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將來，更上高峰     Albert Ng 吳志強 

2012 年 10 月是「家長互助小組」十

週年紀念，回望過去多年來我在小組的參

與，看見神一路的帶領，在此獻上感恩。  

 

首先，教會各牧者傳道對我們的支持，Pastor Irene 對各家長的關

懷，對小孩子的愛護，眾人有目共睹。第二，每星期日的崇拜時間，有

一班弟兄姊妹看顧我們的孩子，讓父母可以放心聽道，這種愛心全是來

自神。第三，小組不斷有新朋友參加，現有的組長已不足以應付，幸好

神有預備，又有更多兄姊一同齊心事奉。 

展望將來，願神給我們更多異象，帶領小組，更上高峰。 

 

 

 

愛，一生學不完         Catherine Lo 盧黃秀芬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更向誰，枕上袖邊難拂拭，任它點點
與斑斑。」（取自《红楼夢》） 

日夜哭泣，夜夜不能寐，驚慌、困惑與恐懼，都靠著主已成過去了。

我把一切重擔都交給了主耶穌。雖然我的兒子患自閉症，只要我們接受

他、愛他、關心他，我們也可以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自從我丈夫上完了「愛，一生學不完」，他回家便對我說：「我們

做男人的，要保護我們的家。」自此以後，我們便相處愉快了。 

我覺得最有效是語言治療，給兒子多多選擇，最令他高興。多多讚

賞他，可以給他自信。遠離污染、幅射，可以活得健康！ 

我常常祈禱：「神啊！求祢賜我愛心、耐

性、饒恕人的心。求祢幫助我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向著標竿直跑！」家人便容易相處了！ 

 



在主裡有盼望        Donald & Florence Wong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

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0-

31） 

自 Justin 被診斷患有自閉症∕廣泛性發展障礙以來，回

首過去 15 年，看到 Justin 日漸成長，實在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想起他成

功學習一些技能就特別甜蜜，例如學會洗碗、懂得騎自行車、彈鋼琴、

或只是與爸媽在電話上交談。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學習剃鬚、被

鄰居目睹他在屋頂把十幾隻生雞蛋逐隻扔掉，只因為他不再喜歡雞蛋。

若屋裡有東西丟失，我們不其然相望並心中有數，知道是 Justin 把它掉

到屋外的回收箱裡。最近發生的是 Justin 不喜歡家裡的體重秤，事緣上

次見醫生時，醫生提醒他注意體重，他便一直介意體重上升。 

我們也為 Justin 一些行為和狀況祈禱，求神使這些事永遠不再發生。

我們祈求 Justin 不要沉迷的行為，卻在他進入成長時期經常出現；我們

希望 Justin 不要做那些事情，他卻至少做一次，就是想看有甚麼事情發

生。不管如何，我們感謝上帝，每一件事都是 Justin 和我們作為父母的

學習機會。毫無疑問，這是像坐長途過山車的旅程。每到高峰，我們感

謝上帝的供應；在每個低谷，我們依靠上帝的指引，藉主的智慧幫助我

們度過。經歷這些高峰和低谷，上帝令我們學習謙卑，並教導我們讓祂

做生命的主人，引領我們生命之路。這些高峰低谷鍛練我們的信心，在

信仰上變得更加堅定，並且清楚知道上帝賜給我們有特別需要兒子這份

禮物的目的。 

Justin 今年 17 歲，要離開學校了，在我們為他生命中這個階段作準

備時，我們緊握主的承諾，相信祂會給我們有充

分的恩典，讓我們共同抵禦新風暴，也期待主愛

常存我們中間。我們或許不知道未來 17 年將會怎

樣，但確信主將與我們同在，在這人生旅途上幫

助我們。 

刘宗民 (Ezekiel Liu) 讓我看到使命人生  Fiona Goy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我面對人生交叉

點：是否繼續留在科技界的職場，抑或辭掉工作照顧

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呢？ 

那時宗民只有三歲，已有明顯的自閉症特徵。他能說話，但很多時

候只是重複從光碟或玩具中聽到的話。那時我在一家位列 500 強加拿大

公司內任職傳訊經理。這是一個清楚不過的問題：我要幫行政總裁溝

通，還是幫助自己的兒子溝通呢？ 

我祈禱得到神的肯定，還獲得丈夫的支持，我決定投身新的「職

場」。丈夫一直是神給我的祝福，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儘管他成為

家庭惟一經濟支柱，他不單支持我的決定，還承擔父母養育責任；因此

我不會因為「治療師媽媽」的新工作而身心靈疲憊。 

我不但每星期 7 天 24 小時工作，還必須在日間保持警覺，因為宗民

有異食症（他會吃不可入口的東西）；而且他很會跑，當我們外出時，

他常常會走開。晚上我也要隨時候命，因為他每晚醒三或四次，有時醒

來在床上一至兩小時。這份新工作壓力很大，不像以前的職業，即使我

很努力並絞盡腦汁解決問題，甚至有時超越我能力以外，卻仍然不能保

證會成功。 

我們祈求神的恩典，讓我有耐性和智慧幫助兒子成長。神對我們滿

有恩惠，在過程中我們經歷成功的喜樂：當宗民不再把我推出他的世界、

當他為了引起我的注意來抱我、當我們一起唱歌；但是也有黑暗的日子。

隨著宗民長大，我觀察到他的發展與一般孩童仍有很大差距時，我感到

很沮喪。神帶領我度過那些日子，我花時間試圖吸引他的注意力，試著

要他跟我說話，嘗試阻止他做有問題的行為，卻又看到新的麻煩出現。 

我記得曾與神對談，問祂為甚麼我們要在長長的候補名單上？為甚

麼我們的生活有這麼多挑戰？我雖然信主多年，信心也算堅固；但是有

時仍然非常沮喪。我祈求恩典過每一天，收聽基督教廣播得到激勵，參

加星期日崇拜有屬靈餵養，並把我的重擔交給神。在我的旅程中，神忠

於祂的應許。我怎麼知道祂是信實主呢？祂差派朋友支持我，低聲的肯



定使我振作起來。有一天，神提醒我一個簡單的真理：當人們遇到麻煩

時，他們的自然反應是祈求神把煩惱挪走。既然沒法挪走煩惱，我倒不

如祈求有力量去忍受和克服煩惱，我後來才明白以賽亞書 40 章 31 節：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我盡力而為，信靠神做餘下的事。我從工作坊上找到應對策略，透

