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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聖誕了，如何渡過？一個看來很

普通，或似是在寒暄的問題，卻可以是三

種提問，第一是：平安晚你有節目嗎？第

二個是：跟着的兩天假期，有甚麼活動？

第三個是：這個聖誕節期，有甚麼計劃，

有甚麼動向？可能你想今年到伯利恆一

遊，就要早點安排了。

　　聖誕節，特別是平安夜，早就被商業的社會塗抹得璀璨模糊，紅衣老人、鹿車

禮物、大餐派對、燈飾，都令人誤以為這個世界十分完美了。依稀記得有首雞尾聖

誕歌的一句詞：「獨身人最悶的夜晚。」其實這是不應該的，因為這個日子是記念

那位由天上為我們而來，誕生時只能睡在馬槽的主耶穌，祂後來所成就的救贖，是

要帶給人喜樂平安，然而今天我們仍有很多很多的人，與這福氣無緣。

　　「如何過聖誕」這個問題是提醒我們，要珍惜與人分享救恩的機會，使基督降

生的意義不被埋沒，能在聖誕節分享祂的大愛，叫身邊貧苦無依的得溫暖，甚至獨

身人士不用為影隻而感納悶，而且有永生屬天的盼望！更有深一層意義。

　　我們這期「燃亮人間－關乎萬人之聖誕」之「如何過聖誕」，正是我們中間，

有肢體或教會與人分享「聖誕」的一些經歷，雖然對象、場所、參與者都不盡相

同，意義卻一樣的，當然我們是知道，這些接觸及關心，不是蜻蜓點水的，是要恆

常持續，所能建立之關係，要能持久，甚至能使日後成為伙伴，能在屬天的路上一

同並肩而走。

　　子夜教堂的讚美聲，或是假期中用點時間關心所愛的，又或是計劃一下有機會

聖地一遊，甚至短宣，與肢體同參與服侍及佈道之工作，都會令每一個聖誕很不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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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化對社會和基督教信仰的影

響越來越大，這情況在聖誕節時尤其明

顯。記得多年前百貨公司櫥窗的聖誕節

擺設都多以基督教故事為主題，但現

今這些都少見了，取以代之是以其他

裝飾品，如琉璃球，甚至是聖誕老人。

而聖誕卡中祝福語更多以「恭賀佳節」

(Season’s	 Greetings)取代了傳統的「聖

誕快樂」(Merry	 Christmas)。在教會裏近

年來的現象也是一樣，一般來說聖誕節

期間的聚會人數會比平時少一點，因為

信徒多趁這個節日出外旅遊。這現象表

明了一般人對聖誕節的看法正在改變。

同樣，信徒對聖誕節的重視也在淡化

中。它不再被視為一個宗教性和有記念

性的節日，只是眾多公眾假期之一。

	 世俗化帶來另一個對教會的影響是

「成功」成為教會活動的量度標準，活

動辦得越多就表示教會越興旺、活動越

多信徒參與就表示他們越愛主，所以教

會在節日中有多類的活動，如報佳音、

佈道會等，參與的人數也成為教會所關

注的目標。於是教會鼓勵信徒多參與所

舉辦的活動。其實，這些活動本身是好

的，是值得鼓勵，舉辦多一些會更好，

因為將福音傳開去是教會責無旁貸的

事。但是參與活動的多寡，與信徒追求

靈性生命成長的心，並不一定有直接關

係，信徒參與是真心愛主？還是只是應

酬牧者要求？如果教會的活動只是給信

徒提供多一項的節目選擇，而對信徒的

靈命沒有任何裨益的話，恐怕神對一班

只守形式聚會的以色列人所說的話就值

得我們反省了：「我厭惡你們的節期，

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摩五21)和「

主說：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

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

領受人的吩咐。」(賽二十九13)。也就是

說為了信徒的益處，教會要幫助信徒過

一個真正的信仰生活。

	 所以，「如何不讓信徒被世俗化侵

蝕？」就值得我們思考。麥拉倫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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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尋訪古老的屬靈踐行》指出舒適的

