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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提摩太團貶眼滿十年。回憶十年內點點滴滴的情景。留在我腦海
內珍貴的回憶，就是神在我生命精采，光輝，一生不枉而過。

十多年前，那時候的我，還不知事奉的路向。祈禱求神引領。怎知神清楚指示我
向～失聰群體～傳福音。我根本從來沒有學過手語，也沒有接觸過失聰群體。對
我來說沒有可能。神！你是否搞錯了。我為了印證這一件事。我對神道：神！除
非我出門遇見失聰人士。我印證祢的呼召和指示路向。

點知我出門遇見了失聰人士。他們在我面前打手語。真是震驚。令我認為不是巧
合，是神的安排。當時我想說異象及分享神呼召我的一切，我告訴傳道人及弟兄
姊妹。他們認為不可能，潑了冷水。那時我受了委屈，不大開心。等神適合時機
和安排。神感動我向鄭以心牧師說明我對神的異象十分清楚。鄭以心牧師很快成
立失聰小組。

之後和舊同工一起發展小組。當中有因難。原因明白聖經手語的人少。所以暫時
放下。我去了聾人教會學習聖經手語。幾年後取得經驗。也累積了成果。那時聾
人教會請我轉會加入。神在我內心阻止我。我心中不平安，看不到出路。不知如
何是好？！

後來神安排張偉芬姑娘分享神異象。張偉芬姑娘叫我祈禱，深信神帶領一切。有
一位姊妹顏淑芬，因要結婚和移民加拿大。就想出開手語班。當中是今日的導
師，愛蓮，玉鳳，志成和美儀。他們手語翻譯出現因難。大家共同向神委身，互
相扶持幫助。共同奮鬥，建立神的國度。感謝導師，他們堅守岡位，勞苦事奉。
直到艷艷，阿謝，愛中，國勇，何玉，海恩，鳳蓮，健聽加入，及溫慧燕，曾雪
娥，俞慧貞，陳惠貞，陸美珍 ~ 今年團契新職員（失聰）。還有數不盡的新知舊
友。神的豐盛和供應源源不絕。  

至於我成長的過程中，堅守神的岡位和堅定信念。從來沒有顧慮過一切困難，不
顧一切。我看的不是困難，是神的機會和對神的承諾。神才是真正實現夢想者。
感謝神，因祂~我超越一切困難；因祂~我生命發放精彩。 

耶穌在約翰福音14:12說：（和合本）14:12我（耶穌）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
們），我（耶穌）所作的事，信我（耶穌）的人（我們）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
更大的事，願神與我同行，支撐我衝過終點，直到我完成祂交託給我的事，向終
點直跑， 勝利在望。

腓立比書:（現代）3:13弟兄姊妹們，我並不認為我已經贏得了這獎賞；我只專
心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全力追求前面的事。

（現代）3:14我向著目標直奔，為要得到獎賞；這獎賞就是屬天的新生命，是上
帝藉著基督耶穌呼召我去領受的。

侯寶姬Mabel
榮譽團長

以前我是返聾人教會的，有一次認識到一位弱聽姊妹侯寶姬，她介紹我到大角咀
中華基督教會的銘基書院，就是現在我們的教會。

當時是沒有手語翻譯，每次崇拜後有健聽姊妹寫筆記及解釋神的話來輔導幫助
我，有位鄭以心牧師看到我經常返來崇拜，卻沒有手語翻釋，他(牧師)在聖靈引
導下，呼召幾位健聽教友來幫助我。同時，我和侯寶姬教健聽弟兄姊妹學習手
語，我們彼此學習、扶持和成長。正如聖經寫著說：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
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弗：4：16)

鄭以心牧師又提議我參加洗禮，而我亦有感動洗禮後要繼續留在長基教會事奉
神，也繼續小組聚會，漸漸有一些失聰朋友被邀請來加入崇拜及小組，於是在
1998年我們將小組改為提摩太團契，一直發展至現在。當中看到神一直的保守
和帶領：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箴言3：5-6)

在十年團契期間內經歷到甜、酸、苦、辣不同心情。我們失聰和健聽弟兄姊妹彼
此關懷，互相幫補不足，令我深深體會神這句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馬書8：28)。 

美珍～今屆聯絡員
3/2008～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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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團契名字是從聖經
提摩太前書4：12而來

