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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週末午間，在附近的公園，見到一

位外籍母親正在鼓勵約三歲多的兒子用扶手

助行器學走路，右腳穿着金屬架，鞋弓亦附

有「金屬件」，右邊的踭還厚了點的，有時

兒子纏着母親不想步行，母親卻千方百計鼓

勵他，叫他不要拖着右腳，要右腳一步一步

踏前，很有很有耐性的，後來在回頭時在另一個角落見她倆，兒子在手推車上，與

別的母親及其他行動自如的小孩在一起。

　　這陣子想起今期月報的「同路人」，寫一些有特別需要的青年人，無論是生理

上、心理上，或是其他方面如處境上的，很需要有相陪同路的人。正如這位外籍母

親，要陪伴這個小孩子成長，就非一天一天的踏上，一天一天的付上不可了，在這

位母親的心裏，當然希望將來兒子能用自己雙腳走路，所以現在的誘導幫助，同伴

同路很重要，而且很明顯，在可見的將來，甚或相當長的將來，仍要陪伴同行。

　　這位母親必然是主要的承擔者，來自「家人」的同路人，另一個場景，就是回

頭時見到這位小朋友與其他小朋友在一起，是另一類的支持者，支緩的同路人，這

也十分重要的，這些小朋友及姨姨們，所流露的接納相處，同樣會給與這小子很大

的幫助。這兩幅畫面，看在心裏，很有感受，還記得當他們的笑聲在我後面漸漸遠

去，心裏不期然作了個簡短感恩及交託的祈禱後就離開了。

　　今期有家長為我們分享，如何與有特殊情況的兒女，多年來的同路；我們亦想

到，青年人的其他「需要」，包括如何「重回正軌」，又或是因不同的處境，引致

得不到應有的照顧，甚至需要重新被建立。特別在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個人很容

易變成孤島，那些還在成長期的青少年就更容易迷失，或感到得不到關心。這些「

另類」事工，更非一天半天可以見效，作為信徒的我們，願意關心嗎？我們又可以

如何參與、介入，成為他們的同路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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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畢業後，我一直在教會服事，
三十七年來陪伴過許多弟兄姊妹走過人
生的高高低低。然而，我和師母麗容也
曾面對信仰和現實生活的衝擊，它們沒
有把我們的信心打沉，反而令我們信心
加增，並且更真實地體會上帝在我們生
命中奇妙的計劃。

上帝賜下的小天使
	 三十一年前，我和麗容懷着興奮的
心情迎接小生命的來臨，怎料剛誕生的
兒子被驗出患了唐氏綜合症，聽到這突
如其來的消息，我們感到很難接受，我
問：「上帝啊！為甚麼我忠心服事祢，
但是我的小朋友會得着此症？是否因為
我得罪了祢，許多事情做得不好？」上
帝沒有即時給我們答案，卻讓我們逐漸
看見衪的心意，由起初很難接受這個「
噩耗」，直到今天由衷地把兒子視為我
們生命中的「小天使」，其中的經歷不
能在此盡錄，只能簡略分享一二。　　

突破歧視塑造兒子
	 能夠有這個改變，也許與我修讀
輔導課程有關。兒子出世以後，為了處
理這經歷帶給我的震撼，我決定報讀了
輔導課程，希望重新整理我的生命和事
奉；透過課堂的學習，我開始更認識自
己，同時更懂得如何接納這個孩子。

