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芊女士
訓練及獎章委員會 委員(2016-2020)
第38分隊 隊長(2006-2010、2013－2018)
第38分隊 副隊長(2000-2005、2010-2013)
第31分隊 副隊長(1999-2001、2018-2020)
第31分隊 見習導師(1998-1999)

王家輝牧師

人事小組 委員(2018-2020)
執行委員會 委員(2001-2003、2009-2017)
宗教教育委員會 主席(2004-2009)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之友有限公司 委員(2009-2017)
第31分隊 隊牧(1999-2001)

馮珮琪女士
執行委員會 委員(2016-2019)
程序委員會 主席(2016-2019)
程序委員會 委員(2000-2002、2014-2016)
訓練及獎章委員會 委員(2004-2011)
第10分隊 副隊長(2002-2005)
第10分隊 準委任導師(1999-2002)

陳淑薇女士

執行委員會 主席(1998-2000、2010-2012)
執行委員會 副主席(2009-2010)
執行委員會 義務秘書(1996-1997、2002-2004)
執行委員會 委員(1997-1998、2007-2008、2019-2020)
拓展委員會 主席(2008-2010)
拓展委員會 副主席(2019-2020)
拓展委員會 委員(2013-2019)
程序委員會 主席(2004-2007)
訓練及獎章委員會 委員 (1994-1996、2000-2002、2009-2010)
發展委員會 委員(1996-98、2006-2007)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之友有限公司 委員(2006-2007)
第46分隊 顧問(2001-2005)
第46B分隊 隊長(2015-2017)
第46B分隊 副隊長(2005-2012、2013-2015、2017-2020)

2022年為G.B.60周年，G.B
推出3年計劃，今年以「回
顧主恩」 為重點，推動分
隊一起數算在G.B. 經歷上
地址：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志樓地下一室
帝的時刻！感謝5位得獎者
電話：
(852)2694 9321
的回顧分享！
WhatsApp： (852)6501 7226
傳真：
電郵：
網址：

(852)2602 7663
hq@gbhk.org.hk
www.gbhk.org.hk

印刷量﹕3000份
編輯及設計﹕黎念恩
編審﹕林敏怡、石婉青
gb_hongkong

人物專訪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榮譽會牧(2008-2020)

年度
2019-2020
、 25
、 30
年導師年章得獎者
20

李炳光牧師

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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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光牧師
我在英國參加基督少年軍的活動時，遇上英
國基督女少年軍(下稱G.B.)的年度大會操，
當地隊員穿著整齊制服的英姿令我留下深刻
印象。回港後，某年收到擔任香港G.B.周年
大會操嘉賓的邀請，認識香港的G.B.，非常
欣賞G.B.的宗旨：幫助少女建立自律、虔誠
與責任感的品格，體現豐盛生命的真義、並
成為基督的跟隨者。所以就開始在G.B.當中
服侍。
(下稱李牧師)
30年年章得獎者

面對現時的社會狀況，作為長期服務青少年
的領袖，你會如何回應？
我認為我們應該了解年輕人、關心年輕人、明白他們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與他們同行，就可以打破兩代的鴻溝、隔膜。我
們要努力溝通、互相了解，因為年輕人需要成年人的栽培，年
輕人應該從成年人身上獲取經驗，促進社會和諧。我們這些做
青少年工作的機構，或制服團體應該向此目標，努力發展，繼
續工作。

在五十八年的事奉中，有沒有影響你特別深的人？
五十八年真的不是一個短的時間，當中影響
我的人很多。不過，影響我最深的就是我的
羊群、我的教友及一眾弟兄姊妹。因為我相
信，我牧養群羊，群羊亦牧養我。他們對我
的愛，實際上反映出他們對上帝的愛。這些
人影響我最深，能讓我堅持我的工作。

在我加入G.B.的時候是中一
，那時候被G.B.漂亮的制服
吸引了！ 所以就加入了G.B.
這個大家庭！想不到，加入
了後，更令我整個求學時期
改變了不少。除了可以認識
到不同年級的姐姐，亦透過
不同的活動接觸到其他的制
服團隊，令自己的眼界大開。
馮珮琪女士
(下稱KK)
20年年章得獎者

加入G.B.是很偶然的機會。當時剛回香港，
認識當時G.B.總幹事姚永昌先生，他是我教
會的弟兄。他邀請我協助G.B.一個國際營會
，當中的一個訓練課。在此營會認識到來自
不同國家的G.B.導師，發覺她們很不同；內
心有喜樂，願意與他人(包括不太認識的)分
享，尤其是她們生命的見證。
在此營中認識了從新加坡來的MS.HEE，她那
份投入和對G.B.的委身，令我敬佩。我覺得
從她身上看到神大能的工作。就此之後慢慢
開始認識G.B.的事工，一做就25年了！
陳淑薇女士
(下稱Pearl)
25年年章得獎者

