的影響力，一個小孩真誠的付出的影響力，可

以拓散至廣大的人羣中。由最小的單位開始，影

響可以達至羣體。小孩的模造也一樣，由家庭這

個大寶藏作延伸，學習走出去，就散播着屬靈的

影響力。

家庭是橋樑

今天的教導目的是甚麼？是表面的方法改

革？是日新月異的器材運用？還是擠擠擁擁的熱

鬧？我想再老套的，令我們分別於社區活動的，

就是我們的教導，是讓信仰介入，轉化生命、改

變成長的軌跡。這是家庭能否成為好土壤、成為

大寶藏，真正發掘孕育小孩生命潛能的關鍵。

孩子有無限可能，這些未來的主人翁被誰掌

握着？如果家庭是好土壤大寶藏，就能有足夠力

量留住他們的根，免得落到魔鬼的手中，好好栽

培孕育每一位「提摩太」。

孩子更是橋樑

透過孩子邀請，學校的朋友們、家中的長輩

們可以來到部隊辦的活動，當然家中也是個不

可或缺的好地方，讓未信者「感受信仰」。透過

孩子的關懷和單純，關係更容易建立、佈道更

容易開始。誠然，孩子是一道好橋樑，家庭就承

擔着用心建築的責任，讓人從一面走到另一

面。

教養孩童的責任和使命，任重道遠，孩子教

導得好，不是一時三刻，亦不是付費招聘補習老

師和參加興趣班可以達到。家庭需要神的手動

工，成為好土壤，孩子就能在當中見到神、經歷

神。神已將教導孩子的職份交託我們，我們就努

力為這塊好土，把雜草除掉、鬆土耙泥、用力耕

耘，按時撒種，期待好收成。讓家庭和孩子都成

功化成橋樑，帶上滿滿救恩的祝福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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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重溫

經文：  列王紀下12章1-16節（和合本修訂版）

曹錦昌少校
軍官訓練學院院長
宣教使命學院總監
編輯軍官

引言

有一次去部隊活動室廚房添水，我好像意識

到地面有張小紙屑，但沒有特別行動。添水後，

再經過這張小紙屑，終於意識到，雖然我們請了

（兼職）清潔員，作為教會一份子，應該拾起這

張小紙屑，把它放進垃圾桶裏。

弟兄姊妹有否看見一個道理，我們如何看待

那個地方，自然會有不同的反應。相信如果我在

家中，見到地面有垃圾，很自然便會拾起它，因

為這是自己的地方。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視部隊

（教會）為自己的家，對部隊（教會）的人與事

的關注就很不同了。

今天所讀的經文提到耶和華的殿有破壞之處

需要修理：

    列王紀下12:5
祭司可以⋯⋯用來修理殿的破壞之處，就是

⋯⋯一切破壞之處。

    列王紀下12:6
然而，到了約阿施王⋯⋯祭司仍未修理殿的

破壞之處。

    列王紀下12:7
所以⋯⋯對他們說：「你們怎麼不修理殿的

破壞之處呢？現在⋯⋯但要為了殿的破壞之

處，把銀子交出來。」

    列王紀下12:8
眾祭司答應不再收百姓的銀子，也不再修理

殿的破壞之處。

    列王紀下12:12
瓦匠和石匠⋯⋯用來修理耶和華殿的破壞之

處，以及⋯⋯各項費用。

單單在第12章已提及殿的破壞之處共七次，
似乎都是這段經文的其中一個重點吧。究竟猶大

王約阿施、聖殿祭司和民眾，對聖殿的破壞之處

的回應是怎樣呢？再進一步思考，以聖殿破壞之

處，配對部隊（教會    神的聖所）有破壞之處為

比喻，我們又應如何去回應呢？

經文剖析

12章1-3節「耶戶第七年，約阿施登基，在
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親名叫西比亞，是

別是巴人，約阿施在耶何耶大祭司教導他的一

切日子，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只是丘壇

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丘壇獻祭燒香。」

第2節對約阿施王的評語不錯，他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正的事。所以弟兄姊妹，這會否是我們

行事為人的準則，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不

是單單行自己認為正的事？意思是，我們行事為

人除了「過得自己，也要過得神」。然而，第3
節的「只是」這個連接詞，似乎對約阿施的評價

打了折扣！

丘壇是甚麼？

自古以來，在巴勒斯坦一帶地方的人，都以

山頂為特別適合敬拜神的所在，所以挪亞出了方

舟以後，就在亞拉臘山上，築了一座壇。創世記

8章20節「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種潔淨
的牲畜和各種潔淨的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亞伯拉罕到了伯特利時，就在東邊的山上築了一

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創世記 1 2章 7 - 8節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

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

華築了一座壇。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

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

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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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戰敗了亞瑪力人時，摩西就在山頂