當然，家人和弟兄姊妹的支持，也給我
們力量面對和克服照顧孩子的困難。此
外，適逢當時麗容事奉的教會有位姊妹
向我們介紹一個關於照顧有特殊需要兒
童和家長的訓練課程，讓我們得着適時
的幫助。加上上帝透過祂的話語給我們
的安慰，我們越深相信建立兒子是刻不
容緩的使命和責任，所以我和麗容嘗試
勇敢地突破別人對兒子的眼光。鑒於當
時社會的氣氛和文化，一般父母大多羞
於公開家裏有個唐氏綜合症的孩子，莫
說帶他們在公開場合出現，因為害怕
別人藐視和奇異的眼光，（曾經有社工
邀請我們夫婦去開解一對新生父母，男
的以離婚作為威脅，要求母親放棄初生
的唐氏兒子，這是一個可悲的真實故
事）；可是，我們卻立志把兒子看成正
常的孩子；所以從小開始，我們無論到
哪裏，都是三人行，在兒子面前，我們
常常對他說：「我們三個人一條心。」
「爸媽是你的大天使，你是爸媽的小天
使。」「自己的事自己做。」除了常常
說：「我愛你。」每一天，我們總來一
次家庭擁抱（FAMILY	 HUG）。今天，
他已經三十一歲，由於我們不斷正面和
積極地建立他、教養他，甚至訓練他做
家務，每年一定帶他出國旅行，讓他見
識不同和新鮮的事物，因此，他比一般
唐氏綜合症的人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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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則建立靈命　
	 也許你以為我們作為牧者，受過
多年神學訓練，也擁有長時間牧會的經
驗，我和麗容一定花盡心思、方法幫助
兒子在屬靈生命上成長。其實，我們重
視的是身教（Modelling）；我們沒有
刻意進行家庭崇拜，只是每天早上我們
個別讀經、禱告、靈修，吃飯前為大
家、為別人、為教會代禱，我們從不忌
諱地分享難處、憂慮，也不隱瞞內心的
喜與悲，遇到難處時一起抱頭痛哭，快
樂時大家擁抱開懷大笑。就是這樣，他
耳濡目染，學會讀經、禱告，甚至勇敢
地公開領禱，表達真我，有時他更會模
仿我在台上講道和祝福祈禱。我感恩的
是，原來父母的生命，一言一行和榜樣
（being）比起方法和要做的事（doing）
更重要，它們更容易深深印在孩子的小
小腦海之中，他對天父的信心，對別人
的關心比作為牧師的爸爸還要純真、更
有力量。

信心操練事奉轉化　
	 回望過去，他彷彿是上帝派到我
們家中的小天使，讓我和麗容切切實實
地學習信心的功課，雖然我們為照顧他
經歷不少困難，當中對上帝的信心不是
紙上談兵，而是每天的操練；因此，我
們對上帝的信心變得更實在、落地的，
直到今天，我們仍要倚靠上帝去繼續經
歷照顧這孩子。除此之外，我更看見上
帝透過他把我改變，比起從前我更懂得
體察弟兄姊妹的需要，講道時不再只說
教或屬靈術語，而是多了一份同理心和
同情，我們的經歷也鼓勵了許多弟兄姊

妹，幫助了許多婚前、婚後的弟兄姊妹
認真思想生兒育女和管教子女的問題；
這孩子誠然是上帝放在我們人生中的導
師，與其說是我們養育他，不如說是上
帝透過這個唐氏綜合症的兒子教育他的
爸媽。
	
後話
	 當我們為他改名字的時候，想到
舊約聖經的迦勒，我們希望兒子好像迦
勒一樣，就是到老仍抓緊上帝的應許，
不言放棄，勇往直前，於是Caleb（迦
勒）便成了他的英文名稱，因為我們希
望他的將來能夠成長自立，於是替他改
了一個簡單易寫又有意思的中文名字，
「希立」。沒想到，有一天我靈修讀到
大衛勇士的名單，驚訝地發現「希立」
原來是大衛的一個勇士（撒下二十三29
；代上十一30）。原來一切不是出於偶
然，儘管是一件令我們難過的經歷，背
後卻有上帝的心意和目的；我們沒有埋
怨，卻添了滿滿的感恩，因為上帝看重
我們，把希立放在我們的生命中，成了
我們的祝福，也成了許多人的祝福；去
年暑假，我們帶着希立在內地培訓牧者
和教會領袖，有一位牧師親自走來對我
們說：「你的兒子雖然沒有站台，卻成
了好幾位心力交瘁的牧師的祝福；他們
說：『看見你們的兒子，我們的生命便
得着了釋放。』」
	 希立口中的爸爸是「大丈夫」，天
父是「天上的大丈夫」，希立是我們生
命中的小天使。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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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源於內心的一種未實現的渴
求，又或是期望等待的實體，要創造夢
想達成目標必先定下路向。但路真是人
行出來的嗎？

	 這話當然正確，正如魯迅在《故
鄉》中所說的一席話：「我想：希望
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
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靠自己認清目標、
努力不懈且排除萬難，「路」，自然而
然地浮現出來！但人生路上可謂荊棘滿
途，就算能過五關斬六將也未必可尋得
理想和目標！但當志同道合的人朝着同
一方向奔走時，路的雛型便很快地顯露
出來，甚至在途中亦能互相扶持、互補
不足，可見同路人是不可缺少的。您會
發覺在生命不同階段中出現了無數的同
路人，有好、有壞、有短暫、有歷久、
有破壞、有建設，成功與否則視乎您怎
樣去選擇同路人。