為什麼加入G.B.？
在1998年，我正式擔任中華基督教會合一
堂九龍堂堂主任的崗位。當時碰巧G.B.正
在積極拓展新分隊，故此在同工的介紹下
，我認識了當時的總幹事姚永昌先生。經
過教會的商討和邀請有負擔的姊妹擔任導
師之後，結果第三十一分隊便在1999年成
立，而順理成章我亦成為分隊的隊牧。
雖然後來因為調任至另一堂會服侍，但我
仍然跟G.B.保持密切聯絡，故亦獲選成為
多屆的執行委員。見證G.B.總部從沙田禾
輋邨遷至現時的油塘高怡邨、見證G.B.註
冊為有限公司（慈善團體）。現時雖然不
再擔任執行委員，但仍然參與人事小組的
工作。
王家輝牧師
(下稱王牧師)
20年年章得獎者

約20年前，因為教會開辦一
隊新分隊，期望有年輕的少
女可以在分隊中成長加入教
會，為教會增加新的成員。
因此我為協助籌辦新分隊，
受訓成為G.B.導師，這也是
其中一個成功轉工成為「老
師」的原因。
柯芊女士
(下稱Candy)
20年年章得獎者

陳淑薇女士
在G.B.擔任過的許多崗位中，
最享受或最有成功感的侍奉是?
的確很多崗位都擔任過，不過最喜歡仍是做「老本行」：就
是做培訓。我比較喜歡接觸人，也很想把自己學到的教授他
人。我相信最有感受的就是在分隊內與隊員一起，陪伴她們
成長。她們就好像自己的女兒一般。當然，成長中也有改變
的，拓展的工作也在不斷的學習。有時認識到新朋友又能支
持到G.B.的事工，也令我感到恩惠的。

認為現時的G.B.最大的變化是?
最大的變化就是年青化。我們年長的就要退役了！年青導
師也要學習承擔總會的工作，繼續G.B.的使命。另一方面
，社會變化是很急速，G.B.也要趕快的追上時代的步伐。
可能需要有很多創新的事工，令G.B.更有發展。

王家輝牧師
為甚麼會長時間委身在女性為主的機構(G.B.)服事？
起初我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在G.B.有這麼長（逾20年）的服侍，不過我
看見一群熱心愛主的姊妹，經歷由Girls到小領袖， 以至擔任隊長、
導師等的職份，更加有投入不同委員會的服侍，這樣委身的參與令我
非常感動。亦是這個緣故，驅使我樂意與她們同行，在她們身上繼續
學習怎樣忠心事奉神。

在G.B.的經歷有沒有影響信仰路？
G.B.在人事上的轉變實在給大家很多的挑戰。然而，我
們看見上帝的信實始終不變。有些同工雖然離開了崗位
，但仍然保持相當好的關係，只是轉變了服侍的角色。
新的同工加入也是帶著極大的熱誠和負擔，希望幫助女
孩子在信仰和生命上有成長，建立她們服侍和跟隨主。
上帝在不同的時間也揀選和呼召祂所用的人，這也給我
很大的鼓勵。

柯芊女士
為什麼在忙碌的家庭及工作生活中仍願意在G.B.中服侍？
有很多原因令自己願意在G.B.中服侍：
a. 第一個是見證女孩生命的改變帶來的滿足感。女性的成長
很多時候需要有一位「同行者」，陪伴她們面對自己生命的變
化、克服自己的弱點和讚賞她們的成就。我可以在分隊中見證
隊員的轉捩點，有一種特別的滿足感。有一些隊員已然由教會
、社區中心或學校分隊成長後，成為今日不同G.B.崗位成員中
，能見證她們的成長，感到非常欣慰。
b. 珍貴的「拍擋情」。我經常會提到在自己分隊中最珍貴的是導師之間的「
姊妹情」，自己很感恩由實習階段的社區分隊、教會分隊和學校分隊，我都遇
到和自己性格很配合的導師，有些仍然是自己生命中的摯友，也是同事之外的
好姊妹。每一位導師都有不同的性格，甚至在她們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
很值得自己學習。

牧養隊員的過程，有甚麼難處和心得？
由於以往廿年的導師生涯中，有一半以上在學校分隊事奉，又有部份時間在教
會分隊中事奉，實在體會到兩種分隊的運作、需求和難處都不同，所以深深明
白總部在推廣活動時的困難。
其次是今日的年青人，無論在學校學習、個人興趣和家庭生活上都非常忙碌，
願意投入制服團體的女孩不多，每一位隊員都非常珍貴。因此作為導師的我，
很期望每個週會，令隊員都有所獲，生命有所反思。