上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意思是耶和

華是我的旌旗。出埃及記17章8-9節「那時，亞
瑪力來到利非訂，和以色列爭戰。摩西對約書亞

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力爭戰。

明天我要站在山頂上，手裏拿着神的杖。」及

14-15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把這事記錄
在書上作紀念，又念給約書亞聽：我要把亞瑪力

的名字從天下全然塗去。』摩西築了一座壇，起

名叫耶和華尼西（『耶和華尼西』意思是『耶和

華是我的旌旗』）。」

列王紀上3章2節「當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
壇獻祭，因為還沒有為耶和華的名建殿。」有這

樣的記載。這節聖經似乎解釋了以色列民在未有

聖殿之前，耶和華容許丘壇敬拜和獻祭？大家是否

記得，雖然是大衛有心想為耶和華建造聖殿，最終

卻是他兒子所羅門建成。

今天的經文列王紀下12章提及猶大王約阿
施，已經是所羅門王之後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分

裂、聖殿建成的時代，即是說，已經沒有理由繼續

保持丘壇這些敬拜獻祭的形式。

況且，以色列人進了迦南地，在山頂上又都

築有敬拜偶像的丘壇，因此在摩押平原，耶和華

曉諭摩西說，你們過約但河進入迦南地的時候，就

要毀滅那裏一切的偶像，拆毀那裏一切的丘壇。

民數記33章50-52節「耶和華在約旦河邊，耶利
哥對面的摩押平原吩咐摩西說：『你要吩咐以

色列人說：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要

從你們面前趕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摧毀他們一

切的石像和鑄成的偶像，也要拆毀他們一切的

丘壇。』」

因此從屬靈的角度，修理殿的破壞之處，首

先不真是物質的聖殿的破損，而是信仰的雜質。

以色列民一方面在聖殿敬拜，另一方面卻沒有按

神的吩咐廢去丘壇，仍保持當時普遍迦南人拜偶

像的獻祭方式。

小結

所以，從修理聖殿物質上的破壞之處，延伸

思考，我們是否需要修理好我們破損了的信仰生

命？弟兄姊妹有沒有聽過，我們的身體就是神

（聖靈）的殿，有聖靈住在裏面？哥林多前書6章
19-20節「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面的。而

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神。」聖經

的上文下理談論到基督徒要過聖潔生活，免得我

們的軟弱，沾污了聖靈的殿，就是我們的身子。

（例：我以前踢足球，少不免傷及腳部。輕

傷，沒有痕跡；重傷，永留烙印，於是感到不

快，因為原本俊美的身體有了瑕疵，好像聖靈的

殿遭到破損）。我們的屬靈生命也是這樣。使徒

行傳13章22節「祂廢了掃羅之後，就興起大衛
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

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要遵行我一切

的旨意。』」正如大衛，雖然聖經形容他是合神

心意的人，但他所犯的姦淫罪，使他的名聲蒙上

污點。

弟兄姊妹，今天在我們的生命中是否仍保留

着丘壇，以致我們一邊在神的家敬拜，一邊卻在

別的地方保持丘壇獻祭？我們是否抓緊其他東

西，看為比神更重要？我們有否倚賴其他東西，

看為比神更有能力？求神幫助我們，民數記33章
52節「要從⋯⋯摧毀他（我）們一切的石像和鑄
成的偶像，也要拆毀他（我）們一切的丘壇。」

篇幅所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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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天父，感謝祢為我的人生帶來希

望、踏實和喜悅！為甚麼我這樣說？皆

因從我第一天走進救世軍沙田隊禮堂參加我媳

婦的募立正兵禮，並且接受了神的話語後，我

便深深感覺到福音的種子已經在我心中萌

芽，並生長出長長的樹根將我連繫着！

之後我每逢星期日都懷着喜悅的心走進救

世軍沙田隊禮堂參與主日聖潔會，後來接受了

耶穌基督為救主，成為神的兒女，祂已赦免了

我以往的罪並掌管我的生命，賜予我永生。現

在我可透過禱告與祂交談，透過讀經明白祂的

旨意。

此刻，我相信主耶穌基督已經進入我生命，

成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往我每天只看報

紙、雜誌及馬經，現在每天研讀聖經，透過與

神禱告互相交談，並且經常與教會中的弟兄姊

妹聚會，及除去一切的惡行，例如以往我經常

賭博、驕傲地炫耀自己的成就，及與身邊的親

友為小事而爭拗等⋯⋯信主後的我變得隨和，

親友也感覺到我的親和力提升了！我現在行事

為人，盡力成為基督門徒的好榜樣，並將耶穌

改變生命這好信息與身邊的親友分享，好讓他

們同得救恩之樂！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寶貴的獨生子賜給我

們，為我們作了極大犧牲，我們當然要愛祂和

信服祂，主耶穌說過：「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的，這人就是愛我」（約翰福音14章21節上）。
所以我們要常常聽道，並經常行道，不怕艱難，