	 以上各式各樣的同路人在筆者生命
上除了曾經同行外，還在旅途中留下了

深深的足印。

	 中一階段時，足球、籃球也極為喜
愛的我在校內不斷尋找同路人組隊，為
的是期望能代表學校出外應戰，在口甜
舌滑和半威迫下，終於組成了集足球、
籃球於一身的隊伍，而各人也被我那股
熱情的影響變得不再無所事事，日練夜
練向着同一目標進發，那時不單在球場
中互相幫助，私下更成了一群知心好
友，日常生活艱苦喜樂確實無所不談，
雖則從未勝出任何賽事，但那段日子就
讓我體會到甚麼是好的同路人。

	 但到了中二時，事情就戲劇性地扭
轉了，可能因為練來練去都未能獲勝，
感覺沒趣，加上自己貪玩任性，落球
場已不是練波了，而是聯群結黨四出生
事。適逢一眾無知男孩相遇，在任意妄
為驅使下我們有着同一目標，勢要在黑
道上闖出名堂佔一席位，墮落的日子亦
由此而生。有次同門遭另一社團中人埋
伏，被襲得頭破血流，幫會高層因面子
問題便隨即發佈復仇密令，還在一眾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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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中揀選了我作首席統籌，傻愣愣的我
即時目瞪口呆！心想與那被襲的同門只
見過兩三次，談話亦不足十句，更何況
此人雖無過犯，但面目可憎呢！「點解
要幫先？」但高層不但強烈譴責，還嚴
正地訓示：「曾立誓為生死與共的同路
人豈能各家自掃門前雪呢？若有違背入
會誓言，必遭家法侍候，千刀萬斬確實
在所難免！」在那威迫利誘的處境下，
我有得揀嗎？惟有言聽計從就範了。那
次幸好沒有弄出人命，只是被捕並控告
傷人和自稱黑社會成員，最後還因證據
不足而撤銷控罪，實在僥倖。正所謂大
難不死必有後福，加上身邊的魔鬼同路
人不斷奉承吹捧，高層亦大為讚賞且「
加官晉爵」，試問一個入世未深的男孩
子又怎能敵擋那份虛榮呢？往後的日子
不用多說大家也猜得到了。

	 有建設的同路人不單能影響生命發
展，還可協助你把目標拉近，讓追尋夢
想的過程比較輕鬆一點，但又有幾多個
能成為你的同路人呢？而我卻是幸運的
一位。

	 當年在福音戒毒中心被迫訓練後回
歸社會初期，日子可謂非常艱難，沒有
人會相信一個吸毒多年、大話連篇、無

惡不作的黑社會份子可回頭是岸重新做
人。每日所遭受的只是白眼和不信任，
親朋好友亦敬而遠之，唯獨一群剛相識
的基督徒敢膽加以關懷並作同路人，他
們那份愛心和支持，使得我對明天還有
希望，被福音逐漸改變的我開始穩步重
生，不但完全脫離舊惡還成為了多位期
望逃出毒海的朋友之同路人，一起與毒
魔戰鬥。

	 有建設性的同路人在我現今生命旅
途上有着莫大的影響，當我困惱時，他
們會立時相助，孤單時會相陪開解互訴
心事，快樂時一同快樂，悲傷時一同悲
傷。另外，有些同路人在服務社會上同
心協力，多年來不分你我去幫助弱勢。
其實身邊有否好的同路人，除了是因緣
際遇外，也很視乎你怎樣待人處事，你
對朋友真，他們必對你真，你對他們有
機心，朋友對你亦無句真，那正是鐵一
般的事實。

（註：作者為2008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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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憎就係社工！」入行一年
多，聽得最多的就是這一句說話。
	 社工，從來都是一份吃力又不討好
的工作。而且，我服侍的群體是一班曾
因為犯事被捕，而要受社會懲罰的青少
年，工作就更是艱難。他們性格反叛，
十分有「個性」，甚至討厭權威；在他
們的手手腳腳上就不難發現一個個「動
物園」（因為紋身的圖案都是龍、虎、
錦鯉等）、粗言穢語就更是「家常便
飯」。不過與他們認識久了，你就會發
現這一班小子的內心其實跟一般青少年
無異；身上有幾多個「動物園」也好，
外面有幾多「兄弟」和「老表」也好，
他們都渴望被愛。
	 而上帝不但使用這一班青少年去見
證衪對服務的看顧，也讓我經歷衪的同
行，所以，我特別會稱這一班服務使用
者為「天使仔」。
	 讓我分享其中一位「天使仔」的故
事。他今年十九歲，認識他之前就知道
我將要面對的是一個脾氣暴躁，犯案纍
纍的孩子。每一次致電給他的家人，媽
媽都是流着淚哭訴他在外面打架，受傷
時家人有多擔心。所以，每一次跟「天
使仔」見面都懷着戰戰兢兢的心，不斷
去想「對於一個黑社會的活躍份子，作
為他的同行者，我究竟可以做甚麼？」
。然而，我的同行計劃宣告失敗，「天
使仔」再一次因為黑社會的案件被捕。
當時我既難過又氣餒，那份無力感即時
湧上來。