(現代中文譯本) 4：12 別讓人小看你年輕。無論在言語、行為、
愛心、信心，和純潔各方面，都要作信徒的榜樣。

不可叫人輕看(=歧視，看低)你(我們)。實在，是聾人是健聽，
都曾遇到不同程度的歧視。可能，聾人比健聽受到歧視多。

言語
所以，健聽不斷努力打手語，為使神的道理在翻譯中完全達到

弟兄姊妹心中，腦中。又在談話中彼此明白。

弟兄姊妹(大家)也作了健聽的手語老師，常指導，修正，彼此砌磋。

新的健聽朋友加入，新朋友協助崇拜的寫板／筆記／看管孩子等等／
讓已婚的父母能靜心看(聽)主的道。

行為
常有人說：打手語粗老，動作大，表情奇怪！手語歌？化解了這些

看法，教會接納，兒童在復活節，聖誕以兒童純美的歌聲及
手語一同讚美上主，最近，3.16 提摩太團友手語獻詩。感謝恩主！

愛心
在初其成立團契時，聾人和聾人，健聽和健聽，
健聾都有不同的誤會發生。在風風雨雨的十年，

(註：提摩太團契成立前是失聰小組，有8年時間之久！前後18年)
因為接受了救主耶穌基督，我們每一位心中都因主生愛。

主叫教會中的牧者，傳道人，弟兄姊妹透過話語分解我們的誤會。
使我們互相之間愛彼此的心更多又大。溝通是開啟友誼之門。

信心
主的話，教訓，在每位帶領我們的人身上，

使我們在生命和知識產生堅固的信心和喜樂的盼望。
鄧牧師、鄧牧母、每位神學生和傳道人～特別是李習庸。

純潔
我看到／感受到弟兄姊妹的心，就是聖經上說的純潔～單純，真樸，

簡單沒壞心。大家擁有神的性情，要持守和珍惜，
使用它吸引人來認識神。讓人看見大家就歸榮耀給神。

提摩太前書
(現代) 3：1 有人說：誰有作教會領袖的抱負，誰就是羨慕一件美好的工作。

(現代) 3：2 教會領袖必須無可指責。他(我們)只能有一個妻子；
他(我們)為人要嚴肅，能管束自己，生活有規律，

樂意款待異鄉人。他(我們)必須善於教導，

(現代) 3：3 不酗酒，不好鬥，性情溫和良善，不貪愛錢財。

(現代) 3：4 他(我們)必須善於處理自己家裏的事，
使兒女知道順從，事事敬重。

(現代) 3：5 一個人不知道處理自己的家，怎能看顧上帝的教會呢？

以神的真道(說話)，完成一家人的責任。
由今天開給作信徒的美好榜樣和指標實現傳福音的 大使命。

亞謝
(未合格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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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翻譯、失聰小組、提摩太團，轉眼間就過了十幾年。經常有弟兄姊妹問我，
為何可以有這樣的堅持，作了十年的手語事奉呢？每一次我的答案都是說，在這
事奉中我最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並且見到神很祝福這個群體。每當事奉人手不足
時，我都不會擔心，因為每次在合適的時候，祂必會供應，而且比我們所想所求
的更好。例如，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手語實在不熟悉，每每都要用文字去補
足，做得很辛苦，不知如何是好。這時，神就差派了謝姊妹來到長基，手語非常
熟練的她，就如一位天使，使我們的手語翻譯技巧大大進步。

團契成立之後，人數漸漸增多，弟兄人數也多了，很需要健聽的弟兄分擔栽培工
作。用人的方法，我們在長基開手語班，可是最後只有艷艷姊妹願意留下服侍。
雖然有點失望，但我仍深信神不會不顧的，惟有憑信心禱告和等候。時候到了，
神再派了第二位天使來-阿勇，又是能打得一手好手語的弟兄，再次睇到神奇妙
的供應。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不願意放棄這事奉，直至一天，我的家庭發生了變化，必須
要停下來，多一點時間陪伴家人。在不願意和擔心的情況下，暫時放下了，只有
繼續以禱告支持大家，交托給主。就是這樣，神的計劃又展開了，今次神派了愛
中和何玉來到，自此之後，不斷有新朋友的加入。原來神的工作不會因我一人的
休息而停止了，相反，神大大興旺了他們。我深深明白到，無論在事奉或人生
中，成敗得失不在於我，而是在於願意放手和讓神掌管一切。

2003年，當我能夠再次歸隊時，我很開心，可以再同大家並肩作戰，與神更加
親近，原來能事奉是好得無比的。當我們各人能夠掌握手語翻譯後，神要再磨煉
我們。李傳道的加入，使我們明白到什麼是全心全意事奉主，又使我們一班健聽
同工更為同心，擴張我們事奉的境界。

各位弟兄姊妹，我深信，主是不會放棄你們的，還要你們大大的興旺。來吧，一
同起來，為主作精兵！

神的小僕人愛蓮

    

我對提摩太團契的感言

從前，在被選為團長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的經驗尚淺，也沒有足夠的靈修知
識，實在難以擔此重任。不過，我細心一想，如果可以憑著神的能力去肩負起
重擔，我為什麼還沒有信心呢？故我深信神的恩典夠我用，就決心接受這重
任。目的除了希望提摩太團契發展得有聲有色外，更希望可以促進聾健交流的
感情。

自從上任以後，週會的內容有時沉悶，難以適合團友們的口味，更難以產生他
們的興趣，導致他們流失，令團契變得缺少屬靈氣氛；出席人數有時較多， 。
雖然有分享，也有代禱，但我感覺好像交功課一樣，這個問題令我不停地反省
自己的不足，也不停地想一想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但總是得不到圓滿的
答覆。各種問題所產生的壓力實在令我不知如何處理，差點與「放棄」的距離
拉近。不過，我覺得「逃避」根本就不能解決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冷靜地尋
求神的答案，也可從團契顧問或導師的意見中，學會如何解決種種問題。不管
多大困難，仍可以同他們並肩作戰，總有一天就可以戰勝一切問題。

在漫長的路途中，我的心靈漸漸變得脆弱，起起跌跌，扎掙了多次，終於我做
了一件令神不開心的決定，就是跟沒有相信神的愛妻展開一段愛情旅程，感情
穩固就結婚，婚後有了孩子，開始組織家庭，陪著愛妻照顧疼兒是我的責任，
我的信仰漸漸被腐蝕了，便決定退團，這是我的人生轉淚點。在面對神的時
候，我深感歉疚，但我的心永遠感謝神的祝福，因為我們三人的生活，在神的
祝福中過得平平安安。