過互聯網搜尋資料，並向其他人請教。我在許多不同範疇中幫助兒子：

生活技能、語言、物理治療、感官協調、行為管理和社交技巧。我學習

如何像治療師般教導兒子，使他學得更好。我學會如何駕馭林林種種的

服務和療法，學會如何為兒子爭取他應得的所需服務。儘管我做了很多，

我不得不經常提醒自己，宗民的進步全是神的恩典，並不是我努力的直

接成果。我知道其他父母和我一樣做得那麼多，有些甚至做得更多，但

是他們看不到像宗民的進步。這全是神的恩典。 

往後的日子，我的「使命人生」變得清晰：盡力撫養患有自閉症的

兒子，並祝福其他有類似情況的人。神讓我進入自閉症患者的世界，好

叫我可以幫助其他人，不但與他們分享我學會的策略和知識，更重要與

他們分享神的大愛與平安。因為神愛他們和他們有特別需要的孩子，祂

深愛我們所有人，甚至差耶穌為我們死，使我們得以與祂建立關係。 

透過這個關係，我經歷祂超越一切的平安，儘管我活在令人發瘋的

自閉症的環境裏，雖然生命中仍有許多事務，但是每當神差來某人/某

個家庭時，我都樂意效勞，他們可以汲取我的經驗或者我可以為他們發

聲。當我透過幫助其他家庭彰顯神的愛時，我感到最快樂。 

當我們有了孩子時，我們把他們奉

獻給神，祈禱他們長大後成為神的僕

人，為主作工，並透過他們所做的一切

榮耀祂。就宗民而言，我禱告有一天他

能夠在社區與朋友分享他的信仰。我還

知道如果神能讓鳥兒歌唱，祂也能讓宗

民告訴別人，祂是何等奇妙的神，以及

祂如何祝福宗民和我們的家庭。 

 

雲彩般的天使     Joshua Ng 伍弘傑 

你好，我名叫 Joshua Ng，這篇文章是有關我在教會充滿樂趣的 11

年的見証。為甚麼我會在這所接近四千會眾的教會呢？ 

自 2001 年起，當我還是嬰孩時，父母把我帶到這教會。我是一個

資優及有特別需要的孩子，我為着在這教會的 11 年感謝神，亦感激這

些年來幫助過我的所有老師及關顧員，他們有些在每個星期日幫助我，

有些在挪亞團契幫助我；你們勉勵我在主裡成長。小學六年級那年特別

感謝神，不論是主日學、兒童崇拜

或兒童團契，神都給我預備了如雲

彩般的天使。 

讓 我 在 這 裡 多 謝 Auntie 

Wendy 、 Auntie Rebecca 、 Auntie 

Daisy、Ms. Dora 及 Auntie Connie，她們都於早年支持我，也多謝 Pastor 

Karen 讓我在五、六年級的兒童崇拜中，用我彈鋼琴的恩賜服事神。 

從 Sr. Sparrows 的特別需要樂隊中，我多謝 Auntie Nancy、Pastor 

Irene 及 Uncle Donald 的帶領。雖然樂隊中其他「孩子」較我年長，他

們多是青少年及成年人，但我享受與有特別需要的朋友作伴。 

去年冬天，樂隊第一次表演，我們十分努力，每一個星期日下午兩

點都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練習的機會。我們喜愛談天説地，因為除了樂

器外，朋友就是一切。還有兩個月就是聖誕節，特別需要事工的聖誕慶

祝會舉行在即，我希望今年有最美好的表演。 

每個人都不同，他們的特別需要也不同，沒有一個人是一樣的，即

使雙生兒也不會一樣。最近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例如

我有很好的踏單車技巧，但有些人就不懂；有些朋友善於溜冰，但我就

不會了，因為看似很危險。我也學會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只有神才是

最完美。透過我犯過無數次的錯誤，我知道神是親切及寬恕的神。基於

這些明白，我學習任何時間都相信神，祂會領我遠離引誘。好像有一次，

我很想買一輛玩具車，但是太昂貴了，最終我沒有買，所以沒有浪費金

錢。 

我也感激父母，他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們幫助扶持我，帶我周圍旅遊，也透過很多課

外活動栽培我。最重要是他們帶領我到神面前，

他們與我一起禱告、一起靈修。因為我有特別需

要，他們成為不一樣的父母，我愛他們。 



我漸漸成長，成為青少年，我祝願每一個人幸福。在我的成長階段，

有時覺得很難維持自制能力，希望將來在不同情況下，你們能幫助我，

因為我需要鼓勵。 

 

 

主奇妙的愛       Kitty Leung  

望着月曆，才察覺今年 12 月是我們第五年參加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的聖誕聚餐，不經不覺Cougar 和我已經在城北教會五年了，真難以相信

Cougar 已經 9 歲及升讀五年級了。 

當我從香港回流多倫多、經歷離婚、

知道 Cougar 被診斷有自閉症時，我感到極

度抑鬱和孤單。我雖然曾經在多倫多居住

超過 15 年，但是回流後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當我們抵達多倫多時，情況極其困難，我

很難為 Cougar 找到一所適合他的學校，也

沒有托兒所願意收留他。他十分不開心，

我也面對重重困難，不能帶他到公眾場所，因為他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

行為。我害怕帶他上街，每天都和他留在家裡。我漸漸變得抑鬱，把自

己鎖在家裡，不願意與任何人溝通。沒有家人支持，身邊也沒有朋友，

我發覺為自己築起了一道圍牆，而且走不出來。 

直至我收到一個來電，邀請我參加特別家長小組「協智會」。自此

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那裡有一些與我相類似經歷的父母。我從一位家

長口中得知有人住我家附近，可以接送我到教會。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一間教會可以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孩子，現在還有弟兄姊妹接送去城北教

會，真的感恩。 

如今我找到一個地方，既可以讓我有安靜時間敬拜神，又知道

Cougar 既安全又有人悉心照顧。我知道我不再孤單，神已為我計劃這一

切，我只需要憑信心跟隨祂的帶領。靠着神的恩典，我見到 Cougar 有顯

著進步。我很想藉着這個機會，多謝所有在過去和現在照顧 Cougar 的弟

兄姊妹，為你們對他付出的愛和忍耐感恩。現在我是較前開心和堅強的

母親，不再需要為任何事憂慮，因為我知道神對這一切已有答案。我從

經驗中學習，也與其他有特別需要子女的家長分享有關知識，希望我們

可以互相幫忙。 

 