不怕麻煩！神愛我們遵守祂的誡命，目的只為

叫我們得到好處，別讓大大的祝福白白溜走，

這就是作為基督徒完全順服及愛耶穌基督的回

應了！

哈利路亞！

慈

蘇偉強弟兄
沙田隊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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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香港教會普查」（每五年一次）
的資料中發現，本港堂會增長持續放

緩，據教會普查2014年結果顯示，平均每週
有305,147人參與崇拜聚會，2019年下跌至
268,822人，崇拜人數錄負增長的堂會逾六成，
是歷屆（自1999年）下跌數字最多的一年。45
歲以下會眾數目較五年前減少，而45歲或以上
的會眾數目則有所增加，反映過去五年教會出

現老齡化現象。另外教會明顯出現教牧退休

潮，有212間堂主任有計劃退休而未有接班人*。

建立和準備

救世軍在香港已服務逾90年，上述教會的
情況，本軍的部隊亦不能倖免，加上近兩年出

現的社會事件和疫情等，確實對社會帶來了衝

擊，引至移民的念頭再次湧現。港人（甚至信

徒）眼見及此，因而對前境憂慮，失去信心，

看來是理所當然。

今天取決將來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    我耶和華是

神聖的；我把你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作我的

子民。」（利未記20章26節）「我必領他們到
我的聖山，使他們在我的禱告的殿中喜樂。他

們的燔祭和祭物，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

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以賽亞書56章7節）
「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神的子民的生命，有剛

強壯膽的意志、有看透萬事的目光、有尊主為

大的情懷和以神為樂的心腸。呈上你為神而活

的生命，以此為感恩的祭獻給神，準備好在面

見父神之時，可以心安理得，坦然無懼！

未來10年、30年以是90年將會怎樣，就取
決於今天如何！普世的信徒和教會、軍兵和部

隊、地域和救世軍，就必須要有「建立和準備」

的心和行動，不管你在世仍有多少日子，況且

我們也不知道，因此，絕不能做那五個毫無準

備和計劃的童女，當新郎突然來到時，遭拒門

外才後悔莫及！請你問自己，10年後你會成為
一個怎樣的信徒？問你的團友，10年後他希望
有一個怎樣的團契？問你的牧者，10年後教會
會是一個怎樣的教會？

在

譚振輝少校
卜維廉隊部隊軍官

軍官隨筆

*資料來自「2019香港教會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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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s (church) ministry

新任總指揮麥腓力准將及軍區婦女事工會長麥彭黛麗准將於1月30日抵港履新，各軍官及總部同事於機場迎接。總部職員
在2月1日歡迎他們。

Colonels Philip and Deslea Maxwell arrived in Hong Kong on 30 January for their new appointment as our Officer 
Commanding and Command President of Women’s Ministries respectively. Officers and some staff members welcomed the 
Colonels at the airport while staff at the headquarters had a welcome celebration for them on 1 February. 

新春培靈會「門徒召命重燃   教會大能重現」於2月3日在九龍中央堂舉行，嘉賓講員為余達心牧師（博士）。總指揮代
表軍區致送感謝卡。

The Chinese New Year Revival Meeting titled ‘Rekindling Discipleship – Unleashing The Life – Transforming Power of The 
Church’ was held on 3 February at the Kowloon Central Corps. Rev Dr Carver Yu was the guest speaker and our Officer 
Commanding presented a Thank-you Card to him on behalf of the Command. 

葉簡明真少校於2月5日在荃葵隊主日聖潔會中主持新部
隊軍官     曹錦華少校及曹莫麗清少校     就職禮。

Major Connie Ip conducted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for 
Tsuen Kwai Corps Officers Major Peter Cho and Major Cho 
Mok Lai-ching on 5 February in their Holiness Meeting.  

地域動態
Territorial News

曹錦昌少校於2月5日在東涌隊主日聖潔會中主持新部隊軍
官     余基甸上尉及余李彩玲上尉     就職禮。

Major Raymond Cho conducted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for Tung Chung Corps Officers Captain Gideon Yue and 
Captain Alice Yue on 5 February in their Holines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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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惠芳少校於2月5日在西九龍隊主日聖潔會中主持新部隊
軍官 － 馮素玲上尉 － 就職禮。

Major Alice Law conducted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for Kowloon West Corps Officer Captain Linda Fung on 
5 February in their Holiness Meeting.  

陳國威少校於2月5日在大坑東隊主日聖潔會中主持新部
隊軍官 – 曹蔡英齊少校–  就職禮。

Major KW Chan conducted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for 
Tai Hang Tung Corps Officer Major Belinda Tso on 5 February 
in their Holiness Meeting.