提摩太團契好不容易捱到現在己有十載，完全都是神的帶領及恩典，團友們在
靈修中成長，不斷地充實自己，向目標勇進，建立與神的關係，做好末來的準
備，努力將福音帶給需要的人，這樣下去就可以成為屬愛屬靈的群體。

最後，恭賀提摩太團契十週年紀念，我有幾句話想跟各位團友說，不論順境或
逆境，都是神對你們最好的安排。你們在順境中學會感恩；在逆境中學會喜
樂；讓人生變得多姿多采。希望你們好好珍惜神的恩典，凝聚聾健的團結力
量，手牽手，心連心，榮神益人，創造未來的佳績。

阿煌
前提摩太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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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在提摩太團事奉已有十年。回想起最初是一個小組形式的聚會，到後來
進展成為一個團契。神的恩典是豐豐富富的。

失聰的弟兄姊妹都很愛神，不斷地追求屬靈生命成長。有些弟兄姊妹更成為團契
的職員，努力事奉神。

願神繼續使用失聰弟兄姊妹，使提摩太團成為一個做鹽做光的團契。  

在2006年尾，我參加了教會的栽培初信班(即成長八課)，由李習庸傳道人主授。
在學習中，自己有以下的得著：

對於聖經更加熟識，因為要經常背誦金句；在傳福音的時候有更大的把握掌握有
系統的栽培，在栽培上更容易，更有信心同初信者建立更良好的關係 有時因著
初信者的不同，(自己所服事大部分是失聰)，所以栽培的形式上有小小的變化，
以迎合失聰弟兄姊妹的需要。  

例如：第五課~神的說話(學習聖經)

學習聖經的六字口訣：話語的手
1. 聽(聆聽) 2. 讀(閱讀) 3. 研(研究) 4.背(背誦) 

5. 想(默想) 6. 用(應用)

我們以手語來記著這隻話語的手(聽，讀，研，背，想，用)。這樣，就變得非常
生動和易記。

在栽培的過程中，同初信者建立良好的關係，彼此在生命中能互相交流。

陳艷艷
提摩太團導師

給提摩太團的新知舊友：

時間過得真快，提摩太團眨眼間就成立十年了(1998年3月8日～2008年3月8
日)。

團契編排了很多程序內容，目的是給弟兄姊妹們認識主的福音～就是愛。
主帶領弟兄姊妹們每一位肢體在生命中有各樣不同的成長路程。

還有，關心有時、教導有時、開心有時、擔心有時、期望有時、失望有
時、混亂有時、停止聚會有時、前途擔憂有時、團章修改有時、協助有
時．．．．．．我們的身子是為主爭戰，然而可能生命和生活都受到威脅。

感恩的是，我們雖然只有六位導師協助──是我們尊敬的，但在這十年中，他
們都一同經歷和陪伴弟兄姊妹，服侍和慰問弟兄姊妹。使弟兄姊妹們學習到在
主真道上要付出，給予我們美好的榜樣。

渴望主使用每一位弟兄姊妹，叫大家踏步向前，打開大家的腦袋，期望大家更
加信靠主及要努力以赴，完成傳福音的使命(責任)。

很感謝主的恩典和帶領，也感謝每位導師的互助幫助，鼓勵和支持。祈求主賜
給提摩太團各團友的屬靈生命更成長，主的靈常與他們同在。

基督是我們提摩太團家之主，大家一齊來敬拜祂，讚美祂的救贖和慈愛。

恭喜提摩太團的十周年生辰快樂，感恩活動成功！

將頌讚，榮耀，全歸給我們的父神！誠心所願!

Jasmine
2008年今屆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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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團契十歲喇！

這個團契的確是天父上帝所恩待的......
團契或許人數不多，但卻大大地見證了上帝的愛和大能；
上帝的愛：任何人也可以得著，不分身體能力的高低。
上帝的大能：確立了一眾失聰弟兄姊妹的事奉目標，

能互相扶持去服事教會內外未信的失聰朋友。
在提摩太團契裡有上帝賜下的喜樂、歡欣、憂心、眼淚和爭辨，

這一切都是我們成長所必須經歷的，
我們就好好利用上帝賜下的各種不同的境況去加深大家的了解，

繼續滿有信心事奉上帝，榮神益人。

愛中
提摩太團導師

 

蒙上帝的帶領，來到長基，以神賜的語言能力～手語來服事弟兄姊妹。

我很開心，曾是大家的導師，但因為工作繁重，所以暫離了大家。

已經在主道中的弟兄姊妹，願你們不斷向主路前進。仍在門外徘徊的，祈求主賜
你們信心。踏入門內的，讓主作為你自己的真正救主，與弟兄姊妹一同站在主
前，讚美恩主。

又歡喜迎接新加入的弟兄姊妹，慢慢成為新一代的接班人。每一個團體，機構有
訓練新人，我們提摩太團友也需要接受訓練，準備傳揚福音，傳播主救恩給每一
個聽不到的人。他們等著大家呢！