生活易麻醉人，信徒因此需要在適當時

候實行一些屬靈踐行，例如：禁食、禮

儀年等，來喚醒其生命。而「將臨節」

(Advent)	 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它是教

會年曆「基督事件」中的首件，可算是

教會年的開始、也是基督教的新年，故

此是重要的節期。它的主線是「預備」

(preparing)	 及「將臨」(coming)。「將臨

節」是由聖誕節之前的第四個主日開始

計，為期四週(今年在11月27日)。設立「

將臨節」主要有兩個提醒：1	提醒信徒基

督成了肉身來到這世界拯救人類，我們

要預備自己，為救主的來臨感恩。2	提醒

是信徒要準備好基督第二次來。

	 將臨節期間，在教會的聚會中通

常會有簡單佈置，傳統會採用是紫色或

藍色作為主調的顏色。紫色有「反省悔

改」的意思，提醒我們本是罪人，不配

迎見神，需要悔改，仰望主的拯救；紫

色同時也是「君王」的顏色，提醒我們

主耶穌會以君王的身份再來統治萬有。

同時，也會在一張桌子上放置了一個插

有蠟燭的花環，而這花環是以綠色的常

青樹枝編織成的。常青樹枝是代表「生

命」，圍成環狀是代表「永遠的記號」

。所以，花環代表「永恆的生命」，

用以紀念耶穌使我們得永生。花環上共

有五支蠟燭，其中有四支較細的紫色蠟

燭和一支較粗的白色蠟燭。從將臨節第

一主日開始，依序每週加燃一支紫色蠟

燭，代表期待、渴望，信徒應存期待的

心等候主的來臨。到了第四週，當四

枝燭光點齊之後，也是主來的時候要到

了。就在聖誕節那天，那枝白色燭光也

燃亮了︰象徵至聖真光的主必要臨到，

驅除幽暗，帶來拯救。雖然這看似只是

一個儀式，但預備主的降臨是要從心開

始，禮儀能提醒我們要為主的來臨和再

來儆醒預備。另一方面，信徒可以在將

臨節期間讀一些與此有關之屬靈書籍預

備自己，例如：潘霍華的《與潘霍華一

同默想主的降生四十一天靈修之旅》	。

	 教會可以藉今年的將臨節預備信

徒迎接基督誕生的一個屬靈操練，以此

鼓勵信徒重燃他們的信仰生活。如預備

得好，所過的節日就更富意義。甚願我

們每人在今年都有一個不再一樣的聖誕

節。

1香港：基道，2013。
2美國的播道總會提議其屬會在聖誕節前該慶祝這個節
日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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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是教會所看重的日子，也