	 「天使仔」保釋後，需要開始準備
之後要上法庭。這段期間，和他經歷了
很多不同的片段，如家訪、個別見面和
上法庭等等，不但跟他建立了互信的關
係，也令他認識一班支持他的同行者，
喚醒他那一份一直想改變的心，令他再
次思考自己過往走過的路和真正的目
標。現在，「天使仔」在宿舍重新拾起
放下多年的學業，相信了耶穌，不時用
聖經的說話鼓勵我，更立志成為社工，
幫助更多誤入歧途的青少年。
	 有時工作感到沮喪失意的時候，
我會想起身邊一班「天使仔」，也許他
們的生命仍然起起跌跌，但相信只要一
直不放棄的話，他們的生命終會有改變
的一天；就好像當天上帝不離不棄的愛
一樣。當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班「天使
仔」的同行者，我發現其實他們同樣也
是我的同行者。他們一句問候，一句表
達感謝的說話，一刻的改變，都成為我
工作上的祝福，也是上帝在更生服務留
下的佳美腳蹤。所以，讓每一個生命跟
上帝相遇，成為我工作的滿足感。
	 最後，引用作家Anaïs Nin 的一席
話“You	cannot	save	people,	You	can	only	
love	 them.”社工不是救世主，不能把人
從黑社會裏拯救出來；然而，上帝先愛
不完美的我們，使我們有能力去愛一班
在社會上被喻為「壞孩子」的人，相信
終有一天「天使仔」們會被那份「愛」
感動，在我們同工的身上親眼看見上
帝。

梁雁婷（基督徒社工）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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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孤單寂寞的感覺，有時使人恍如墮
入無盡的黑暗之中。假如，你在少年時
期忽然失去家庭的支援，須離開原生家
庭住進院舍；假如，你在院舍遇到的陌
生人，願陪你走過一段孤寂路；假如，
那個陌生人在七年來付出如親姊般的關
懷……
	 可兒如其他「大哥哥、大姐姐」一
樣，從做助養人開始認識播道兒童之家
（下簡稱「兒家」），後來與教會的朋
友一起擔任本院活動的義工。做了一段
時間義工後，可兒姐姐向兒家的前院牧
道出她想陪伴少年人同行的心志：「我
在破碎的家庭成長，小時候總覺得母親
對自己不好，中學有四年時間到英國讀
寄宿學校，從而明白集體生活的局限。
如果我有機會接觸少年人，與他們分享
自己成長的掙扎，說不定可疏導他們的
負面情緒。」

化不幸為動力  關懷由心出發
	 接觸兒家之前，可兒姐姐說她本屬
九型人格中的「第三號」–實踐型，以
達成目標為首要任務，理性遠勝感性。
只是，她向上帝祈求擁有多些愛心，頓
使她變得感情澎湃，對與她成長經歷相

似的孩子感受尤其強烈；後來她認為，
與其坐著哀悼自己的不幸過去，不如把
感受化作關懷別人的動力，於是開始關
心弱勢兒童。
	 在前院牧的撮合下，可兒成為了
紫晴的「大姐姐」。除了帶紫晴返教會
外，可兒姐姐偶爾為她補習，後來還接
她到自己家共度周末，讓她享有其他孩
子般在家的休閒感覺：「我懷孕的時
候，常常不舒服，沒有為紫晴做甚麼，
她到來依舊上網、溫習而已。」

支持貴乎中道  良性互動可行 
	 在有心志助人以外，可兒姐姐還修
畢輔導碩士學位，現時更在為輔導學博
士學位努力中。儘管接觸過多種輔導理
論，可兒始終偏好讓受助者自行選擇。
她承認，在關懷紫晴的過程中有時也心
感矛盾：「我有時很想從自己的角度出
發，告訴青年人應該怎樣怎樣做，以避
免她走冤柱路。然而，我更加相信，青
年人有他們的責任去選擇；因此，我
會小心平衡，在建議和支持中間找平衡
點。」
				這七年來，可兒與紫晴的互動，並非
無風無浪，彼此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刻。
但可兒姐姐看到，一般孩子能輕易經歷