恭賀提摩太團生日快樂，在主內開枝散葉，叫聽不到的人得到福音、接受救恩、
得享永生。

主內念記大家的
陳國勇導師

提摩太團各位兄弟姐妹

十年前未有成立提摩太團，只是一個小組，好像一粒種子，需要教會健聽弟兄姊
妹及鄧師母培養澆水長大。到成立團契後，我們很擔心應付不到團契內的職位，
師母及健聽弟兄姊妹帶領我們學習，由基本的學到熟識的，之後他們慢慢地放
手，讓我們聾人自己來應付和處理。不過，健聽弟兄姊妹仍然會指教我們。

之後，不少新人加入，團契慢慢地擴大，好似一棵小樹需要太陽及澆水，不斷地
成長。雖然這條路很長，但必須要行的；不知何時才能結果子，但深信神會有安
排，一直眷顧我們弟兄姊妹的需要。
 
一直以來，有不同的傳導人來教導我們，一個走又接一個，一個走又接一個，直
到李習庸先生的來到，他是教導我們最長時間的傳道人，帶領我們學習栽培八
課，讓我們有機會教新朋友信主、認識神。不過，現在他已離開長基，去到另一
間教會事奉。我們仍要等待，相信神必會安排另一位傳道人接棒的。

令我最深印象的，是美娟的離世，這件事使我們從苦離中學習到團結和盼望，顯
出神的見證。團契內有幾位弟兄姊妹決志信主，我們替他們開心，感謝神，讚美
神。希望迷途的羊早日回歸，深信神會等待，祂說過不會離棄我們的。神的應許
不會改變。

慧貞姊妹
2008今屆總務

我第一次去長基好像是2004年春天。之前，我已返過幾間不同的教會，包括宣
道會美孚堂和宣道會青怡堂。之後，因為忙於學業及與會友溝通有點困難，雖然
他們很有心幫我和指導我，但始終差了一樣──感情，所以放棄了，就開始返長
基。初初到長基，手語有點不明白，因為當時我剛學了中級手語，又不太熟悉，
但我與團友溝通多了，可以更多明白手語。我很佩服健聽的弟兄姊妹，他們願意
學習手語翻譯來幫助我們，這顯示了神的愛和創造很奇妙。除了有翻譯，也有主
日學、裁培班、學習班等等，很多東西為我們建立，使我們可以與提摩太團建立
感情和歸屬感，是好重要的，所以各弟兄姊妹不要放棄，繼續帶多些朋友返提摩
太團，與我們建立一個愛和互相幫助的團契。

  
Candy張穎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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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提摩太團已踏入十周年。當中，我深深體會到神所賜的恩典無窮無
盡，不然，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組，怎能成為一個眾教會皆知的失聰團契呢？

感謝神！神的愛一直澆灌着提摩太團的弟兄姊妹，否則我們斷不能使更多的失聰
人士透過團契認識主、相信主和服事主。「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
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13：34-35）有幸，神在眾人中揀選了
我，讓我在年青的歲月中就開始事奉提摩太團，讓我們在神的家彼此相愛。

最初，我在教會裏常參加短宣來服侍主。當我完成了聖經手語班，剛考慮洗禮加
入教會，便求問神：「我要洗禮，事奉神，神阿！應該選擇甚麼來事奉呢？」我
的腦海裏立即浮現了「失聰」二字，我便回家禱告，神就這樣答允了。我開始了
崇拜翻譯和參加了失聰小組；後來，一次聽到鄧牧師說服侍失聰的弟兄姊妹，如
同參與宣教，因為服侍他們，要學他們的語言，從那時起，我更肯定自己的事奉
了；直到現在，我的心志也沒變改。

要事奉提摩太團，說來不易：願意付出時間，滿有耐心和耐性，要主動與弟兄姊
妹溝通，要使他們信任你……但最重要的還是要懂手語；可惜，直到現在，我單
在手語的學習上還要向他們多多求教，要不是他們對我的包容與忍耐，我想早已
被踢走了。

十年來，我大部分時間（超過九成）都帶着喜樂的心去事奉，因為神使用長基，
給我們很大的空間向失聰人士傳福音，信主人數不斷加增（從個人信主至家人
信主）；祂又帶領一班心志堅定、各有專長的導師，不單只在這事奉上互補不
足，我們的團隊精神也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往，我們常擔心人手不足；現在，導
師的人數已增加一陪，雖然這個禾場很大，收莊稼的少，但我仍深信神賜的恩
典，必夠我們用。當我遇見憂愁、喪膽和失望（團友的患病、失業、流失、回天
家……）的時候，神教導我們在患難中得喜樂，藉着依靠祂（多禱告）、彼此關
顧（探訪）等行動，實踐基督的愛。

讓我在這裏再一次感謝神，因為我很清楚自己的渺小，如果不是神的眷顧，今天
依然用我，我就不能在這紀念冊中讚美主；今天，我的丈夫也願意與我一起事奉
提摩太團，盼能在團契中出一分綿力。最後，我愛提摩太團，因為神先愛我們。

美儀導師

我在提摩太團的生活中，經歷了很多學習成長和進步。

先感謝神的帶領，並多謝牧師和教會弟兄姊妹的教導及幫助，他們對我有鼓勵、
支持、關懷和愛心等等，這就是神愛世人的表現。
 
我心裡常常感謝神，每逢星期日早上返教會敬拜時，真喜歡聽牧師所講有關神的
信息，給我有扎心的感受。祂的話能幫助我慢慢忘記一生的痛苦，如童年時的陰
影，至以前未信主時很辛苦及不開心。也能警惕我，給我有反省、知錯及改過。
耶穌的榜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要去行善及愛人。
 