是稱為「普天同慶」的日子。只是我們

認識多一點點聖經，都會知道耶穌出生

的時候，大希律為了怕耶穌會奪去他的

王位，就把當時兩歲以下的男丁通通殺

死，只是有主的使者在夢中告訴耶穌的

父親約瑟，要他帶着馬利亞與耶穌逃到

埃及，才得以保命。不過，信徒認為這

是「普天同慶」的日子是因為耶穌的降

生，是為了要拯救世人。

	 聖誕節的指定活動起碼有兩個：其

一是「報佳音」、其二「聖誕崇拜」。

後者可以一分為二「聖誕前夕」和「聖

誕節」。天主教傳統有「子夜崇拜」。

不過，無論怎樣，常常聽到說：「很多

平常不參與崇拜的信徒，聖誕節一定會

上教會。」

	 十多年前，當我重新思考聖誕節的

活動，特別看到很多信徒本身也把聖誕

節看成為一個傳統，可能比平常的崇拜

緊張多一點點，因為是很好傳福音的一

個機會，卻也會認為是很好的假期。如

何扭轉信徒，以能更看重聖誕節？在禱

告中我感到不需要改變傳統，只是怎樣

鼓勵弟兄姊妹報佳音和參與聖誕崇拜？

有以下三方面：

	 1.藉禱告鼓勵：同福堂自九七年經

歷禱告會的復興，經過一年，看到很多

弟兄姊妹的生命改變。雖然，改變可能

是很個人，因他們都知道是神的作為，

看到神的真實，就很自然是傳福音有負

擔。問題是教會並沒有太多的個人佈道

訓練。怎樣以教會為中心，讓弟兄姊妹

都有機會參與佈道，就是利用聖誕節。

我們第一次比較大型的佈道會是九七年

的聖誕節。教會只有一百多成人，我們

卻在會議展覽會租了可容納七百人的劇

院。我們邀請了很好的講員，加上精彩

的話劇，甚至請參與者吃午餐，結果全

院滿座。我們在會前切切地禱告，沒想

到當天決志的只有一位。只是，我們並

沒有放棄，我們仍然相信禱告的重要，

主

題

文

章
何志滌（播道會同福堂主任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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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的日子，看到神將得救人數加給教

會。

	 2.藉教導鼓勵：聖經告訴我們得時

不得時務要傳道、又說要愛惜光陰。同

樣，我們也提醒信徒要「把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換言之，委身很重要。我

們教導信徒真理。看到使徒們有軟弱，

神仍然不放棄的鼓勵他們。我的信念是

全民皆兵，不過兵也需要有足夠的糧

食。所以，我們就決定每一位事奉的人

必須要參與小組，在小組中被餵養，然

後在事奉中付出。要切實地實行，我們

也有一些基本要求，就是要出席崇拜必

須接近80%，出席小組約60%。我們是以

一年來計算。當然，牧者也會有牧者心

腸，我們的目的是希望信徒不只是不斷

地付出。

	 3.藉生命鼓勵：很多人問我為何教

會的週間禱告會有那麼多弟兄姊妹參

加？對我來說，我只是求神給我成為一

個禱告的牧者。為何有那麼多弟兄姊妹

願意佈道？我相信因為牧者喜歡佈道。

當我在1998年自己被神的愛所吸引，從

一位不喜歡佈道，卻會在每一堂崇拜中

都會呼召，我不會說每一次都會有朋友

回應，我只是如使徒保羅說：「要愛惜

光陰。」就是要把握機會。最感恩的是

若神感動我，有好幾次是禱告會，也會

有朋友回應呼召，相信耶穌基督。

	 十多年來，我仍然相信信徒必須要

感受到神的愛，他們的擺上並不困難。

或許我們以為香港人比較忙，這絕對是

事實。不過，若真的感受到神的愛和經

歷到神的真實，我相信付出一些時間並

不困難。現在除了聖誕節我們有幾百位

弟兄姊妹在香港不同的角落傳福音，參

與聖誕子夜崇拜的事奉也有好幾百人。

另外，我們覺得農曆年前的維園年宵的

確是很好機會給予弟兄姊妹一起事奉和

傳福音，差不多已經有十年擺攤位，去

年我們看到約四百人是相信耶穌基督。

自從1997年後，上面的三點鼓勵仍然有

效。同福找弟兄姊妹事奉並不困難，只

是有時候沒有足夠的事奉崗位，我就會

鼓勵以禱告成為事奉。但願每一間教會

都可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事奉，我

肯定復興就會很快的來臨，一切的榮耀

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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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進每年的十二月，大小商場和餐