周燕珊（兒童之家資源發展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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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譬如說「赤腳在地板走走，看來是
理所當然的事，對院舍孩子來說卻是件
奢侈的事。」而且，一句問候，一些功
課上的小幫忙，已像在深淵中燃起一盞
燈，足以令受助者重新振作。於是，在
助人的過程中縱然遇上困難，可兒姐姐
仍堅持與紫晴同行，持續關心她。

內外全方位支持  孩子學有所成
	 可兒姐姐小時候被遺棄、被拒絕
的成長經歷，今天轉化為祝福孩子的力
量。另一方面，「玉清慈善基金」近幾
年來皆資助兒家多名中學生的補習費
用，紫晴也是其中一名受惠者。
	 院舍外的有心人付出愛和支援，兒
家內的同工也會默默地支持孩子。在可
兒姐姐和多方的鼓勵下，紫晴在考試期
間會挑燈夜讀，兒家的夜班同事也陪她
溫習到凌晨一時，以示支持。
	 上述片段已成過去，紫晴數月前已
離開播道兒童之家，展開大專生活新篇
章。回過頭看，紫晴對關心和支持她的
人和事皆心存感激，當中尤其要感謝可
兒姐姐：「她的一些家庭聚會，也讓我
參與其中。」說起這些令人鉻感於心的
情深往事，紫晴開始哽咽起來，淚水幾
乎奪眶而出……

（本文曾刊載於2013年11月出版的《兒家院訊》

，由作者供稿。）

播道會彩福堂
誠聘活動幹事

教會辦非資助家庭服務中心，有志
信仰與服務結合管理「功輔班」，
負責基督少年軍，青少年及家長工
作等，需輪班，要委身。有社福機
構經驗或訓練更佳，學歷：中五或
以上。起薪點為$9,330，視乎資歷
及經驗 。 

申請請註明所屬教會、期望薪酬及
附履歷，寄彩雲邨長波樓地下112-
114，播道會彩福堂堂主任收，合
則約見，只供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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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毅牧師 (播道會港福堂、總會傳道部部員)

生生不息的佈道訓練：

成 長 的 階 梯

12

 耶穌在論及撒種的比喻時清楚指出，天國福音的種子在撒出去以後，
是會有不同的果效；有些種子因為遇上不同的攔阻，根本不能成長；即使
能夠成長，也不代表必然會結出豐碩的果實。故此整個屬靈生命成長的歷
程—從起初接觸福音，到接受救恩，生命被神改變，甚至被衪的愛激勵，為
衪作見証，以至別人從他的生命中看見神的作為之每個階段，也需要刻意
(intentional)的培育，加上神的恩典才能有百倍的收成。

 在過去的日子，蘇穎智牧師在培育信徒生命成長中累積了不少心得，
並轉化成為了恩福堂沿用多年，協助信徒成長之材料「恩福三寶」。這套材
料的特質是針對不同信仰階段之人的需要和處境，循序漸進地建立信徒的生
命。未信者為何需要福音？如何得着福音？若要有效地傳遞福音，也就必需
結合實際生活對這些問題作出清晰的回應。另一方面，接受信仰也代表以神
的價值觀更新固有的價值取向，為生命成長打穩根基，避免撒出的種子被飛
鳥吃盡、日頭曬乾。之後，當新的生命已建立牢固的基礎，就需要通過日常
的生活，把這生命展露於人前。總會傳道部聯同恩福堂在十月及十二月舉辦
之「恩福三寶」訓練，正是盼望能夠與播道會各堂會之牧長及眾兄姊一同勉
勵學習，讓我們對這信仰成長階梯有更好之掌握。

 作為堂會之牧者，我們多麼渴望信徒能夠生命茁壯成長，生生不息的傳
承信仰。新加坡聖約播道會資深牧師曾金發牧師曾指出這不單是主耶穌之命
令(commandment)，更是校準我們對神心意之焦點所在(alignment)。盼望我
們一同為信徒預備好土，為結出豐碩的果實而努力，使我們的生命更蒙神喜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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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謹訂於

主曆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假本會恩泉堂
（九龍城侯王道39-43號）
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按立本會樂泉堂傳道黃曉暉先生為牧師。
典禮由牧職部部長莫樹堅牧師主禮，