 

 

態度上的改變      Linda Chan 陳美娥 

看見女兒在教會主日學成長的照片，內心感謝主一直保守我的家庭。 

 

      

 

我於 2006 年 Louise Program 中決志，並於 2012 年感恩節中接受浸

禮，在這六年間，我曾經不斷懷疑神的恩典何在。女兒情緒波動，往往

透過自毀或攻擊人的行為來表達，我與丈夫因為處理女兒的事情上日益

矛盾，也影響夫妻的感情；其實當中一切都是神給予的功課。 



怎樣才能維持一個和諧的家庭？就是繫

於神的愛、不斷的禱告、堅持參加主日崇

拜。神的話語啟示我，令我有所改變，因

著我的態度改變，我與丈夫更能齊心照顧

女兒。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學校的老師、

主 日 學 的 關 顧 員 、 Pastor Irene 、 女 兒 的

therapists，都是天父派來的小天使支持我們。

丈夫參加了教會「男人的天空」三個課程，人也有改變。我相信一切都

是神的作為，令我的家庭充滿和諧和喜樂。 

過往幾年我寫了兩篇見證，今次的感受最深，除了我的受浸，也是

特別需要事工的 11 週年，大家一起成長，每天感恩，

教牧同工與每位關顧員的全情投入，幫助了很多有需

要的家庭，回想六年前神引領我，給我信心與勇氣，

堅持以“十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態度照顧女兒，由

第一次參加教會直至今天，我能信靠神、心中無懼，

願將一切榮耀歸於神！ 

 

 

被神所用          Margaret & Hong Keung Chow 

在兒童成長中，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需要，而每個兒童的成長都不

一樣，有特別需要的兒童亦不例外。回想 2005 年女兒 12 歲還在小學時，

她的學習、溝通及獨立能力，還未有特別改善或進步；現在她快中學畢

業了，在這段期間，她真正成長了。（父母亦感覺她真的長大了！） 

在 2006 年，我因為要做手術，憂慮怎樣安排從手術至康復期間的

家庭運作。我們經過商量及禱告後，便開始教導女兒學習洗衣和清潔工

作，如何運用洗衣機和吸塵機。經過學習及訓練後，尚算稱職。 

當女兒參加 Community Living York South 的夏天活動時（上午九時至

下午三時），交通方面又要特別安排，幸好得到姊妹的幫助，每天送女

兒回家；她便學習用鎖匙開門入屋及獨立在家。直到 4 時 30 分後，我

與兒子才回家。這些學習和訓練令兒女們都覺得只有他們兩個人（17 和

12 歲）在家都不害怕，如有問題或需要都可以打電話給父母，藉此姊弟

倆亦可發揮互助能力。 

June 在 17 歲時得到學校安排，可參與 Credit class（special program for 

special student）學習，我們才真正感覺到她讀中學了，她能夠與一般學

生們一同學習。雖然校方提議給她安排出外工作 1 至 2 小時（如到 Tim 

Horton's），但是我們認為她既有能力和機會讀書，便學習這些基本知

識，先充實自己，可能有一天能把這些知識運用出來。 

她參加了 Nexis 團契，認識了很多組員，每

當唱詩時她都十分雀躍及興奮，她會告訴我團

契唱了甚麼歌，很好聽....等。我們每天晚餐都

有家庭禱告，她大聲說：「請幫助爸爸平安回

家，請保守祖母身體健康，幫助我努力學習.....，

阿們！」我們立即讚賞她的禱告進步了。我們

很高興，因她懂得向神禱告，求神幫助及帶領。她的成長期當然有困難、

有失望，但是我們一家都向神祈禱，求祂保守和帶領，正如腓立比書 4

章 6-7 節：「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神掌管一切，我們不曉得祂的計劃及時間，但祂的安排是最

好。 

2011 年暑假時，我因雙手有毛病不能工作，June 替我處理家務及燒

飯等，若不是神的巧妙安排及帶領，怎能看見她的成長呢！現在求神帶

領 June 明年中學畢業，為她開路，帶領這群兒童成長並步入社會，保守

他們未來的道路。有特別需要兒童的父母，

特別需要神所賜的智慧、耐心和愛心，都是

超乎人所想像，讓我們有足夠能力、智慧去

照顧及教導我們的兒女，只要有信心、有盼

望，藉禱告的幫助，我們的兒女一定會被神

所用！ 

 

 