飲場所都好像急不及待地佈置聖誕節裝

飾，五光十色，又不斷播放出節慶的音

樂；當然最重要的，還有教堂宗教的佈

置和所安排各項應節的活動，把整個城

市加添了聖誕節的氣氛。心中產生了暖

意，似乎有助抗衡街上刮起的寒風。

	 對於得勝堂來說，每年慶祝聖誕節

都舉辦一系列的活動，而大部份與傳統

教會所辦的大同小異。我們常規在週二

晚聚會，聖誕節崇拜的主題當然是環繞

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唱一些傳統的聖誕

詩歌，有讀經、祈禱，和講道的環節等

等。崇拜聚會前，有一項古今中外在慶

典時常常離不開的節目–聚餐！分配一

些「高手」做幾個好菜，加上在外面訂

購一些，大家都踴躍參與及出席，每次

都吃個清光，盡歡而散。在二十四日晚

上我們上街唱詩歌報佳音，參加反應熱

烈。盡管詩歌唱，通街播道昌！

	 慶祝聖誕節既是眾所週知、社會大

致是接受的。我們注目不在乎別人慶祝

聖誕節的動機。就是有人只看「商機」

又如何？我們就「乘機」，使用聖誕節

這個好「借口」去探訪，約一些少有見

面的福音對象，去茶聚、會面、恭賀聖

誕快樂、講講福音故事、贈送聖誕禮物

或單張等等。「這有何妨呢？或是假

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

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腓一

18)

	 因為耶穌基督降世拯救，是絕對

值得和應該慶祝的。不過，慶祝不是攪

攪活動、唱唱詩歌，年年如是，失去意

義！有一些慶祝背後的理念或許值得反

思一下。慶祝是因為一些人或事，雖在

昔日發生，但在今日仍有影響和意義，

而設計一些活動來幫助記憶往事，鼓勵

我們今日應用所產生的哲理，以致活得

有意義和幸福。慶祝端午節是記念屈原

的所作所為，他忠心愛國，有着今日的

意義，成了後人的模範。慶祝聖誕節也

莫樹堅（播道會得勝堂主任牧師 )



7播道月報．308

就是記念耶穌的所作所為，他捨身拯

救，也有着今日的意義，叫人回應，接

受耶穌為救主和生活的主。所以在所有

慶祝活動的背後中，都應用「耶穌是主

角」來反思和衡量其價值。

	 崇拜聚會是須要適切文化地表達

出的。例如選擇聖誕崇拜的詩歌，不是

新曲舊調的問題、又或教義是否正確？

還要考慮那首詩歌的曲和詞是否對會眾

有意義、有感覺、有感動。例如為背景

人士的崇拜，我不會選「一輪明月，數

點寒星……」；我會考慮選用”Jingle	

Bells”調唱「人間總有情，情誼由天早

注定……」。我會問崇拜是否傳遞了耶

穌的消息？高舉了耶穌？也必須問與會

者可得啟迪和鼓舞？不在乎形式，在乎

受眾的適切性。這是「道成內身」的基

本理解與應用。

	 另外，不要誤會，以為努力去籌

備活動，活動就一定有意義，又一定會

達到預期的效果。我認為這不是必然

的。我們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了，辦活

動適宜簡單、直接一點。與其邀請十位

弟兄姊妹，各花十小時，綵排一個十分

鐘的話劇，卻未必能夠好好掌握演出的

質素，就不如找位有唱歌有能力的信徒

表演及作感恩見證，簡單直接，榮神益

人。活動後，不要忘記檢討。活動是否

達到目的呢？那處做得好呢？那處需要

改善呢？誠實檢討是學習的必經之路、

進步的梯階，勇於面對是屬靈生命的表

彰。

	 聖誕節慶祝除了離不開對神的敬拜

之外，還要對人慷慨。在慶祝上帝有無

盡恩典與慈愛之際，我們對人就應有相

應的慷慨。「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

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上帝的心

怎能存在他裏面呢？」(約壹三17)	進一步

說，除了教內的層面，可考慮社區的需

要。「報佳音」不應局限於出遊唱詩，

更可實務施予。是慷慨動用「慈惠基

金」的好時機。所以辦聖誕節活動可考

慮反問活動是否包含以下的幾個元素。

啟發開心活潑？人和？彼此接納？互相

寬恕？分享自己財物？窮乏被照顧？

	 聖誕節是普世歡騰的節日。一定要

慶祝！分享了一些得勝堂的慶祝活動和

理念，交流交流。在此謹祝大家及各堂

聖誕快樂！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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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