林賢明少校於2月5日在澳門祐漢堂主日聖潔會中
接納了一位副兵。

Major Jeremy Lam accepted one recruit for Macau 
Iao Hon Corps at their Holiness Meeting on 5 February.   

九龍城隊於2月5日在主日聖潔會中舉行幹事及聖樂人員覆立禮。
Kowloon City Corps conducted a Renewal of Covenant of Local 

Officers and Musical Forces at their Holiness Meeting on 5 February. 

區總部於2月10日舉行軍官及職員退修日。在當日他們有屬靈分享、分組討論及代禱並製作書簽。感謝神賜他們滿有喜樂的一天。
The Divisional Headquarters held an Officers and Staff Retreat Day on 10 February with spiritual sharing, group discussions, 

petitions, and a DIY bookmark workshop. We thank the Lord for blessing them with a joyful day. 

地域動態
Territoria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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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riends,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and Macau 
Territory – 1 March 2023

As recently communicate,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Command will be elevated to 
territorial status, becoming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and Macau Territory, with effect from 
1 March 2023.

The announcement comes with both 
recognition of all that God has done, and 
anticipation of all that He will do. In this, it 
aligns powerfully with the year’s Command 
theme:

‘Together, we rise Stronger’.
“Arise, Shin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rises upon you”. 
(Isaiah 60:1)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I would encourage 
you to join me in prayer as we look to God for 
what He has planned for us.

Yours sincerely, 
 
Philip Maxwell
Colonel
Territorial Commander

親愛的朋友們

救世軍香港及澳門地域     2023年3月1日

我很高興正式宣佈，正如早前的消息所分
享，本軍區將於2023年3月1日升格成為救世軍
香港及澳門地域。

這個消息反映了國際總部認可了神已在這裏
所作的工，並熱切期待祂會在將來為我們所做的
事。這個轉變亦與今年的軍區主題不謀而合：

「我們一起越變越強。」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

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以賽亞書60章1節）

當我們思想未來時，我鼓勵大家與我一同禱
告，展望神在未來為我們所預備的事情。

您誠摯的

麥腓力准將
地域總指揮

3公布
OFFICIAL GAZETTE

救世軍香港及澳門地域     2023年3月1日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and Macau Territory – 1 March 2023

美樂隊於2月12日主日聖潔會日舉行聖樂人員覆立及任命新成員，並與總指揮
伉儷和區長合照。

The Melody Corps conducted a Renewal of Covenant of Musical Forces and 
commissioned new members at their Holiness Meeting on 12 February. A group 
photo of them with Colonels Philip and Desles Maxwell and Major KW Chan was 
taken. 

沙田隊部隊軍官曹譚玉珍少校於2月14
日在醫院為林奕輝弟兄舉行募立正兵禮，

他的太太及家人在場見證。
Major Tammy Cho, Corps officer of the 

Shatin Corps enrolled Lam Yick-fai as  
Solider at the hospital on 14 February 
with his wife and family as wit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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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Services

STEAM 探究式學習週  
林拔中紀念學校於2023年1月9日至12日舉辦了STEAM探究式學習

週，旨在通過STEM等各種學習活動，豐富學習體驗，加強同學自主學習的
技能。每個年級的同學都有不同的學習主題及目標：一年級嘗試設計玩
具、二年級探索不同類型的工作、三年級學做個精明的消費者、四年級學
習皮影戲，而五年級同學則學習關懷長者。

Inquiry-Based Learning Week with STEAM
TSA Lam Butt Chung Memorial School organised an Inquiry-Based Learning 

Week with STEAM from 9 January to 12 January 2023. The learning week aimed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trengthen their self-
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and generic skills through a variet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STEM activities. Students of each level have different themes 
and objectives learning during the week: P.1 – Designing toys; P.2 – Learning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P.3 – Smart Shopper; P.4 – Shadow Puppetry; P.5 – Elderly 
Care. 

中華文化教育

適逢早前是農曆新年，不少救世軍學校都舉辦了相關活動，與同學共度佳節，

讓他們更了解中國文化。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教導幼童寫書法及認識「舞獅」文

化，中原慈善基金油塘幼稚園則向同學們介紹各式各樣賀年食品。韋理夫人紀念學

校、中原慈善基金學校和田家炳學校都舉辦了「中華文化日」，讓同學體驗麵粉公

仔、皮影戲、剪紙等傳統文化。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In view of Chinese New Year, many TSA schools hosted related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and educate students about Chinese culture. Students of Pak Tin 
Nursery School and Crèche learned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nd dragon dance, while 
those in Centaline Charity Fund Yau Tong Kindergarten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festive 
foods. Ann Wyllie Memorial School, Centaline Charity Fund School, and Tin Ka Ping 
School hosted Chinese Culture Days, introducing dough doll, shadow puppet, paper 
cutting, and other cultural experience to students. 