最珍贵礼物           Maureen Zhang 张穆 

我能够认识主并信靠主，是从我的第二个孩子开

始。在认识主之前，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唯物主义和

无神论，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我以前一切都很顺

利，保送上了重点大学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在国内时，

在知名外企工作有很高的收入。移民到加拿大，很快

找到了对口专业工作，并且很快有了聪明可爱的大儿子。几年后，又有

了第二个儿子。我忙碌于工作和享受，从来没想过去接触基督教和教会。

即使有人跟我传教，我也很反感。 

然而，就在四年前，我的二儿子刚满两岁时，医生诊断出他是特殊

需要儿童。当时我很震惊，而且几乎绝望，质问上天为何如此不公。我

努力让自己尽快地平静下来，开始倾尽全身心的力量寻求治疗方案和帮

助。在 Early Year Centre，我认识了一个讲国语的工作人员。她是一名基

督徒并且建议我去教会。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认识主，认识教会。我清

楚的记得，我第一次去教会那天，孩子主日学的主题是，God made 

everyone special。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 

接触教会以后，我发现基督教的真实景象与从小接受教育中所描绘

的完全不同。以前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多是从片面的表象出发，再强加一

些主观臆测而来的错误认识。在逐

渐认识基督教的过程中，每一次来

教堂聆听牧师讲道或者参加小组聚

会的讨论，都有新的发现和深入内

心的感动。耶稣说：「要尽心、尽

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慢慢

地自我反省，渐渐地对原来的理想

不再那样执着，不再急切盼望着何时能够拥有豪车豪宅，何时能在人面

前风光体面，不怒自威。我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照看自己的灵魂，

更多流连于精神世界，思考永恒的生命是甚么，生命的最真实的东西是

甚么。渐渐地，明白了被欲望和需求驱动的生命是罪过无知的，是走向

死亡的道路。 

耶稣说，要爱人如己。生命在爱

中获得永恒，在这一刻，我不得不提

Pastor Irene 負責的特殊需要家庭团体，

在这个团体中，我不仅得到了很多帮

助，许多兄弟姊妹的生命与生活，本

身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他们

当中有些孩子的情况比我的孩子还要

严重，但他们依然是那样喜乐平安，全都因为他们信靠主。他们不单给

我信心和力量，也促使我体会神在我生活中和灵魂中的位置。 

中国有句古语说：「听天命，尽人事。」孩子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

最珍贵礼物，我应该很好的承接；上帝自有安排。我和儿子能够成就甚

么样的事业是一回事，而我们的生命能够体现神多大的光辉和荣耀则是

另一回事。上帝赐予我们生命，不是要我们在临终时清点自己世俗中的

资产，而是要我们服务神荣耀祂。在认识主、信靠主以后，我精神上有

了归宿和依托，愈来愈坚定地意识到我能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改善儿子的心理发展状况，其他一切都交託在神的手中。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不能确定上帝所赐予的礼物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生活拖累；但是

我坚信我的努力将会为永恒的生命增加光彩。我最感幸运的是通过上帝

这个安排，我得以认识神，亲近神，走向永生。感谢神的引领，感谢我

的家人，感谢教会牧师和兄弟姊妹的指引帮助和关怀。願一切荣耀归于

神！ 

 

 

帶領我向前行             Peggy Kam 甘伍麗兒 

當兒子 Milton 三歲的時候，我們一家到城北華基

教會參加崇拜。他難以投入兒童主日學，不肯安定坐

下來，沒有專心聆聽老師的教導，而且避免人對人的

眼神接觸。我知道這事後，便帶他去看兒科醫生。初

時醫生還沒有察覺他有甚麼毛病，因為他懂得講說話，

以為他可能只是頑皮。直至他六歲時，經過長時間一

輪等候，終於排期見到專科醫生，做了測試，才確實他患了自閉症。 



最初在兒童主日學，教會安排了

弟兄姊妹單對單來照顧他。後來 Pastor 

Irene 設立一個課室給一班有特別需要

的孩子一起敬拜神。這樣我就可以安

心享受主日崇拜，不用掛慮他的安全。

他還和其他孩子一起學讀聖經、唱詩

和做手工，讓他能夠享受敬拜和親近

神。 

在學校，他入讀特殊班，老師教導他煮食，到圖書館幫手、派報紙、

洗衣服及環保等清潔工作。他很喜歡學

中文，老師很有耐心教導他，對他講聖

經故事，教他讀聖經和聖經故事；他還

喜歡做手工和繪畫圖畫，我很感謝神預

備了兩位愛主的基督徒老師。 

在這 11 年裏，特殊需要支持小組的

弟兄姊妹都能互相支援和代禱，我和家

人都很感恩。我相信神會保守帶領我向

前行。我很感謝 Pastor Irene 和一班服侍的

弟兄姊妹。願神祝福他們！ 

 

 

 

我們的心靈定位        Poppy Lumanau 

「難道我們又開始推薦自己嗎？難道我們像某些人那樣，要向你們

呈交推薦信，或者要向你們要推薦信嗎？你們自己就是我們的推薦信，

寫在我們心裡，是眾人所知道所誦讀的。你們顯明自己是基督的書信，

是藉着我們寫成的；不是用墨寫的，而是用永活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

石版上，而是寫在心版上。我們藉着基督才在神面前有這樣的信心，這

不是說我們能夠倚靠自己，以為有些甚麼是出於自己的，我們的能力原

是出於神。他使我們有能力作新約的僕役。這新約不是文字上的約，而

是聖靈的約；因為文字使人死，聖靈使人活。……至於我們大家，臉上

的帕子既然已經揭開，像對着鏡子看見主的榮光，就變成與主一樣的形

像，榮上加榮，如同從主而來的，主就是那靈。」（林後 3:1-6,18）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作為有特別需要孩童的父母，

縱然有超凡的能力，在神面前謙卑服侍很重要；相比

我們的教育背景、育兒知識或人生經驗，這都顯得更

重要。神會使我們的不足變得完美，不過在心態上那

是個人的選擇。當我們謙虛回應神，祂會讓我們在所

處的境況中使用我們。 

我們倚靠神並讓基督住在裡面便得著滿足，祂以靈裡的安靜滿足，

代替我們的不安和驕傲。缺欠常令人感到不自在、痛苦、尷尬；有時甚

至會有無力感或失敗諸如此類的感受。但是我們的不足卻隱藏著祝福： 

1. 它驅使我們向神跪下禱告。 

2. 它減輕我們靠自己的負擔。 

3. 它激勵我們倚靠聖靈。 

4. 它讓神得到榮耀，祂在微小的事上做偉大的工作。 

5. 它讓神使用我們，在祂裡面發揮最大的潛能。 

6. 它使我們在靈裡得著滿足和心靈的平靜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

是神。」（詩篇 46:10） 

上帝憎恨驕傲和自負，我們最差勁的事，就是認為靠自己的能力可

以做所有事。當我們開始在何事上靠自己拼搏，在主裡的滿足喜樂就會

消失。當我們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對主說：「主啊，我把這放下並全然交

給祢，求祢來處理。」我們就無需要再拼力糾纏，可以擁有平安、喜樂、

滿足；這確實是在基督耶穌裡的得勝和自由。 

 

 

 

 

 