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牧師講道，總會主席馮志雄牧師頒發牧師證書，
並由莫樹堅牧師、陳黔開牧師、譚偉康牧師、何志滌牧師、
羅偉其牧師、郭文池牧師及李國樑牧師組成按牧團。

黃曉暉先生於建道神學院領受神學士及道學碩士，
並於2004年9月1日起加入樂泉堂事奉。

播道會總會暨樂泉堂敬邀各界人士觀禮，查詢請電2715	968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約

請 為 播 道 會 第 9 5 屆 年 會 代 禱
日期：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四日（週六）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主題：主必快來．作主精兵

講員：彭振國牧師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講師／本會鮑會園牧師神學叢書《大先知書》作者）

地點：播道書院
（將軍澳至善街７號，鄰近將軍澳港鐵站出口A，寶盈花園對面）

內容：分組討論、嘉許在本會長期事主之教牧、選舉執委部員、
就職禮、討論會務、機構報告

參加者：各堂信徒代表、播道會教牧、列席同工

請代禱！請踴躍赴會！



播道同工知多少

 2009年我在播道神學院畢業，並於
同年九月加入福泉堂事奉。從「播神」
接受裝備到全時間在福泉堂事奉，神讓
我認識到播道會的信仰、體制及不同組
織架構，讓成長於獨立宗派教會的我能
從中開闊了事奉的眼界，也透過神學院
師長及堂會同工的生命，激勵自己要靠
主作一個強調聖經與生命的僕人領袖。
	 過去四年多的事奉日子，感謝神為
我預備了和諧同心的同工隊伍，他們資
深的牧養經驗成為我的借鏡，也透過他
們的配搭和補足，讓我的事奉生命得着
幫助和成長。另一方面，感謝神讓我在
教會的福音事工有寶貴的學習和體驗，
特別是在推動肢體關心及參與差傳、實
踐佈道及栽培初信生命等等，讓自己不
間斷地在「事工」與「事奉」中作出
反思，謹記牧者乃是以建立生命為主為
要，而非單以完成事工為目標。
	 在個人支持系統上，除了同工的支

鄭嘉佩傳道
（播道會福泉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約五年

援和個人屬靈操練之外，感謝神賜我有
神學院同學及屬靈同伴的守望，還有同
是作傳道的姐姐亦是我很好的支持，她
那敬虔的生命成為我的榜樣，提醒自己
要分別時間定期退修，在神面前安靜、
檢視及重整自我，以致不會容易「耗
盡」，也不讓日復日、年復年的事奉變
得因循。
	 作牧養的職事確實不易，因為每個
生命都是獨特的，深深體會越事奉越發
現人的限制和不足，惟有神的大能和真
理才能更新及模造人的生命。求主幫助
我能在聖經和牧養技巧上持續裝備，實
踐「播神」的院訓：「你當竭力在神面
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着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也繼
續擴闊自己的宣教視野和體驗，培育更
多願意委身大使命的工人，回報神以愛
和恩典的揀選和呼召！





2014年  6月．141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
署理總幹事：陳文偉牧師
執行幹事：梁芬達傳道
文員：黃淑芳姊妹
會計（半職）：梁麗華姊妹
主席：張秀娟姊妹
副主席：楊啟泰弟兄

文書：陳姜倩雯姊妹
財政：林黃金鈴姊妹
董事：區敏耀牧師、劉業添弟兄、譚鄭綺雯傳道 、 陳鏡光弟兄、廖麗芬傳道
電話：(852) 27159683　傳真：(852) 2721309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十四樓
電郵：admin@efcchkomb.org.hk 
網址：www.efcchkomb.org.hk

神奇妙的作為—內壢播道會與我
　　當我們
的學院搬到
桃園時，我
正準備開一
門課：拓荒
植堂，這是
非常實用的
課程，不是
坐 在 教 室

裏就可以學會的，一定要有一個定點帶
着學生實際去經歷上課所教的。二十多
年前我曾在內壢做過四年的勞工福音事
工，心中想到拓植的地點就是內壢！
 在一個聚會的場合遇見十多年未見
的老朋友鍾惠屏牧師，我給她一份學院
雙月刊「基宣之友」，她看到我要開的
課程，立刻打電話告訴我，香港一位女
宣教士剛搬到內壢，準備在內壢植堂，
於是我就與許瑞芬宣教士聯絡，開始了
拓植「內壢播道會」的夥伴關係，更奇
妙的是當許姑娘提到當時差會主席郭必