Now TV STEM 獎勵計劃 2022
這個計劃旨在鼓勵小學生全方位學習STEM，包括觀看影片、動手做實驗、

做工作紙考驗知識等，提高學習的趣味性。韋理夫人紀念學校六年級成睿同學

獲得金章，而同校另有15位同學分別獲得銀及銅章。林拔中紀念學校則獲得學
校參與大獎，並有兩位同學獲得銀及銅章。

Now TV STEM Award Scheme 2022
The Scheme aimed at encouraging primary students to engage in a wide 

range of STEM activities, including watching video, doing experiments, 
completing worksheets and more, making learning fun for children. P6 
student Shing Yui from TSA Ann Wyllie Memorial School won the Gold 
Award while 15 other students from the same school won Silver or Bronze 
Awards. TSA Lam Butt Chung Memorial School won the Award for School 
Participation with 2 students winning its Silver and Bronze Awards.

地域動態
Territoria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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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rvices

溫情暖意團年飯2023
在2023年1月21日（農曆年三十晚），本軍各個長者服務單位邀請了超過50位的獨居或隱閉長

者，參與溫情暖意團年飯活動，讓欠缺家庭支援的長者得以享受佳節。這次活動獲半島旭日扶輪社贊
助，他們的義工們亦到場與長者一同迎接新春。參與的同工和義工藉着這次團年活動，讓長者感受到
社區的愛與關懷。

Reunion Dinner of Lunar New Year 2023
On 21 January 2023, over 50 singleton or hidden elders from TSA’s different elderly service units 

joined our Reunion Dinner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so these elders in lack of family support could 
enjoy and celebrate the festival. The Dinner was sponsored by Rotary Club of Peninsula Sunrise and their 
members also volunteered at the event. Staff and volunteers worked hard for the Dinner and the elderly 
participants felt loved and cared for.   

荔景院新春慶祝
救世軍荔景院每年都會為服務使用者舉行一連串新春活動，讓

他們在愉快的氣氛中迎接新一年！今年疫情令服務使用者無法外
出，但仍能觀看預錄的花市實況片段，體驗模擬花市，參與寫揮春
和有獎攤位遊戲。年假期間，服務使用者參與了各種應節活動，包
括與職員合作的醒獅表演、與家屬視像拜年，及製作賀年手工等傳
統活動。我們也舉行了春茗競技日，讓他們享用美食，並參與競技
比賽。

Lai King Home’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TSA Lai King Home organises celebratory activities for its 

service users every Chinese New Year. Due to the pandemic, our 
service users could not leave the hostel, but they watched a special 
video of Chinese New Year markets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We 
also arranged a mock market where they wrote Fai Chun (festive 
calligraphy) and played games to win prizes. During the holidays, 
they participated in festive activities such as lion dancing with our 
staff, virtual New Year greetings with their family, and making 
New Year handicrafts. Finally, our service users enjoyed tasty 
foods and a game day at our New Year banquet, joyfully 
welcoming the new year.

健康友里關注並改善露宿者健康狀況
「健康友里」深水埗露宿者健康支援網絡由民政事務

總署贊助，旨在藉着醫社合作，聯合醫護及社區義工，為
深水埗區內的露宿者提供基本身體評估、傷口護理及生活
支援等，從中提升他們對衛生的關注，鼓勵他們多加照顧
自身需要，並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 

Caring for and Improving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Street 
Sleepers

Health Support Services for Street Sleepers in Sham 
Shui Po District is funded by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It 
aims at provid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support 
to street sleepers in Sham Shui Po by using a cross-
disciplinary approach. It is formed by medical volunteers 
and community partners to provide on-spots medical care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 such as basic body check-up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personal hygiene and self-care, 
and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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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垣冰
社會工作員
學校服務

聯署支援阿富汗婦女爭取權益
救世軍屬靈領袖柏培恩大將簽署公開信，向聯合國和伊斯蘭合作組織表示高度關注阿富汗婦女權

益，尤其是她們的教育和工作禁令。柏大將指出：「為世上貧困和受壓迫的人爭取尊嚴和社會公義是我
們的職責⋯⋯國際組織應要善用它們的影響力，為無發言權的人發聲。」

Signature of Support for Women’s Rights in Afghanistan
General Brian Peddle,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Salvation Army has signed an open letter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expressing deep concerns for the rights 
of Afghan women, specifically in view of their higher education and work ban. General Peddle said, 
‘Our role is to advocate for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with the world’s poor and oppressed… It is 
essential tha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use their positions to be a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參謀長及白羅寶雲中將到訪荷蘭
參謀長白禮頓中將及白羅寶雲中將1月到訪荷蘭，出席荷蘭、捷克

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地域新任總指揮靳布迪中將的就職典禮。除了典禮
以外，領袖們一行三人也探訪了哈爾德韋克的部隊、貝莎德少校堡，
以及紅燈區內一個為性工作者而設的支援中心。

Chief of the Staff and Commissioner Bronwyn Buckingham 
visit The Netherlands

Chief of the Staff, Commissioner Lyndon Buckingham, and 
Commissioner Bronwyn Buckingham travelled to The Netherlands 
in January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new territorial commander 
of The Netherlands,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Territory, 
Commissioner Bente Gundersen. The group also visited the corps 
in Harderwijk, the ‘Majoor Bosshardthuis’, and a support centre 
for sex workers in the red-light district. 