我看到神的榮耀       Ben Liang 梁經緯 

「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我晝夜在你面前呼

籲。願我的禱告達到你的面前，求你側耳聽我

的呼求。因為我心裏滿了患難，我的性命臨近

陰間。」（詩篇 88:1-3） 

2012 年 7 月 16 日下午 4 時 30 分 

當家庭醫生告訴我例行身體檢查時，在

腹腔內的小腸、肝臟和淋巴三處發現腫瘤，並且腫瘤內發現有血管，要

轉介到專科醫生再作跟進時，我的思緒霎時間彷彿墜入萬丈深淵中。當

醫生再和我分析腫瘤的屬性時 ...「這不可能是真的！這不可能是真的...」

的聲音不斷在我腦中呼喊著，整個人猶如被凍結，不能作出任何反應。

看著醫生的嘴不停說話，我卻一句也不記得。 

駕車回家路上，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想起家中太太和 9 歲患有

自閉症的小孩，霎時間悲從中來，兩行淚水如泉水湧般不斷從面頰滑落，

心中默默祈禱：「主啊！求你顧念婦人雙肩的重擔..」回到家中，為了

不想加增太太的負擔，趕緊將那股悲情隱藏起來，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

樣子。但見到太太憂愁的面容時，那兩行不爭氣的眼淚幾乎要缺堤而出。 

次日早晨，被一陣陣抽咽聲驚醒，看到太太哭到通紅的雙眼。本想

伸手去安慰她，但想到自己的病，心中一陣悲淒，原本伸出的手又縮了

回來。她哭著問我：「怎麼辦？你走了，我一個人如何帶 Jeffrey？...」

我未經思考就說：「....應該是時候去律師樓做一份遺囑了...」想不到此

話一出，她哭的更變本加厲。 

我帶著失落不解的心情開始一天的工作。雖然每天在工作上要面對

的人和事物都差不多，但是無論心情，或眼所見、耳所聞都完全被癌症

死亡的陰影壓抑籠罩著，即使要笑臉迎人，內心仍是一樣苦澀不堪。忙

碌的工作絲毫無法沖淡這種感覺。 

晚飯後回到自己房間坐在書桌前，無意間打開那本已塵封一段時間

的中英文聖經，裡面夾了一張不知何時的城北華基教會主日周刊，在牧

師講道大綱內，刊登了約翰福音 10 章 29 節：「我父把羊賜給我，祂比

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感謝愛我們的天父！這

段經文如同在黑暗中的一點燭光，照亮我那枯乾死寂的靈。「是的！我

還有一位慈愛、有大能力的天父看顧著我，我何需獨自面對這病！」於

是我就在當晚向神禱告，將這病交在祂的手中，求神醫治。我大膽向神

求，願神讓這病成為一個榮耀見證，尤其幫助太太那些未信主的家人。

同時也為太太祈求，求神抹乾她的眼淚，減去她雙肩的重擔。我也在神

面前重新立定心志，繼續讀經靈修生活。 

在剛開始讀經靈修的幾天中，內心常有自責和懷疑的聲音：我是臨

時抱佛腳，不知是否會得到神的醫治呢？聖靈帶領我讀過列王記上下，

歷代志上下的經文後，祂讓我看到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守約施慈愛的神，

正如所羅門王獻聖殿的禱告（歷代志下 6:36-39），人有犯罪悖逆的天性，

但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人認罪回轉歸向神，神必赦免我們的過犯，賜下

祂的救恩。神的話語不單解決我心中的疑慮，更讓我重新認識神是耶和

華羅以（神是我的牧者），耶和華沙隆（神是我的平安），耶和華羅菲

（神是我的醫治），耶和華以便以謝（神是我永遠的幫助）。 

 

「 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

我，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神呼求。

祂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在祂面前的呼求入

了祂的耳。」（詩篇 18:5-6） 

 

2012 年 7 月 30 號上午 8 時 30 分 

這日我去 Sunnybrook Odette 癌症中心見腫瘤專科醫生，太太陪我一

同前往。當汽車駛近醫院，看到“ CANCER CENTER ”（癌症中心）兩

個大字，一陣傷感又湧上心頭，心想：「我還這麼年輕，就要來這地方

報到了？」進入醫院見到人頭擁擁，整個候診室都坐滿人。每個人都焦

急地等待著，我看見部分病者可能已經接受化療，頭髮稀疏，兩眼無神，

有些人甚至露出痛苦的表情。「不久以後我就是這個模樣了！...」死亡

的陰霾再次遮蔽我的心靈。我趕緊低頭向神禱告，求神救我脫離陰間死

亡的毒鉤，並用手機上的聖經功能，開始當日的讀經。當我讀到：「耶

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祂是

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詩篇 18 篇）來自神的安慰與力量

便驅散那股死亡的陰霾，讓我心情平穩下來。 

「在小腸內發現 3-4 顆腫瘤，依我們專業經驗來看，應該是神經內

分泌腫瘤，而且已經擴散至肝和淋巴部位。」醫生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告

知我的病情。為了更精確掌握病情發展，醫生為我準備了一連串的檢驗，

其中包括肝臟切片檢查、掃描和磁力共振等。太太進了診療室後就一直

愁眉不展，聽完醫生的報告後，眼角已泛著淚光；我的心情卻是異常平

靜，完全沒有在家庭醫生那裡的驚恐與懼怕。我深深相信，既然我已將

這重擔交在神手中，就應信靠祂並享受安息。祂大能的手必會幫助我。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間必因你歡

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西番雅書 3:17） 

經過專科醫生證實我的病情後，我和太太決定將患癌的消息告知教

會牧者，請他們為我代禱。於是在 8 月 5 日主日崇拜後，請陳琛儀牧師

為我們代禱。牧師了解我的病情後，立即為我禱告，求神醫治。Pastor 

Irene、Pastor Gloria 和弟兄姊妹也相繼致電安慰我和太太，並為我們禱告。

特別需要團契和小組的弟兄姊妹亦到家中為我們加油打氣，在聚會時多

次為我們代禱。Kitty 姐妹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後，帶著行動不便的兒子不

辭勞苦地開車到我們家，送上抗癌食材和食療書集。除了本地的教會外，

我弟妹也從洛杉磯來探望，同時帶來他們教會（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教牧同工和會眾的關心和代禱；尤其令我和太太感動，就是很多弟兄姐

妹還是素未謀面。教會肢體源源不絕在有形和無形的關懷幫助，不但為

我們夫婦在抗癌戰役提供莫大幫助，神的安慰與慈愛更藉著他們的手展

現。祂讓我們看見在抗癌中並不是孤立無援，由始至終神會和我們一起

並肩作戰。 

期間有幾個檢查真令我寢食難安，我不斷地向神

禱告，求祂減輕手術的痛苦。當日躺在手術床那刻，

心中雖有就要上刑場的恐懼，但是想到神的話語和自

己的交託，驚恐的心逐漸平復；更感謝神憐憫垂聽眾

人的禱告。我在幾乎感覺不到任何疼痛情況下，順利

完成肝臟細胞切片（liver biopsy）檢查。 

這場抗癌戰役的確不單是肉體上與疾病抗爭，更是屬靈的戰爭。自

從我患病後藉禱告交在天父手中，讀經靈修時，神不斷透過聖經的話語

向我顯明，從亙古至今，祂是那位大能的拯救者和醫治者：「...因為我

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埃及記 15:2，26 節）；約伯記 7 章 9 節，詩篇