	 台灣牧師王陽明寫的書《窮得只
剩下錢》，因陳致中把這書帶給被羈押
的父親陳水扁，而使這書名廣為流傳，
現在已成為譏嘲只有錢財而沒有生命和
生活的慣用語。就最近在社會上亦鬧哄
哄地討論最新出爐的其中一位「十大傑
青」其一，與記者們分享的成功經歷。
這段新聞令我們反思在今時今日的香
港，怎樣才算是傑出的青年，怎樣才
算是年輕人的榜樣呢？要作年輕人的榜
樣，是以「自己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而
付出了多少」為指標，抑或是以「達成
自己的夢想而犧牲了多少」為指標？相
信大家心中自有答案。
	 能任職於基督教的學校確實是我
的一份福氣，特別是播道會以傳廣福音
為使命，我們就更加是恩上加恩。我們
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實踐「教養孩童」
的使命，每天播種、澆灌小小的生命，
能讓他們的茁壯成長，是何等的喜樂。
小孩子就是天父的產業，福音的流通管
子。單純的小孩子，信心往往比成年人
還要大；他們會將在幼兒學校學會的聖
經教導去關愛別人。
	 播道會使命就是將福音傳遍世界，
寶雅幼兒學校的同事、小孩子亦不忘傳
廣播道會的精神。每年聖誕節，我們都

趁着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向家長傳揚
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學校每年都會與寶
雅福音堂合辦「聖誕嘉年華」；我們期
望透過這個活動，將福音的點滴中慢慢
地滲入每個家庭中。
	 去年，我們以「五色珠」為主題，
由創造、始祖犯罪、耶穌釘十架、繼而
救贖至得永生等，設計了不同遊戲攤
位，並由教會演出的福音話劇來個首尾
呼應。一些畢業生更回校當上「福音小
義工」，協助老師講解福音訊息；將基
督的救恩傳廣。教會更把握時機，在嘉
年華後一天安排了「福音主日」佈道
會，當天參與的家長既可欣賞幼兒以舞
蹈來敬拜天父，也能聽到「福音」。
	 另外，在聖誕假期前，老師亦會帶
領幼兒走進社區，在太和街上報佳音、
派發聖誕食物包予社區上的長者。他們
是「小小的福音使者」，不但用口唱出
救恩，更用行動來實踐信仰，落力地派
發福音單張，並勇敢地向長者們獻上祝
福。看到他們小小年紀，在街上唱詩讚
美，心中不期然感謝天父的大愛，正如
經上所記「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
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
仇的閉口無言。」（詩八2）。就讓我們
各人，無論大小，都一同肩負着傳福音

鄭愛琴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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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用生命來彰顯主的榮美，用自
己來見證神的實在，將愛心傳揚於世上
每個角落；亦願孩子從小建立由天父而

播

聖誕嘉年華–神秘穿梭 報佳音–派福袋及單張

來的生命價值，成為他們生命中的「傑
出成就」。

主

題

文

章
李恩全（屯門福音堂主任牧師 )

	 有一首聖誕詩歌名為「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旋律很優美，令人感到一
個充滿愛的聖誕節，是多麼的溫馨，再
配合各商場的聖誕燈飾，實在令人陶醉
於節日的氣氛中。
	 究竟聖誕節最核心的信息是甚麼？
教會應如何活出相關的信息？我同意曾
金發牧師的觀察，認為今天的教會非常
世俗化。我們不能否認市面上有比教會
「更精彩」的東西，使人因聖誕節而「