我希望從今年到將來。都要加油，努力向上，向著標杆，更加進步。記住不要放
棄祂，還要努力去傳福音給他人。勿忘向神謝恩和多思念祂！
 

立群

提摩太團十周年感言

十周年，也是我參加了團契二年的時間。初初接觸團契時，也許只是一個黃毛小
子的眼光，看到一個人在動手動腳的翻譯……看見很多弟兄姊妹在手語溝通……

直到參加了手語班，正式的接觸後，才感覺到，團契內所有弟兄姊妹比其他的都
要愛神。看到您們比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要專心、看到團契的團結、看到您們怎樣
的愛神、榮耀神……

不單止團契在成長，我的生命也跟隨團契一同成長。願提摩太團不單有十周年，
還有二十、 三十…… 

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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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團契成立的始末

如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約於1983至1985年間在旺角基道堂（長基教會的前
身），認識侯寶姬姊妹和陸美珍姊妹，當時失聰的人數就只有這兩位姊妹。侯寶
姬姊妹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十分愛神及對神非常有信心的姊妹，亦十分順服神，自
己亦慨嘆不如。陸美珍姊妹則是一位非常聽話而好學的姊妹，時常與侯寶姬姊妹
形影不離。並且這兩位姊妹在聽道時遇上不明白，祟拜後定必問個明白。

當時祟拜也有手語翻譯，由顏淑芬姊妹負責，後來顏淑芬姊妹要結婚並嫁去另一
間教會，於是顏淑芬姊妹、侯寶姬姊妹和陸美珍姊妹便決定成立一個手語班，盼
有接班人能在祟拜時繼續有手語翻譯，在這個手語班裏，侯寶姬姊妹和陸美珍姊
妹帶了很多失聰的朋友來教我們手語，有俞慧貞、俞俊華、林展輝、黃錫煌和曾
永頌等，其後他們也相繼洗禮，成為主內的弟兄姊妹。至於手語班能畢業的學員
有陳艷艷姊妹、黃愛蓮姊妹、馮美儀姊妹、楊志成弟兄和我，結果就成為了祟拜
手語翻譯的接班人。

由於手語班的成立，侯寶姬姊妹和陸美珍姊妹帶了很多失聰的朋友返教會，我們
經商討後，亦開始成立「失聰小組」，幫助他們認識真理，有查經和專題，導師
當然是我們這班手語畢業生和張偉芬姑娘。後來張偉芬姑娘離開長基教會，轉往
灣仔堂教會事奉，有鄧師母、實習神學生及李習庸先生關顧「失聰小組」，並為
他們開設主日學及慕道班，結果是開花結果，有人洗禮，並於1998年成立提摩
太團契，第一屆的職員除了有俞慧貞姊妹、俞俊華弟兄、林展輝弟兄和黃錫煌弟
兄之外，當然少不了兩位開國功臣侯寶姬姊妹和陸美珍姊妹。

回顧提摩太團契成立的始末，若沒有神悉心的帶領﹑預備和恩典，真的沒有人能
預計到一間健聽的教會能孕育出一個失聰團契，並且崇拜人數不斷上升，由兩個
人增長至差不多二十人。正如聖經所說：「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要
怕，只要信。」

再者，當我們祟拜手語翻譯員不足夠的時候，神再為我們預備了很專業的手語翻
譯員，有謝慧旋姊妹、李愛中弟兄、陳國勇弟兄、何潔玉姊妹和許鳳蓮姊妹，神
的恩典真的足夠我們用！神的恩典真是太美麗了！難怪提摩太團契在二零零八年
三月十六日午堂崇拜獻詩唱「恩典太美麗」時，那麼動聽，連主席也感動落淚，
我也深受感動，就好像看見一個初生的嬰孩，已經拙壯成長，怎不叫我這前導師
老懷安慰呢！真的感謝神為他們預備了比我更好的手語翻譯和比我更好的導師，
令他們成長得這麼美麗可愛！願神繼續大大的祝福提摩太團契！

主內姊妹
李玉鳳

2008年4月5日

感言 "提摩太團十周年感恩" 

謹祝提摩太團十周年感恩紀念的大日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提摩太團。
 我也沒有想到98年3月8日成立了提摩太團。我還記得，自己是在同年7月中加入
長基教會到現在啊！這真是太巧合，只是大概有4個月多的差距。
 
當時，健聽及失聰的弟兄姊妹非常熱情又健談，我們因此就逐漸熟悉了。前團長
侯寶姬姊妹鼓勵我，加入提摩太團的職員會，幫手作聯絡及文書的工作。過了一
段時間，我就答應了她。在這裡要先說多謝你們耐心的教導我，讓我學習了很多
行政的工作！

2006～2008年，我做了兩年的司庫兼文書，現在2008～2010年連任司庫兼文
書，我好開心經歷到成長！等待2008～2010年完了，就會交給新人學習做職員
事奉神，服事提摩太團的弟兄姊妹。願大家同我一樣，得到成長的經歷，和吸收
更多經驗。

我最難忘的，是開會時各導師及失聰職員時常爭論，又時常說笑，難怪我們沒有
猜疑，只有同心。原來大家耐心傾談，就能解決問題和增進友誼。  

Sharon
2008今屆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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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但．感恩