44 篇 3 節，詩篇 91 篇 3-7 節，103 篇 2-3 節；約翰福音 16 章 33 節等等，

讓我掙脫死亡的陰霾，由恐懼擔憂轉為

信靠順服。 

除了拯救，聖靈也藉著聖經話語光

照我，讓我看到生活中仍有不潔的罪尚

未處理，好像列王記中所記述的丘壇，

神是不會遺忘的；祂讓我看到罪的嚴重

性（詩篇 38 篇 3-4 節），並如何在 神面前求赦免（詩篇 25 篇 6-7 節，

詩篇 32 篇 5 節，51 篇 1，2，7，10 節..等等）。 

然而最重要是，祂不僅是公義審判的神，更是慈愛憐憫的主（約伯

記 5 章 17-18 節，詩篇 30 篇 5 節）。每當我意志消沉，為自己的病重覆

祈求時，祂給我看到耶穌和拉撒路的故事，並用簡單一節經文（約翰福

音 11 章 40 節）的“榮耀”二字提醒我；因我曾向神許願，求主讓這病

成為能榮耀神的見證。這段經文如同一支強心劑，讓我立時恢復對神的

信心。「耶和華的右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死、仍

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詩篇 118:17） 

2012 年 10 月 3 日早上 8 時 30 分 

經歷兩個月各樣檢查和焦急等待後，

我再次見主診醫生，回來後我寫了一封

信給教會弟兄姐妹，全文如下： 

我看到神的榮耀：「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約

翰福音 11 章 40 節） 

感謝神！由於您們及教會牧者和眾弟兄姐妹不停的為我的身體代禱，

於昨日看醫生時，看到神的保守和醫治。醫生表示，過去對肝部所懷疑

擴散的腫瘤，已證實為陰性反應（無癌症跡象），對小腸及淋巴部分，

雖然經過一連串檢驗，仍未 100%證實是癌症。下一部計劃是做腸道及



內臟窺鏡檢查（10 月 24 日），再做手術切除（約 11 月底）。切除部分

將進行檢驗分析，如證實是癌，將用藥物繼續治療。對我和 Selena 而言，

彷彿在過去數周的陰霾籠罩底下，看到一絲曙光。真是萬分感謝大家的

代禱，但前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是要煩請大家為我代禱。願神保守

祝福大家。 

後記：雖然我還未完全康復，但在神的大能帶領下，已經贏得第一

場勝仗。前面還有很長的醫治道路，很多未明的情況和挑戰，但我堅信

神的恩典夠用，祂必與我同行。願神幫助我能夠寫出更美好、更能祝福

人心的見證榮耀祂的名。 

願榮耀歸於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詞向祂歡呼。」（詩篇

95:1） 

 

 

 

 

 

 

 

聖靈果子     Angela Ann Kok 余藹欣 

我很感恩 2005 年被介紹到特別

需要事工，那一年我的家開始有所

轉變。 

家裡有特別需要孩子的家庭是我

們的祝福，我們的生活透過與有特

殊需要孩子融合一起，我和丈夫、

年幼的孩子逐漸更多明白神的話。

目睹這些孩子在生活中的掙扎，在

困難情形淚流滿臉時，我們更明白聖經說“聖靈果子”的真實意義。 

我很感恩是城北華基教會的一份子，會眾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

是我們在主裡有相同的愛。城北華基教會像一個小社區，會眾彼此關顧。

天父賜福我們的家，並學習在這個基督徒團體中實踐祂的道。 

我很感恩有機會成為 Sparrows 特別需要主日學和普通班的關顧團隊

成員。主日學不單教導聖經知識，我們也藉此在這些群體中有靈命成長。

作為關顧者，我逐漸了解明白並且喜歡那些被分派給我有特別需要的孩

童。透過實踐主的道，我多麼盼望自己和其他孩子、父母、老師都成為

朋友，彼此體諒和有單純的愛。只有通過實踐，我們才能認識神在這個

基督徒社區的能力，我們彼此相愛和服侍，因基督徒是神家裡的一份子。 

 

 

 

 

 

 

 

 



十分感恩           Cindy Chor 左劉樂怡

         

十年了，正如電視劇名句「人生有幾多個十

年？」對我而言，這是經歷神奇妙應許的十年。 

十年前，我們沒有人對照顧教會內有特殊需要

人士的認識，也沒有接受過任何有關訓練，更談不

上任何經驗。我們只是求問神，對這些家庭可以做

些甚麼，讓他們一樣領受主在我們身上施行的大愛，

使他們的絕望變為希望，痛苦成為讚美，詛咒化為

感恩，歎息化作鼓勵。「主啊！我們願意嘗試，求

主加添我們的力量。」這就成了我們的禱文。 

在教會各教牧長執、Pastor Irene 努力鼓勵和多方支持下，家長互助

小組成立了！我們藉著查經、禱告、見証、講座、訓練、彼此扶持，互

相勉勵，同笑同哭，齊步學習，漸漸穩步向前，更吸引了其他有共同困

難和需要的家庭加入；有信主的，也有未信主的。路途雖然並非一帆風

順，但是眼淚中有主的安慰，歡笑中有祂的恩典。 

匆匆十易寒暑，小朋友已經成了青少年，在每年聖誕聚會中，他們參與唱

歌或奏樂表演項目的背後，都有各位組員、家長不少心血與汗水、艱辛和努

力，這些奇蹟都顯明神的應許沒有落空，祂與我們同行，度過每寸悲喜時刻，

更藉著使徒保羅對我們說：「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
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
福。』」(使徒行傳 20 章 35 節) 
 

 

 

 

 

 

 

 

凡事謝恩                Cecilia Wai 區衛美思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 章 18 節） 