興奮」，因此，聖誕節是對教會與弟兄
姊妹的一個考驗。若果我們把耶穌看為
聖誕節的主角，是不足夠的。就如一場
話劇，我們非常欣賞主角精彩的演出，
當話劇結束後，這位主角與我們再無任
何關係。不少弟兄姊妹完成所有聖誕節
活動後，並沒有因此與耶穌建立更緊密
的關係。
	 聖誕節是慶祝一位王的降生，祂
是全地的王，全宇宙的王，更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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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點是祂是我的王。不像在這段時間，有
美國人私自宣告：特朗普不是我們的總
統。但是在教會裏，我們會唱詩歌宣告
耶穌是我的王。不錯，我們的確在教會
內奉耶穌為王，最少在我們的敬拜和講
論中如此宣認，在教會以外卻常常不是
這樣。我們會把大部份精神，為自己及
家人計劃，好好享享受一個假期，而忽
略能否利用假期的時間，讓自己有更多
時間親近這一位王。
	 在屯福堂，弟兄姊妹同樣面對這個
考驗，不論在教會內或外，我們能活出
聖誕節的意義嗎？有關聖誕節的聚會與
活動，我們都要問：王是否喜悅我們所
作的？這些活動能否幫助我們，在教會
內外的生活都是王所喜悅嗎？
	 首先，在聖誕節前的四個星期，
有連續四個將臨期主日崇拜。不同的弟
兄姊妹被邀請，在崇拜中燃點將臨期蠟
燭及誦讀經文，這都提醒會眾，信徒要
認真預備王的來臨。將臨期的高潮是平
安夜崇拜，平安夜崇拜包括燃點蠟燭、
誦讀聖經、詩歌和默想。平安夜崇拜寧
靜的氣氛與商場節日的氣氛，顯得格格
不入。對弟兄姊妹來說，起初會有點不
習慣，在動聽的聖誕詩歌下，要作主門
徒真快樂。在平凡的日子中，要繼續快
樂地作主門徒，會困難得多。平安夜的
默想，讓弟兄姊妹學習操練在平凡處境
中，活出不平凡的門徒生活。

	 耶穌的降生的確值得慶祝。在聖
誕節的當日，全教會會眾一同舉行慶祝
會。慶祝會的重點，是邀請教會每一個
單位，向耶穌呈獻一份禮物，過往呈獻
的禮物包括詩歌、誦讀經文、讚美操、
演奏樂器等。慶祝會與聖誕派對的分
別，只是一線之差，與會眾溝通時，確
要清楚說明。例如，我們會對弟兄姊妹
說：邀請你們在聖誕慶祝會中，向主耶
穌呈獻禮物，而不是單邀請你們表演
啊！
	 也許有人會問，為何不把握聖誕
節出外佈道？其實屯福堂已經是一間非
常外向的教會，每年有三次大型佈道活
動。所以，在聖誕節期間，教會的重點
不是佈道，我們反會藉聖誕報佳音，探
訪街坊。這不是傳統的報佳音，而是把
會友分成四至五個人的小隊，進到街坊
的家中唱聖誕詩歌，派發禮物及福音單
張。大部份的街坊反應非常正面，亦有
人決志信主。這樣的安排，一方面省卻
冗長練詩的時間，又不需要申請場地，
得到的效果，比傳統在街頭報佳音更親
切。最重要的，是讓每位弟兄姊妹有更
大的承擔，更直接向王交帳。
	 聖誕節，是對跟從耶穌的門徒一
個考驗，能否不受世俗影響，專心跟從
主。祝大家聖誕快樂，並且能過得勝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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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播道會教牧同工秋日旅行