十年，只是很短的日子，

但，是提摩太黃金成長的日子，是叫人不敢小看他年輕的日子，
是磨勵精神，秣馬厲兵，為上帝打美好仗的日子。

十年過去，感恩，能為聾人信徒作了榜樣，
能在世俗社會裡作剛強的信徒，能和耶穌基督同受苦難。

長基堂提摩太團十周年誌慶
歐陽智剛導師

感恩神賜給提摩太團從98年成立直至今十年。提摩太團的人數愈來愈增多，沒
有減少。弟兄姊妹可以在團契中成長，不斷進步。感謝神！

又感謝神給我機會接受裝備，學習成長八課。教導初信主的人，認識主，接受
主真正作他個人生命的救主。

我學了栽培(成長八課)，它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很開心！感謝神！當我對著初信
的人時，我的基本問題是難以理解栽培書內的中文文字。但我不理會，只努力
學習。另外，如果跟不上栽培書本時，我的方法是略為修改少少，以致能適合
他們。

因為初信者的性格及思想不同，我有時會冇耐性與他們溝通，思想交流有困
難。這時，我突然記得主說過不要生氣、要忍耐、溫柔地努力解釋給他們知
道，明白神的話和愛。

之後，他們學習了，並且有進步，又認識神更多。他們與團友關係緊密了，屬
靈生命也成長了！我替他們高興！！！我替他們感謝神，又感謝神賜我恩典，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去幫人！

我是超人～展輝
前財政 

首先，恭喜提摩太團十周年紀念的大日子，這是值得回顧的事。

回想起最初返長基堂，不久便參加了提摩太團的大家庭。想起當年初加入時，正
值人生跌入最低谷、最絕望的時候，幾乎解唔開自己的心結，更不能兩三句的說
話能即時好轉過來，當時的抑鬱症真是非常嚴重，更想活埋所有在腦海中不好的
回億。在這個時候，聾福香港中心的職員Linda姐姐，見到我老是不開心，於是
介紹我參加長基堂提摩太團的聚會，希望返教會能令事情改變過來，並希望用所
有基督徒的力量使我重獲新生的自由，光明正大！就這樣，經過時間的摸索及認
識耶穌基督的真理後，靠著詩歌音樂的治療，心裏面的耶穌就會顯示出來。

後來，我在一次旅行途中，找到強烈流水的溫泉，淋在我的頭上，這種強烈呼叫
的感覺，是從來都未試過的。受了這樣強烈的浸水後，再經過反覆思考人生為什
麼有起有落？！有苦有甜，有歡樂，有悲傷呢？原來這是人之常情！及後加入了
網上提供的論壇後，把想講的心事寫出來跟大家分享，可是這樣做，並沒有把事
情淡忘。而耶穌基督卻幫助自己找到合適的地方，使內在的潛能發揮作用！

最後，多謝大家的關心和支持，在不久的將來可會用講道方式分享我與耶穌的不
解之謎！

送上一首獻詩
提摩十周年
有苦也有樂
分享與禱告
遺愛在人間

希望大家都鐘意！

游慧貞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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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說起為何信耶穌，我都會提起「提摩太團」！因這是我第一次經歷神的帶
領。中三時，同學叫我返教會，不久，看見有些打手語的人 (應該是Mabel 和陸
美珍)……後來團契導師建議我幫手崇拜翻譯。

自此，神帶我面對一直逃避的東西，因爸媽是失聰的，我自卑又自大。當認真面
對聖經說「神愛世人」，始明白每個人在神眼中都極寶貴，而我反而輕看自己父
母。我真可恥！（尤其失聰人士搵食艱難，要養育我們三姐弟，好不容易）這時
我才省察自己的罪！漸漸多認識失聰弟兄姊妹，更明白失聰人士在生活上的困
難，才體會自己的爸媽的愛和犧牲。從失聰的團友身上更教我看到在難艱中持守
的信心和盼望。

全港教會這麼多，為何是這間？神不只要我面對自己的陰暗面、更在愛中建立
我。在提摩太團，我學習服侍、經歷團契生活，互相策勵實踐使命。

失聰沒有成為關顧的阻礙，美珍隨教會肢體探長者後，想繼續探訪，邀請我幫她
翻譯。四年來，從蘇屋村，到老人院和醫院，直到婆婆回天家。言語不是阻隔，
我相信婆婆從美珍身上體會到主的愛多實在。我有幸與美珍同行，見證著一份把
人放在心裡的福音，學習默默的服侍。

還有一班健聽的戰友，有些原不是返長基的，但按著上帝給他們的召命，或轉教
會，或轉工作。沒有偉大的姿態，但默默服侍，從看醫生、打電話等生活事；到
屬靈成長需要、建立團契、崇拜形式……這一班健聽的戰友是我所敬佩的，他們
以生命展現道成肉身的福音（e.g. 失聰朋友找工作難，鼓勵他們倚靠主，不憑口
講，更付上時間心力協助他們找工作）一同服侍，有笑有淚，會發脾氣、會困
乏，在他們身上學做一個基督徒，更先學做一個人。隨著人生階段轉變，戰友進
進出出，但大家都以體諒和互補的心相待。

我在提摩太團事奉時有虧欠，團友和導師接納我的軟弱、但堅持對我有要求（翻
譯要專業，也是敬神愛人的態度）不住提醒，亦給我成長的空間。婚後受差植堂
英華，多謝大家仍讓我有機會參與服侍，更喜見我的親人能投入提摩太團，追求
真理。