這段陳琛儀牧師在講道中提及的金句，正

好反映過去幾個月我在特別兒童事工中所學到

的功課。 

我們常常以為得來的東西是必然的，例如，健康、家庭、工作和朋

友。我們認為這些東西都是理應得到，而往往忘記向神感恩。當事件發

生不如我們期望時，我們只會埋怨；當這些東西被拿走，我們更會加倍

地埋怨。但是當我在 2012 年開始參與事奉時，我就不停地有所提醒，

其實我是多麼的幸福。神正藉此向我表明祂是永有憐憫的神，縱然我不

是常常有足夠的信心，雖然有時參與的兒童多於我們所能應付，但是特

別需要事工一直都得到看顧。 

此外，我亦驚訝家長們對小孩的愛，他們要面對種種障礙，卻仍委

身地照顧小孩。這正好提醒我神如何愛祂的兒女，甚至犠牲祂的獨身愛

子，為要使我們得到救贖。通過這個事奉，我非常感恩能學到這麼多。 

有一位姊妹知道我在特別需要兒童事奉時，就對我說：「你真是有

愛心啦！」這實在令我有點驚奇。我只知道神的旨意要我在這個岡位上

事奉祂，我其實也不太肯定自己是否有關顧小孩的恩賜。 

無論如何，我祈望有一天能夠有更多人看到這些小孩可愛之處。不

論面對任何挑戰，這些小孩在很多方面都與其他小孩一樣，他們喜歡和

朋友們玩耍，有好奇心和探索新事物，當完成工作得到讚賞時，他們會

高興得臉兒都光亮起來。但是有一點不同，這些小孩的世界比我們更純

真。他們不會比較身上所穿的衣飾或學校的成績，他們只需要愛和關注。

許多時候，小孩和關顧者就在我眼前建立了友情和信任。這是為甚麼當

我照顧這些特別小孩時，都會獲得心寧上的平靜安穩。 

最後，我要多謝張靄玲牧師給我的鼓勵，特別在我信心不足時。保

羅團契亦在事工上獻上許多，令事工更加成功，他們回應神的呼召，樂

意於百忙中抽空幫忙看顧小孩。但願通過這個特別需要事工，神的名更

得稱頌。 



有意義的工作      Joseph Li 李達强 

不經不覺已在特別需要事工事奉

多年，正因為這是有意義的工作，也

是對社會的一種關心，所以我決定留

下。在當中，我了解到他們作為父母

的困難和掙扎，也學習到團隊精神及

彼此配搭。我看到孩子們逐漸改變和

成長，也是很有滿足感。 

 

 

看見神的愛           Lucy Lin 林綺  

神的愛讓我蒙恩得救，祂的愛把我帶到城北華基教會特別需要事工

的大家庭中。與其說這些年有機會服侍一群獨特的孩子，不如說神藉這

機會讓我學習愛的功課，並見證祂的愛如何展現在這

個獨特的群體中。主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

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

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 11:28-30） 

這是我走進教會的一個原因。從此以後，主耶穌就成為我生命中為

我背負重擔、每日與我同行的恩主。我也希望家有特別需要子女的家庭

也能得到同樣的福氣。不難想像，有特別需要孩子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

往往要比一般家庭承受更大的壓力，雖然每個人能做的事有限，但是如

果透過我們的擺上，讓這些家長從一周七天、24 小時中抽出時間來教會，

並認識主耶穌和學習神的話語，這便給他們帶來莫大的祝福；又讓他們

在默默的辛勞中，知道有一位愛他們的主與他們同在。這可說是我的心

願和期盼。 

來到特別需要事工的主日學後，我才發現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在

這群體中，我要學習的實在太多！首先我必須學習如何與這些獨特的孩

子們溝通，因為他們大多還未能用我們常規的言語方式溝通；我也要學

會與團隊有默契和配合，因為這群孩子的獨特，他們未能察覺和認識外

在環境的細微變化。有時一個孩子的表現會帶來班上一連串的反應，這

通常需要同工密切配合和課堂上適時調整，以終止這種鏈式反應，對我

這剛來的人來說確是個挑戰。我們的天父是如此信實，回顧過去，我體

會到神把我帶到這個團隊，不是我能做甚麼，而是透過我一點願意的心

裝備我，並讓我看到祂在這個團隊裡的奇妙作為。 

除了有機會接受一些相關培訓外，我更有機會與一群活在神的愛中、

富有經驗的弟兄姐妹同工，他們對孩子的愛深深感動我，包括張靄玲牧

師在內的多位同工，他們在這大家庭默默地事奉已十多年。有時因著一

個孩子當天班上的行為，同工們會在課後電郵通信中分析行為成因，討

論團隊如何合作，以便更有效地應對或避免；大家也彼此切磋鼓勵。在

同工會上，大家又會對孩子們逐一分析，以求達到更能幫助孩子及其家

人。他們對孩子的愛心、瞭解和關顧，對我這位新成員帶來極大的震撼。

我看見主耶穌的愛通過這些管道，像涓涓細流流進這群孩子們的心和他

們的家中。這愛又從孩子們的家滿載著從神而來的能量，奔流出祝福更

多的家庭和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每當這些家長帶著溫馨的笑容，每周把

穿著得體的孩子們帶到教室來，我總是由衷地敬佩。他們其中許多人還

在百忙中抽時間服侍和支持其他有需要的孩子及家庭。隨著社區操國語

的群體逐漸增長，他們更伸出愛的膀臂，操著一口還不很流利的國語，

把國語團體中有特別需要的孩子和家庭帶到特別需要家庭支持小組、主

日崇拜和主的家中。 

這些年來，從這群孩子們的家庭和同工團隊身上，我看到甚麼是真

正愛，就是帶著耶穌的身影，神的愛。 一

種恆久忍耐、不求回報的愛。 我更明白主

耶穌為甚麼要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

把神的愛用許多我們能明白的比喻和道理

說給我們聽，給我們看；我也更明白耶穌

如何在軟弱人的身上顯出神的作為（約翰

福音 9:3）。我從這群孩子臉上時常綻開單

純的笑容和簡單的禱告中，明白神國的美

好和「…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

子，斷不能進去。」（路加福音 18:17）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Odelia & Jim Yau and Catherine Sun 