大將到訪印度慶祝印度東南部地域金禧紀念
救世軍國際領袖柏培恩大將及柏羅麗莎中將於1月參與了印度東南部地域的金禧慶典。柏大將出席

了該地域首個男士大會，而柏羅麗莎中將則參與了當地婦女自助團體的慶祝活動。柏大將伉儷一同於
地域的青年大會中分享有關自信、委身和勇氣的信息，大會亦包括了文化表演、敬拜和研討會。

International news

國際頭條

General celebrating India South Eastern Territory’s golden jubilee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 General Brian Peddle and Commissioner Rosalie Peddle, of The 

Salvation Army participated in the India South Eastern Territory’s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s 
in January. The General attended the territory’s first men’s congress, while Commissioner 
Rosalie Peddle joined a festival for women’s self-help groups. They both spoke at the territorial 
youth congress, featuring cultural performances, worship, and seminars, about self-confidence, 
commitment, and 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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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家長之間的關係是所有親密關係的

基礎，也是影響兒童發展的其中一個重

要因素。數十年的研究結果顯示，那些能從依

附對象（例如家長）獲得安全感的孩子通常有

較高的解難能力、較強的自信、對事物有較正

面的理解、較勇於探索及有較好的人際關

係。那麼作為家長，可以怎樣與孩子建立親密

的關係呢？ 

熙熙的故事

熙熙是一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稚園生，

雖然他的專注力和社交能力較弱，但認知能力

不俗。曾教導熙熙的老師表示，熙熙能適應

校園生活，他不但能跟從課堂常規，亦能投入

學習活動。可是，疫情緩和復課後，升上了高

班的熙熙竟在學校常常做出讓老師頭痛的行

為。例如：他上課時總坐不定，會伸手玩弄同

學的頭髮、戳同學的手臂、發出怪聲等。熙熙

也會逃避做功課，老師即使軟硬兼施也未見成

效。更讓老師生氣的是，當老師給予熙熙嚴厲

的回饋時，他卻哈哈大笑，並如「香腸」般在

墊子橫躺滾着。

面對熙熙的行為改變，大家本來都摸不着

頭腦，但細問之下，發現原來熙熙的父母剛分

居了。可是，熙熙並不理解為甚麼家中有突如

其來的轉變，只知道身邊的主要照顧者變為嫲

嫲和叔叔二人了。加上熙熙升班後的班主任是

他不認識的老師，使熙熙與身邊重要的成人的

關係都有翻天覆地的改變，讓他感到非常不

安。為了維持與成人的關係，他嘗試透過不同

孩 的互動來與對方的建立關係。那些他的「讓人頭

痛」的行為和「引人注意（attention seeking）」
的行為實為尋求連結（connection-seeking）
的表現，為免失去他們的「愛」。

愛從家開始

當熙熙的爸爸能從這個角度理解熙熙的

行為表現後，便明白到原來熙熙所需要的並不

只是針對他特殊學習需要的訓練。在社工的指

導下，爸爸運用繪本與熙熙解釋父母分居的安

排，重新肯定對他的「愛」不變。爸爸也盡量

每晚與熙熙共度「親子時光」，縱使只有五分

鐘，但也希望讓熙熙感受到他爸爸無條件的

愛，加上學校的配合，熙熙逐漸進步了。

我們相信如果家長能敏感地體察到孩子的

成長需要，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情感需要，並

適時作出適切的回應，就能有效促進親子關

係。例如，當孩子感到安全和踏實，他便會主

動學習了解身邊的事物，家長可跟隨孩子的步

伐，陪伴他探索和學習。相反，當孩子感到不安

時，他可能會大吵大鬧，但他其實需要被保護、

被安慰，甚至需要家長幫助他調整情緒。更重

要的是，如果孩子能常常感覺到被家長喜愛和

接納，他更能建立一份重要的自我價值感。

參考資料：

Powell, B., Cooper, G., Hoffman, K., & Marvin, B. 
(2014). The Circle of Security Intervention: 

Enhancing Attachment in Earl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李子穎，梁翠瑩
教育心理學家
李子穎，梁翠瑩
教育心理學家

服務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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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時甲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家」