鋒牧師，我不由得跳了起來，原來二十
多年前他在中壢播道會牧會時，我就認
識他們一家，後來我去美國富勒神學院
讀書又遇見他，他剛好讀完準備返港，
上帝的安排何等奇妙。
 三年的拓植在內壢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因我主要的事奉在學院，教會的
參與實在有限，週三晚上的禱告會除非
出國，幾乎都不會缺席，即使只有我與
許姑娘兩人，一起的禱告就有最大的力
量；主日沒有安排去其他教會講道，也
都在內壢播道會聚會，大部分每月一次
主餐禮拜由我主領，感謝神，不論人多
人少，服事祂一樣的認真，願神祝福內
壢播道會。

杜林茜牧師（基層宣教訓練學院院長）



1 本差會誠聘總幹事，負責帶領差會，以及聯合宗派堂會/機構發展整體事工。應徵者須具神
學學士或以上學歷、十年以上牧會及宣教經驗(經驗少於十年者也可申請，若合適，會考
慮被聘用為執行幹事)，對差傳有負擔，有隊工合作精神，中、英文良好。熟悉差會/宣教
工場/香港教會/播道會宗派事務尤佳，本會會友優先。待遇依本會同工薪酬表。有意者請
具履歷及近照來函本會(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樓，請註明申請總幹事)或電
郵至recruit@efcchkomb.org.hk應徵，合則約見。查詢請電2715-9683陳文偉牧師洽。資
料只作招聘之用。

2 吳偉強牧師及吳王美珍師母差遣禮已於 2014年 6月 1日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舉行。
吳牧師及師母於本年一月加入澳門宣教的團隊為候任宣教士，期間為他們的述志期，須籌
得足夠款項才能正式轉任為宣教士，全職投入澳門成人教育中心之事奉。請繼續禱告記念
其經費之籌募、在澳門之事服以及適應。

3 差會將於7月1日全日及7月7至8月18日逢週一晚上假播道會太古城堂舉行《把握時機》宣
教生命課程。今次課程統籌是前董事楊曾蕙雯女士，並邀請了幾位資深牧者及宣教士擔任
講員。歡迎對差傳有負擔、有興趣、認識更多或尋求神心意之弟兄姊妹報名參加。港幣
1,000元。截止報名：6月17日或額滿即止。查詢及報名：梁芬達傳道電話：2715-9683。

4 為動員有志的肢體參與大使命，差會正招募短期(一個月、半年或一年)同工作宣教體驗之
事奉，分別於日本、台灣及澳門作牧職及神學教育的支援。同時，日本工場需要教授英
語的老師。另外，「創啟地區」需要「書室義工」。對以上工場有負擔者，請致電2715-
9683與本會署理總幹事陳文偉牧師聯絡。

5 在2014年有多個宣教士單位將回港述職，若堂會有意安排宣教士分享及負責專題，可致電
2715-9683 與本會聯絡。許瑞芬姑娘（6-9月）、楊鳳儀姑娘（6-9月）、董彩萍姑娘（14
年11月至15年1月）。

6 差會下次月禱會將於6月23日(一)晚上8:00-9:30在差會舉行。請預留時間參與禱告服事，
為各宣教工場警醒守望。

差會消息

播道會香港差會
二零一四年四月份收入支出報告

本月收入 : 本月支出 :

本月盈餘  /

( 虧損 ):

1. 差會本港事工費 : 144,577.44 114,362.85 30,214.59

2. 宣教士費用 : 405,353.90 604,887.17 (199,533.27)

3. 宣教工埸費用 : 19,700.00 28,639.40 (8,939.40)

4. 澳門教育發展基金 : 13,800.00 1,380.00 12,420.00

5. 新工場發展基金 : 0.00 0.00 0.00
本月結算 :  583,431.34 749,269.42 (165,838.08)

** 一切數據以年度核數作準 **

播道會香港差會
二零一四年四月份收入支出報告

本月收入 : 本月支出 :

本月盈餘  /

( 虧損 ):

1. 差會本港事工費 : 144,577.44 114,362.85 30,214.59

2. 宣教士費用 : 405,353.90 604,887.17 (199,533.27)

3. 宣教工埸費用 : 19,700.00 28,639.40 (8,939.40)

4. 澳門教育發展基金 : 13,800.00 1,380.00 12,420.00

5. 新工場發展基金 : 0.00 0.00 0.00
本月結算 :  583,431.34 749,269.42 (165,838.08)