我們三人於兩年前在特別需要事工中事奉，雖然被分派到不同班別

幫助不同的小孩，但是我們都目睹神對這些特別的小孩、他們的家庭及

每一位在事工中服侍的弟兄姊妹的信實及愛。盼望我們以下的分享，能

給這些特別的小孩、他們的家庭及教會在屬靈路上一點鼓勵。 

這些特別的小孩拉近了家人與神的距離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詩

篇 127:3）感謝神，孩子是神所賜的禮物，不管他

們知道與否，每一個小孩對這世界都有特別的使

命。不管他們能否達到世界認為成功的標準，神對

這些小孩都有特別的旨意及計劃，讓他們榮耀神。 

回顧過去，我們見到這些特別的小孩帶來的壓力，把未信主的家人

帶到教會，然後接受耶穌成為他們的救主。對於信主的家庭，照顧這些

小孩起居飲食帶來的挑戰，同樣使家中每一位成員更親近神，經歷神賜

下智慧及平安的恩典，應付日復一日的困難。 

這些特別的小孩是有待發掘的寶貝 

縱使他們身體軟弱或成長緩慢，我們接觸過的特別的小孩中，很多

都有神賜予的特別才能，每人都有他們的專長，例如有些小孩有很強的

記憶力，有些有音樂天份或不同藝術才華。他們有神賦與的才能，只是

不知何時及怎樣被人發掘。 

透過和這些小孩溝通，我們感到只要有智慧地花時間及精神在他們

身上，他們是願意和有能力去學習。作為關顧員，感謝神聽我們的禱告，

祂帶領我們發掘這些小孩的潛能，並與他們建立溫暖和信任的關係。 

這些特別的小孩是我們學習單純及真誠的榜樣 

因為性格和能力各異，有些小孩比較善於表達，有些則比較少與人

溝通。從他們的眼神、表情或動作，無論是言語或非言語，都感到他們

很享受與我們作伴。喜歡唱歌的小孩，以堅定

不移的信念唱讚美詩，他們各自有自己喜愛的

詩歌，有些小孩甚至曉得其他小孩喜愛的詩歌。 

他們是多麼單純和真誠，真是我們學習謙卑的榜樣，正如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太福音 18:5） 

這些特別的小孩是神的器皿，向世界彰顯祂無條件的愛 

從父母對這些特別小孩付出無條件的愛，看到神對我們這些不肖的

罪人，同樣付出了無條件的愛。基於這些小孩無論身體及情緒上有特別

的需要，他們的父母每天 24 小時作好準備。小孩常因外來環境刺激或

精神狀態變化，引發突如其來的行為，往往要父母有即時關切的回應。

真難以想像父母日復日、月復月、年復年父母面對壓力有多沉重。當小

孩故態復萌，可以想像他們的沮喪和失落。 

與此相反，這些父母仍然忍耐、支持和愛，繼續尋找幫助子女身心

靈成長的方法。作為關顧員，我們經常目睹父母以輕鬆愉快的心情送子

女到教室，90 分鐘後，又開心把他們接走，並詢問剛才的情況。他們離

開教室時，無不流露發自內心的溫暖微笑。難道這不就是神在地上強而

有力地提醒我們，不管我們多麼軟弱，祂都會照顧所有的孩子！ 

最後，希望大家繼續為這些特別的小孩、他

們的家庭及有特別需要事工祈禱，願他們繼續向

仍未認識天父的人傳揚神的真理、 信實、恩典和

慈愛。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禱，阿們。 

為紀念特別需要事工成立十週年，我們把

《神愛小孩》重新填上歌詞，編寫了《神愛特別

的小孩》。 

 

耶穌愛特別的小孩 

耶穌愛特別的小孩 

祂看顧你 

高和矮，年青或年長 

你永不會感到孤獨 

耶穌每時每刻愛特別的小孩 



父母愛特別的小孩 

你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 

健康、疾病或快樂、憂愁 

神是親切的，我們不應歡喜快樂嗎? 

父母每時每刻愛特別的小孩 

 

老師愛特別的小孩 

你是我們在教會的家人 

活潑的、安靜的、唱歌的或微笑的 

你都向我們彰顯神純潔的愛 

老師每時每刻愛特別的小孩 

 

特別的小孩愛耶穌 

你的祝福充滿我們的生活 

仁愛、美好、和平和喜樂 

我們享受你們的同在 

特別的小孩每時每刻愛耶穌 

 

 

 

信實主一步一步引领        Pastor Irene Cheung 張靄玲牧師 

1998 年 9 月，神為我們開路，預備了 3 位關顧員，為 3 位患唐氐綜

合症的男孩開展特別主日學課程，其中一位男孩是 Matthew，他現在已

經 24 歲。 

我們現時共服侍 60 多名

年齡由 3 至 26 歲的小孩及青

少年，其中 18 人參加 Sparrows 

主日學，其餘的人分別參加普

通班主日學、崇拜及團契。 

2001 年 10 月 20 日，我們

成立了家長支援小組，由 8 個粵語家庭組成。現在我們有 60 多個粵語、

國語及英語的家庭，共分為 6 個小組。神亦呼召一些家長帶領核心委員

會，更為我們預備了 6 位平信徒領袖，支持及關顧這些核心家長成員。

多年來，每當家長參加每月一次的支援小組聚會時，保羅團契的弟兄姊

妹在兒童節目中服侍小朋友。 

每星期日晚上 11 時，我們各自在家中都會同心仰望神，祈求祂的

指引，帶領我們如何計劃，為這些成長

中的年青人建立有質素的生命。他們需

要職業培訓和栽培，及要有日間的活

動。當他們不能再與父母同住時，亦需

要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家。 

神是信實的，祂會繼續帶領及供應。我們現正策劃： 

● 聯絡數個機構，他們服侍的對象都是一些智力發展上有困難的

人。我們盼能與他們合作，訓練家長及關顧員，舉辦日間活動。 

● 開始建立網絡，與其他有志服侍有特別需要家庭的教會聯繫和

合作。 

「神啊！你是我們至高、信實、聖潔的主，我們讚美祢。求祢憐憫

這些家庭，賜家長們健康、智慧、忍耐、能力、喜樂、盼望和信心，緊

緊依靠跟隨你。我們祈求祢的帶領及供應，求祢幫助我們完成祢分派給

我們的使命，發掘每個祢託付我們照顧孩子的潛力，又給我們機會，把

祢的愛和福音帶給更多的家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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