十年，感謝上帝賜下恩典，感謝每導師戰友、朋友團友，要走的路還很長。國內
有二千萬失聰同胞未聞福音，願神興起合適的人加入服侍 ，一同繼續仰望神﹗

海恩導師

回想起由最初學手語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年的時間。

由最初一點都不懂直至現在大概粗略知道當中的一二，才發覺學手語真的一點
也不容易，可以想像每一位失聰的弟兄姊妹，是需要付出努力學習，才能得與
別人溝通。特別感受到一班願意事奉提摩太團的導師，學習手語為的是陪伴一
班失聰的弟兄姊妺走前面的路，幫助他們在信仰上扎根。我相信神是會祝福提
摩太團，堅固團友的靈命，帶領更多的失聰弟兄姊妹加入團契。

以後團友可以多些用手語與我溝通，給我操練的機會，但希望大家有忍耐和包
容的心。

亞樹

提摩太團契是一個很特別的團契。她的成員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曉得一種美麗的
語言——手語。不過，要欣賞這種語言是要付出代價的。還記得第一次與提團
其中一些團友吃午飯時，要用盡所有精神及體力（是的，真的需要體力！）去
專注理解他們打的手語，還緊張到流大汗呢！吃完午飯後，整個人都疲倦得
很。然而，能夠認識他們，確實是很開心的。很高興能夠認識提摩太團契，願
神繼續祝福這個成立了十年的團契，讓她有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以及更多的
周年紀念，求神使用每一位團友，也願各團友更愛提摩太團，以提摩太團為
榮。

黃嘉樑

感謝主！祝提摩太團十周年，事事向上，多努力奉獻和學習彼此相愛。   我來長
基教會提摩太團只有三年左右，是姐姐叫我來參加長基教會的。第一次來長基教
會加入提摩太團，看見幾個翻譯導師很有耐心，教導我們怎樣聽傳道人說聖經的
史實。還有，聾人弟兄姊妹又熱心教我讀經。長基教會很適合我成長，而且教友
又像家人，我會努力學習侍奉，彼此相愛，快樂助人。

至於最不開心的事情，是失去一位好姊妹，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好榜樣！

好了，不要多想！為了這位好姊妹，我一定要開開心心侍奉主。

月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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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團十週年感言

神的帶領很奇妙，我信主是在中學，但作了逃兵離開了主，輾轉在93年10月31
日的「歌頌讚美差傳夜」中，聽著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包括肢體傷殘、盲
眼的、聾的)，他們用自己的語言來讚美主的救恩，那一幕深深的感動著我，我
這個心靈傷殘的人，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郤不願意悔改真心的跟從神，內心
正在崩跳不停之時，我隨著呼召而下到台前，重新一次的向主耶穌認罪悔改，
並決志接受祂作我人生的主，那一刻真是快樂無比。

神帶領我進入聾人機構工作，認識了不少的聾人，05年7月10日因著一位聾人的
原因，我參加了長基堂崇拜，對傷健崇拜的形式有初步的認識。其實這也是我
一直發的夢，希望能帶聾人到我的教會，讓他們可以一同得到救恩，但憑自己
的能力，什麼都不能作；在一次的禱祈會中，傳道人叫我們為耶穌發一個夢，
並為到這夢禱告  神。與肢體互相分享各自的夢後，就開始了為這夢祈禱，神聽
了禱告，祂動工了，將我帶入長基堂﹗

長基堂中的「提摩太團」有著不同的聾人，他們有些是初信的、有些是信了很
久但營養不足的、有些是饑渴的、有些是熱心的、有些是心靈受傷的、有些是
被神的愛吸引來的、有些是冒名而來的，有些……，神將一群的聾人交托給長
基堂來牧養、交托給一群健聽的弟兄姊妹協助翻譯及支持的工作，這是神的
工！

深願提摩太團能繼續被神大大的使用，使被牧養的聾人可以成長起來，健聽藉
事奉經歷主更多。傷健合一、一同承擔傳福音的使命、同心為主作工！

主內鳳蓮

首先，我在此祝賀提摩太團十周年快樂！希望提摩太團能在神的帶領下事事順
利。

想不到，提摩太團轉瞬間就已到了十周年紀念了，我加入提摩太團不足一年，
感覺十分好。長基教會除了讓我明白到很多真理外，還教導了我的女兒不少，
我看到她在長基教會的活動中得到很多快樂！我很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耐心教
導。

姚鴻雁 

大約在七、八年前(2001年)曾經想找失聰教會給家人，因為家裏有失聰的家庭成
員，我雖然是弱聽，但一向是返健聽教會，有一位姊妹她知道了就幫我找到一間
在九龍城區叫「香港聾人教會」，那時因為工作和生活忙碌，及對九龍區陌生而
沒有積極去接觸那間教會，那件事就不了了之。

神是奇妙的，大約一年後，我在灣仔重遇一位舊朋友，她告訴我已經信了耶穌，
並且有返教會崇拜，我叫她帶我去她教會(即長基)參觀，來到教會後發覺有些朋
友或弟兄姊妹是我哥哥的朋友，感覺很特別又親切，慢慢我就在長基教會參加崇
拜、主日學及團契等等。