馮珮琪女士
在G.B.當中最難忘的片段？
在G.B.當中，從深資組一直到自己成為導師、副隊長、委員會委員、主席...
很多片段都好深刻...
最難忘的應該是，在我還是訓練及獎章委員會委員的時候，我帶著一班小領袖
去試行山徑，讓之後綠徽考章過程更順利，可是那天天氣不是太好，而且剛巧
前一天也下著大雨，我們一直走的路都很濕滑，當時的我心裡真的好害怕，但
表面上又要表現鎮定(我可是帶著一班年紀比我小的小領袖喔)，當時心裡不斷
祈禱求神保守，我們走著走著還迷路了呢！最後我們幾經艱難，半走半滑下山
才能找到路離開...那天的經驗真的畢生難忘！ 但也因著這
次的經歷學會了在危急時要保持冷靜，及給信心予同行者的
重要。

G.B.生活如何影響信仰和生活態度？
在這麼多年的G.B.生活中，讓我感受到群體生活的重要性
，在當中學會了靠著神得力，因為G.B.是一個讓你可以從
團隊中合作而互相學習的羣體，從而影響了我以後的工作
態度及待人接物的技巧。

在G.B.當中的日子，
有沒有什麼學習，或感恩的事？
李牧師
感恩的事有許多，但當中最感動的莫過於看見隊員的成長。從小
女孩，到貢獻社會，並且繼續參與G.B.的事奉。最難得的是，有
隊員透過參加G.B.認識主耶穌，有生活上的改變。
Pearl

王牧師

Candy

有很多學習，G.B.也幫助我成長，尤其是在倚靠神，與神親近，
令我明白到神話語的寶貴。透過G.B.也令我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如何去改善，作神兒女的準備。感恩的是看到仍然有很愛G.B.的
導師為G.B.事工而努力。神從來沒有輕看每一位G.B.成員，成為
一份子是我的恩典。當然在分隊中能將女孩子及其家人帶到神那
裡更是我們的福氣！
G.B.有十分清晰的宣教使命和服侍心志，這也是我非常認同的。
在我的信仰和事奉之中，同樣是我確信不能缺少的元素。還記得
有一年我和其他的執行委員和導師帶領一班Girls 到柬埔寨進行
宣教體驗，並為當地開設分隊而做些準備功夫，那趟旅程看見一
班小女孩的轉變，實在感恩，也常令我回味當中的經歷。
我相信在任何崗位的事奉中，都必須要不斷學習和經歷神的功課
。前一年由學校分隊轉到教會分隊，體會到教會分隊和學校分隊
在運作上有明顯的不同，我相信每個崗位都有可學習之處，更期
望自己設計的週會可合乎分隊隊員的需要。

KK
很感恩我有機會成為G.B.一份子！很感恩在我的生命路上能透過
G.B.令自己變得成熟，而且學到很多在課本裡學習不到的事。
雖然，G.B.並沒有其他的制服團隊般有龐大資源支持活動或推廣
，但正正因為資源有限，我們更懂得去學習如何有效地善用資源
及分配人手。我曾經歷過分隊增長最旺盛的時代，也經歷過G.B.
低潮時，當中我們也有灰心過失望過，但神總在適當的時候給予
意想不到的驚喜！感恩神總讓我們能在G.B.學以致用！

G.B.將踏入60周年鑽禧，但年歲不是
最重要，質素才是。如人一樣，我常
常提到人的生命不可以年齡計算。六
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無論如
何，都要檢討自己，六十年來，有否
浪費時間？慶祝周年紀念，重要的不
是慶祝活動，而是回顧過往，反省現
狀，展望將來。究竟將來，G.B.會產
生甚麼變化？在時代轉變中應擔任甚
麼角色？這是周年紀念的重點，希望
G.B.能繼續努力。

G.B.快到60年了，在過往經歷
高高低低，但神一一都保守。
我深信我們要「先求衪的國和
衪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馬太6:33）只要我們與
神建立良好關係，衪必指引我
們的路！盼望我們一起努力，
為神的事工出一分力！

Pearl

李牧師

給大家的勉勵說話
KK
王牧師
雖然我們人數不多，但我
深信，每一個G.B.隊員或
或者按人的標準（論同工 導師都很特別的，你們都
人數和分隊數目）G.B.只 有自己的長處，希望你們
是一個細小的機構，但從 能在團隊裏好好發揮，互
天國的使命來說，G.B.一 相補足，讓大家看見我們
直也認真承擔和實踐。最 人少，但我們都是最精英
重要是當中有許多忠心的 的一個！期望G.B.繼續發
姊妹（也包括弟兄）在其 揮愛神愛人的精神，去感
中默默的付出。正如聖經 染身邊的人，去感染社會
上記著「所求於管家的， ，讓社會更有正能量！加
是要他忠心」（林前4:2） 油喔！G.B.!
，G.B.在忠心這一點上時
刻不忘！

Candy

我常常記起以前有位
團契導師曾說道：
「我們不可懷念自己
事奉的日子，更沒有
辦法保證以後都會有
機會事奉，我們只可
為今日仍然有力事奉
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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