** 一切數據以年度核數作準 **

戶口更新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由2014年7月1日起本差會之銀行戶口更新為：
上 海 商 業 銀 行 3 3 7 - 8 2 - 0 7 3 5 0 - 3



6 月 份 感 恩 代 禱 事 項 ：

＃以上乃各宣教士代禱需要的節錄，代禱信全文可於差會網頁下載，或致電差會索取。

使命人生建造計劃：凌雅芝宣教士
1. 為《播道行2013－同心童行》合共為澳門播道成人教育中心籌得港幣一百四十餘萬(扣除開支前)感

恩！請記念幼兒教育及青少年補習服務之開展。
2. 為到「使命人生」與美國播道差會(ReachGlobal)、泰國OMF宣教團隊、以及澳門基督教聯會等未來

於各工場有緊密合作感恩，求主一步一步帶領。
3. 請為醫療關懷「愛．跋涉2014」分別於10月(國內線)及11月（香港線）舉行之步行籌款的籌備工作

代禱。
4. 請記念「使命人生」之「活化天泉計劃」，願神藉此讓肢體活化靈命和教會。
5. 澳門候任宣教士吳偉強牧師、師母將於6月1日(主日)下午三時於播道會天泉堂舉行差遣禮，請以禱告

及奉獻支持他們一家，並踴躍出席其差遣禮！

使命人生建造計劃：雷振華牧師
1. 感恩5月獲邀到澳門播道會慈愛家庭分享父母如何與自閉孩童溝通。
2. 感恩5月有機會在堂會教授宣教主日學課程及於崇拜宣講差傳信息。
3. 正致力籌組一個名為「宣教凝夢組」的小組，以凝聚一群能以天國為念的信徒，藉此與組員定期學

習與分享宣教的功課，並成為事奉路途上的同行者。
4. 正撰寫一份有聖經基礎與差傳理念結合的計劃書，以致使自己有方向可與一些教會與機構有結連。

日後，可成為夥伴一同拓展差傳教育的事工。

澳門慈愛家庭：董彩萍姑娘
1.感恩為在慈愛家庭聚會有兩位核心小組成員參加差傳課程。
2.為朱泳曈在「萬國兒童佈道會」辦青少年聖經故事訓練講習班畢業感恩。
3.為徐綺萍姑娘來分享專題「家長如何管理智障子女情緒的技巧」，並以後繼續舉辦不同的講座感

恩。為在專題分享後有兩個新的家庭來參加聚會感謝。
4.請為一位家長代禱，她因擔心子女的學習問題，而情緒很低落。
5.請為我們可以接觸新的家長及有智慧如何與他們的子女溝通。
6.請為在暑期開親子聖經課程祈禱，希望可以有足夠的參加者和人手協助。
7.請為我面對很多新的考驗，求主賜信心和力量，也為我的身體祈禱。
8.為目前事工費虧欠$132,000，請切切代禱，求神供應一切所需。

台灣內壢播道會：許瑞芬姑娘 
1.求主預備為合適的同工，特別6至9月中回港述職，全職協助教會的工作。
2.兒童和婦女事工發展，特別是讚美操，延伸了才藝班以便跟進和做福音預工。
3.為教會開始不夠空間禱告，求主預備和給予我們有智慧使用僅有的空間。
4.為我的眼疾祈禱，開刀處理了一隻眼，康復良好。不過兩隻眼睛仍常發炎。
5.為晚上騎車到信徒家帶查經禱告，求主賜平安，也賜我有好的精神和體力。
6.為回港述職期的工作安排：盼回港前可以完成現栽培課程（星期三、四、五和六都有）；有人接手

兒童主日學、暑期英文營、兒童暑期功課和活動。
7.請為我過去兩年所累積的財政赤字約 5至6萬禱告，求主預備和供應。

總幹事快訊（署理總幹事陳文偉牧師）
 早前閱讀到一篇有關「台灣仍需要宣教士嗎？」（『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通訊8）的
文章，其中提到在台灣仍是「未得之民的三個特徵」：福建人、客家人、外籍人，他們在當
地信徒的人數不足一個百份比。故作者指出，在台灣的宣教士仍需要留守二十至四十年，以
協助教會更能承接發展的工作。本人十分贊同此觀念，這幾年對工場的探訪和參與，也實在
看到有很多缺乏和困難，需要有更多的信徒和教會為台灣禱告，記念和支持播道會在台灣的
教會（中壢播道會／內壢播道會）、宣教士（許瑞芬姑娘）及同工（姜潞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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