是由「宀」及「豕」兩部份組成。「宀」

是房屋的意思；「豕」是豬的意思，古時農村

多飼養豬和牛、提供食物之用，有足夠的養畜

亦代表家中有溫飽、安定、避風擋雨之意。

家庭的重要性

「家」是社會中最小的一個單位，卻是最

重要的。家庭是每一個人出生後第一個接觸的

環境，一個家庭由「人」的結合而成，各人有

不同的身份、崗位及責任，既是兒女亦可以是

父母；既是照顧者亦可是被照顧者，大家關係

密不可分。所以父母或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有

彼此學習的影響，因此家庭教育對孩子重要性

不言而喻！

現今香港的家庭型態既多元化且互動性

強，不論是「獨生子女家庭」、「隔代照顧家

庭」等，對每個人而言家庭有着情感、保護、

教育及社會等的存在價值。它能滿足我們個人

的情感、愛與被愛的需求；能給予生理、心理

及經濟等的保護；亦能讓我們在成長過程中，

與人相處、人際關係互動中，養成各種生活習

慣的地方；甚至能透過家庭，讓孩子能有了解

社會生活的規範及禮節等的機會，待成長後從

社會的認同中獲得身分與地位。故此「家庭」

在我們的成長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地方」。

孩子與家庭的關係、與眾人的角色

孩子的第一位老師是「父母」，孩子在家

庭中各人細心照料下茁壯成長，有賴家庭中各

人的付出與努力。當中包括父母的婚姻狀況、

生活模式及教養方式，深刻影響兒女的人格、

品性、言行舉止、價值觀及人生觀，甚至生理、

心理健康等等。聖經中亦時常提醒我們在家庭

中眾人需有不同的責任：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以弗所書5章22節）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

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以弗所書5
章25節）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以弗所書6章1節）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

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以弗

所書6章4節）

救世軍幼稚園一向重視建立幼兒對個人及

身邊的人、事、物的正向價值觀，孩子從

「家庭」踏入「幼稚園」繼續成長、學習，有

賴家長與學校的合作；故此我們會透個不同的

專題研習、體驗活動及聖經故事分享，讓幼兒

認識「家庭」的重要性，並透過不同的方式回

饋及感謝「家庭」對自己的付出，亦會不時舉

辦親子及家長活動，使家長能持續參與及陪伴

子女，讓幼兒能在「家庭」的支持下繼續茁壯成

長。

校園文化 黎安兒校長
救世軍平田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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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傳情

機構傳訊及籌募部

攝影：葉大衛少校攝影：葉大衛少校

以賽亞書30章23-24節（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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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為未來改變！是時候為未來改變！網上瀏覽 是時候為未來改變！