不知不覺在提摩太團也有五年的時間，看到各人也有不同的轉變和成長，記得初
來教會返崇拜只有十多人，現在已有二十幾三十人，最初只有幾個人擠在小班房
上主日學，現在已經各自成長，部份上查經班，部份上栽培班，雖然表面看來好
像進展緩慢，但事實已算不錯，因為失聰的弟兄姊妹各人情況不同，有些略懂中
文字但不懂手語，有些弱聽又不懂手語，有些只用手語溝通，所以無論是上查經
班，栽培班甚至教會各樣安排，資源分配也不容易啊。另一方面，看到願意服侍
失聰者的弟兄姊妹比以前增多，我深信神有衪自己的計劃和安排。

在這五年間接觸失聰的弟兄姊妹比以前多了，有一個很深刻的啟會，由於失聰的
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遇到的問題比一般人較困難，例如在尋找工作上，家庭生活
上，長期疾病 ……. 等等，很多時候會影響到沒有心情返教會，當問題處理好或
事情隱定了，自然會再次返教會，「靈性」和「生活」往往掛 。其實，當我們
遇到困難的時候，亦是讓神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要學習有一個「開放的心」
去面對，而不是隱藏自己，返教會可以從神支取力量去面對種種的困難和隱定靈
性。

這令我想起馬可福音6章30-44節，耶穌在曠野講道，天已經晚了，很多人連喫
飯也沒有，耶穌就憐憫他們，拿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給眾人喫，並
且喫飽了，這經文反影耶穌不單止關心人的靈性，而且也重視人肉身的需要，這
正好給我們提摩太團的弟兄姊妹去反思：我們關心弟兄姊妹的靈性，鼓勵人返崇
拜、團契，當然是好，但在肉身的需要我們有沒有些事情可以做呢？又或者如何
取得平衡呢？

今年是提摩太團十周年紀念，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不單止靈命有成長，而且「生
命影響生命」，願神祝福我們身心靈壯健 !

鸞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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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2001年2月25日首次踏足長基家。

在提摩太團一轉眼已有七個年頭，當中經歷了許多苦與樂。

「難得聚舊」
美珍、美娟、慧明、超人、立群夫婦、見文夫婦、Ada、歐陽、阿謝、阿勇都是

多年前相識的、竟然可以在長基家重聚，總算是有緣相聚。

「新相識」
Mabel、阿燕、慧貞、娥姐、月嫦、惠玲、俊華夫婦、文威夫婦、東偉夫婦、二
姊妹、鸞鳳、明筠、還有新到的朋友陸續有來，當然唔少得的是牧師、師母、習

庸、Irene、阿美、阿鳳、海恩、潮基等，令我人生路上增添不少色彩。

「金蘭姊妹」
美娟、月嫦、慧明、我和愛中感情深厚情同姊妹。雖然大家姐離世，但當中她帶
給我們歡樂，更讓我們明白珍惜身邊所有，愛護關心不認識的朋友，培養自己做
個堅強獨立的人，堅決跟隨主…… 她都一一為我們作好榜樣。大家姐，我們懷

念你！

「重新」
2005年的年三十晚，我興高采烈地把決定信主的消息告訴愛中弟兄，並在電話
中由他帶領我認罪悔改。2006年12月24日終於可以受浸重新。高興的是可以和

大家姐同時領受神的恩典！

提摩太十周年了，當中我們都一起參與，共同經歷。

但願提摩太團聽障弟兄姊妹日益強大成長!

但願我們都以基督為我一家之主！

何玉

 

若然沒有你，朝暉將不可得再現；若然沒有你，清風也不可再吹；若然沒有
你，世界將充斥了惡事；若然沒有你，世界再不可有愛。若是沒有神，這世界
會消失盼望；若沒有神大愛，又怎可走過傷心苦痛的歲月。若然沒有你，這生
將找不到意義；若然沒有你，根本也不可有我。

執筆時心中泛起「若然沒有你」這首詩歌。開初在提摩太團事奉，也不曉得團
友很喜歡唱詩。從前我會問：怎能？現在我告訴你，怎麼不能？神在你們心中
泛起祂的話語、詩歌，使你們在人生很多很多崎嶇的歲月裡，一手牽著神的手
穩步走過。

感謝你們，容讓我與你們走過一段難忘的路。第一次無聲旅行（心裡慌張，外
表仍強裝鎮定）、崇拜指著讀經唱詩（仍無法想像你手怎能跟得上主席這麼快
的速度）、一起禱告（禱告時還不懂下句手語怎樣打）、邊吃午飯邊看邊打手
語（異能一般）、激烈辯論（你發怒，我叫你放慢一點，只因我未看清楚你說
什麼不開心）、主日學（越教才了解你們的需要）、陪伴安慰探病（沒有手
語，緊握著手已表達了關懷）、彼此安慰（抱抱肩頭已足夠）、栽培（你們的
熱誠激勵了我，也是我的驕傲）。我說你們一手牽著神，另一隻手就牽著團
友、導師和牧者前行。

感謝神，讓我有份栽種、澆灌提摩太團（哥林多前書3:6-9），很高興跟大家，
特別是職員、導師一起牧養事奉。我十分驕傲，能在提摩太團十年歷史參與其
中六年，你們就是我的薦書，在神面前顯出你們成長的果效來。願神使你們靈
命長大成熟，得著賞賜。

主僕
李習庸傳道

二零零八年三月
提摩太團十周年誌慶

在李傳道的歡送會上，從他手中領取成長

八課的畢業證書，真是難忘又興奮!感謝主

賜我們盡心的傳道，也多謝你(李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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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keitotimoth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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