	 由播道會教牧同工小組籌辦的「播道會教牧同工秋日旅行」，於本年

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當日共有來自播道會不同堂會的二十位同工參加。

	 是次旅行主題是「大帽山城門水塘一天遊—同心同行」，期望實踐同

工間同心同行、彼此相交。

	 當日早上到達大帽山郊野公園，首先有何文勝傳道帶領敬拜唱詩，隨

後由領隊李志強傳道帶領各同工進行拉肋活動，開始第一段的路程，取道

扶輪公園自然教育至川龍。途中，各同工邊行邊傾談，自由地分享，途中

亦不乏笑聲，增加了彼此的認識。同工有輕鬆上路、有裝備充足，不過大

家的步伐差不多，以致整個行程相當暢順，比預期快一點到達川龍，享受

舊式茶樓的懷舊點心。若在事工上彼此合作時，也如此「步伐合拍」，相

信會令福音事工更事半功倍。

	 午膳後，繼續下午的行程，沿龍門郊遊徑，經芙蓉山至荃灣港鐵站，

讓教牧同工身心靈加添氧份的一天行程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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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認知障礙—健體動腦齊實踐」計劃 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請問今天我參加了什麼活動？」、「請問我有沒有報名參加？」、「對不起，我
記不起你(指社工)的名字了！…」
 在長者中心，不時會見到一些滿面疑惑焦慮的長者發出類似以上的問題，心中不禁
會擔心他們是否已經患上腦退化？或是已有輕度認知障礙？許多長者自以為記憶力轉差
是必經階段，不加注意，卻沒想到當情況慢慢演變成認知障礙症，漫長的餘年可是如何
渡過？長者本身受折騰，其身邊的家人也要受苦。故此，做好長者和社區教育工作、防
範於未然，乃最逼切的工作。
 認知障礙症雖然至今仍未有徹底的預防方法，但研究指出，多動腦筋、多社交及運
動可以減低患上的機會。故此，中心自2015年起在「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資助下，
推行一項名為「預防認知障礙—健體動腦齊實踐」的計劃，鼓勵長者多動腦筋、多社
交、多運動，以減低患上認知障礙症發生的機會。同時，亦在社區進行推廣教育，加強
大眾對此症的認識。
 計劃內容包括為區內人士進行免費認知測試，以辨識潛在認知障礙患者，讓他們及
早得到協助，至今已有260名長者受惠。我們會按他們測試結果安排不同的健腦活動，
其中數字棋(即魔力橋)更是長者最愛，一班人一起玩，一玩就停不了，趣味盎然。一些
平日沉默寡言的長者也在遊戲中打破沉默，還結識了幾位知己良朋。計劃又讓患有輕
度認知障礙的長者參加美樂人生音樂小組，從中學習記憶法。眼見一些平日說話遲緩被
動的長者在小組中興致勃勃地玩起各種樂器，甚至當起指揮來，不禁驚歎音樂的偉大力
量。計劃還會協助所有參加者建立恆常參與活動的習慣，鼓勵大家會把自己的活動時間
紀錄下來，能長期持續參與活動的長者更會得到獎勵，至今已有140多位長者參加是項
獎勵計劃。
 為使預防認知障礙訊息在社區推廣開去，計劃舉行了一系列專題教育講座、預防認
知障礙症外展講座和推廣站，內容包括了認知障礙症徵兆、患者和照顧者需要、中醫食
療、記憶法和相關求助資源等。我們相信一點愛和關懷，可以使人更有能力去面對困
境。如果大家都有感動與我們一同關心長者的話，很歡迎大家參加是次計劃中的「關懷
認知障礙患者及其家庭」心意咭創作比賽，比賽詳情請致電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電話
27458839查詢，或瀏覽中心網頁：https://www.e123.hk/site/aefchkmfec/download。
比賽冠軍作品將會被印製成心意咭，送贈給有關患者及家屬。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
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得前書五章10節)
 就讓我們同為認知障礙患者及照顧者禱告：親愛的阿爸父：願你的愛臨到所有長
者、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身上，讓他們得着平安，得着盼望，為對抗認知障礙症
而努力，我們相信，記憶或會失去，但你的愛就是永恆。以上禱告，奉主名求，阿們！