蝴蝶是非常美麗的昆蟲。昆蟲由頭、胸、腹三個部份組成，頭上長了兩條觸鬚和兩隻大大的複

眼，眼內藏有無數的小眼睛，讓蝴蝶在空中飛行時，可以清楚看見花蕊的位置。當找到合適的花蕊

時，便拍動兩對翅膀，伸出長長的口器，準確地插入花蕊內吸食花蜜。蝴蝶有六隻腳，可以牢牢地抓住花

朵。很多蝴蝶吸花蜜時都是拍著翅膀的，不會靜止下來。

今期首先向J - K i d s介紹蝴蝶中最大的「鳳蝶家族」。鳳蝶在香港很常見，比較集中是在大埔和

元朗，大嶼山也有很多，甚至市區的公園也可以見到牠們飛舞啊！我會在下個月介紹其他的鳳蝶品種。

蝴蝶是非常美麗的昆蟲。昆蟲由頭、胸、腹三個部份組成，頭上長了兩條觸鬚和兩隻大大的複

眼，眼內藏有無數的小眼睛，讓蝴蝶在空中飛行時，可以清楚看見花蕊的位置。當找到合適的花蕊

時，便拍動兩對翅膀，伸出長長的口器，準確地插入花蕊內吸食花蜜。蝴蝶有六隻腳，可以牢牢地抓住花

朵。很多蝴蝶吸花蜜時都是拍着翅膀的，不會靜止下來。

今期首先向J - K i d s介紹蝴蝶中最大的「鳳蝶家族」。鳳蝶在香港很常見，比較集中是在大埔和

元朗，大嶼山也有很多，甚至市區的公園也可以見到牠們飛舞啊！我會在下個月介紹其他的鳳蝶品種。

各位J-Kids好，最近天氣的轉變，時冷時熱，一不小

心，很容易就會病倒。其實我們的生活都一樣，很多時候

遇上不同的轉變，需要我們學習去適應。這就是生存之道

吧。正面去看，這些經歷促進我們成長，變為更好的我。

各位J-Kids好，最近天氣的轉變，時冷時熱，一不小

心，很容易就會病倒。其實我們的生活都一樣，很多時候

遇上不同的轉變，需要我們學習去適應。這就是生存之道

吧。正面去看，這些經歷促進我們成長，變為更好的我。

這是幾乎全身紅色的紅珠鳳蝶這是幾乎全身紅色的紅珠鳳蝶

統帥青鳳蝶統帥青鳳蝶 左邊的雄性大鳳蝶正在地上吸水，

右邊是雌性，又叫美鳳蝶
左邊的雄性大鳳蝶正在地上吸水，

右邊是雌性，又叫美鳳蝶

翅膀美麗的花鳳蝶
翅膀美麗的花鳳蝶

這是最常見的
玉帶鳳蝶

這是最常見的
玉帶鳳蝶

攝影：葉大衛少校攝影：葉大衛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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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的主題是「家庭」，我們特別帶來企鵝一家團聚的圖片。不過需要大家幫幫
手，用盡天父給你的審美恩賜，為這溫馨的場面填上溫情，可以嗎？

最後，也考考大家的智慧，能否為兩張類似的圖片，找出10個不同和數一數有
多少水果？

今期J-Kids是否很有趣呢？

歡迎繼續訂閱救恩報。願神賜福給你。

今期的主題是「家庭」，我們特別帶來企鵝一家團聚的圖片。不過需要大家幫幫
手，用盡天父給你的審美恩賜，為這溫馨的場面填上溫情，可以嗎？

最後，也考考大家的智慧，能否為兩張類似的圖片，找出10個不同和數一數有
多少水果？

今期J-Kids是否很有趣呢？

歡迎繼續訂閱救恩報。願神賜福給你。



是時候為未來改變！是時候為未來改變！

藉着卡通的力量，我想帶

大家去看看時間的盡頭、

世界的終點！

在我右邊的，你們有

福了！你們將會進入

我新的國度。

當耶穌說要愛你
的鄰舍，祂指的
不只是身在你旁
邊的人。

氣候變化讓世界上所有
人的生活都變得更艱
難。對抗氣候變化可以
幫助其他人，正是耶穌
想我們做的事⋯⋯

我們要及早行動，因為時間
過得很快⋯⋯ 喂！
你跑得太快啦！

說我
嗎？

當你幫助有需要的人時，你也是在關顧我。

因為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
我喝。

我作客旅，
你們留我
住。

我赤身露
體，你們
給我穿。

主耶穌，我們
甚麼時候做這
些事呢？

我病了、
在監裏時，
你們看顧
我。

大家可能會好奇，「那時
候地球會是甚麼樣子？」

我暫時未能告訴你，但我
可以帶你看看，耶穌那個
時候會說甚麼⋯⋯祂馬上
要開始講話啦！

馬太福音25：35 -
40

馬太福音25：35 -
40

是時候為未來改變！

翅膀美麗的花鳳蝶
翅膀美麗的花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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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資料

立即為企鵝們一家團聚的溫馨場面填色，再將你的作品寄回《救恩報》編輯部，我們會選出及刊登最優秀的作品，並向填色者送出禮物鼓勵。

填顏色，換禮品！
立即為企鵝們一家團聚的溫馨場面填色，再將你的作品寄回《救恩報》編輯部，我們會選出及刊登最優秀的作品，並向填色者送出禮物鼓勵。

填顏色，換禮品！
你能夠在下

圖中找到1
0個不同之

處嗎？

你能夠在下
圖中找到1

0個不同之
處嗎？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
油塘幼稚園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
油塘幼稚園

參加者姓名：                               就讀班別：              聯絡電話：  

學校／部隊名稱：

參加資格：

只限學前兒童及小學生身份的J-Kids讀者參加。

每人限參加一次。

只接受從印刷版J-Kids剪下的填色圖案。

參加辦法：

完成後，請將本頁連同填妥的個人資料，郵寄往九龍油麻地永星里11號救世

軍總部《救恩報》編輯部收。封面必須註明「J-Kids填顏色，換禮品」。

優秀作品將刊載於2023年5月份J-Kids，並有專人通知領獎方法。

截止日期為2023年4月3日（以郵戳日期為準）。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你的個人資料只作與「J-Kids填顏色，換禮品」直接有關的用途。如有查詢，請致電：2783 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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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顏色，換禮品！填顏色，換禮品！ 找不同找不同
你能夠在下

圖中找到1
0個不同之

處嗎？

你能夠在下
圖中找到1

0個不同之
處嗎？

2

6

6

11

3

3

3

1

圖片來自：Freepik.com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
油塘幼稚園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
油塘幼稚園

農曆年期間本軍屬下各
校都舉行

「中華文化日」，除了
讓同學們從小

學習及了解中華文化，
亦有機會參與

「愛心利是日」將愛心
藉着利是支持

社區關懷服務。

農曆年期間本軍屬下各
校都舉行

「中華文化日」，除了
讓同學們從小

學習及了解中華文化，
亦有機會參與

「愛心利是日」將愛心
藉着利是支持

社區關懷服務。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學校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皇后山學校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救世軍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救世軍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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