美孚中心長者玩數字棋遊戲預防認知障礙症               美樂人生小組中長者試做音樂指揮，興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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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誠聘行政主任
A.工作範圍
(1) 維持教會行政運作：
(a)財政系統：教會財務及數據之管理。(b)
會友系統：更新教會會友記錄。(c)檔案系
統：整理並更新現有的教會檔案及聚會記
錄。(d)人事管理：統籌教會人事事宜，並
督導及管理辦公室同工之工作。(e)資訊管
理：堂內外的資訊發放及管理，並更新教
會網頁。(f)文書管理：一般書信、文件及
辦公室運作的督導。(g) 採購物資：採購教
會所需物資及服務，並整理及保存物資記
錄。
(2)  會議之記錄及跟進：
(a)負責記錄及保存重要會議(如會友大會、
執事會、同工會……)。(b)跟進會議之議
決。
(3)  協助堂主任的工作：
(a)主任牧師的助理。協助傳道同工處理日
常之行政工作。(b)協助堂主任對外之聯絡
工作(教會、社區及政府部門等)。(c)直接
向堂主任負責，並受其督導。
(4) 協助各部門之事工：
(a)支援各部門之行政工作。(b)協調各部
門之事工。(c)收集及保存各部門之會議記
錄。
(5)教會大型活動之行政統籌：協助策劃及
組織大型活動。如:令會、退修營、佈道

分享家 中事

會、旅行………等。
(6)  管理教會物資及物業：
(a)管理教會物資的運用、維修、替換及加
添。(b)管理教會物業、場地安排及維修。
B. 入職要求
(1) 具有大學學位
(2) 中學會考中英文科合格
(3) 有三年或以上行政經驗
(4) 有良好中、英文書寫能力
(5)懂中英打字及一般電腦操作軟件(包括 
Word, Excel and Power-point)
(6) 有定期教會生活

誠聘全職辦公室助理/事務員
A. 工作範圍
1.場地擺設、2.雜務、3.協助操作影音器
材、4.清潔、5.外勤、6.簡單文書工作
B. 入職要求
1.中三程度、2.需體力勞動、3.能讀寫中
文、4.略懂電腦使用、5.懂維修更佳、6.勤
奮耐勞、有事奉心志、7.每週工作六天，需
輪班及週六主日當值、8.有穩定的教會生活

有意申請者，請繕履歷致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68號帝國中心地庫LG24-26或電郵church@
tsimfook.org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人
事小組洽招聘之用(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行政
主任／辦公室助理/事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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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恩泉堂誠聘同工 
為着教會之發展，本堂現誠聘以下同工：

(1) 牧師/傳道 
負責牧養職青及成人，神學學士或道學碩
士畢業，具教導、牧養、領導、佈道恩賜
及牧會經驗(福音派按立牧師優先)，重團隊
合作。 

(2) 行政主任
   負責統籌及督導全教會之行政工作，包括
人事管理、督導同工、辦公室管理、財務
管理、堂舍管理、安排聚會等。應徵者需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五年或以上行政管
理經驗(具教會或福音機構工作經驗優先)，
性格主動、成熟，能獨立工作，具領導、
管理、溝通能力，及團體合作精神。

(3) 助理行政主任 
協助行政主任管理辦公室事務、處理財
務、人事、行政及文書。大專或以上、
中英文良好，具五年行政、財務或秘書經
驗，善與人溝通、主動盡責、能獨立處理
事務、重團隊合作，具事奉心志。 

(4)行政助理(秘書) 
擔任主任牧師之秘書，負責文書、聯絡；
處理辦公室及教會事務。需輪班及主日
工作。兩年秘書及或相關經驗、大專或以
上、中英文書寫能力良好。善與人溝通、
主動盡責、能獨立處理事務、重團隊合
作，具事奉心志。 

(5) 全職事務員 
勞動性工作，需場地預設、搬運、清潔及
雜務，善於與團隊合作，具事奉心志。每
週工作 48 小時，需主日上班。可享有每週
例假，有薪年假及醫療計劃。 
申 請 職 位 ( 1 ) 請 將 履 歷 寄 九 龍 城 侯 王 道 
39-43號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主任牧
師」收；職位(3) 及(4)「行政主任」收。 
 
申請職位(5) 有意者請致電 6174-9425 恩泉
堂助理行政主任麥太洽談，合則約見。(資
料只作招聘用途) 

申請職位(2)請將履歷(寫明所屬教會)及期
望薪金寄來九龍城侯王道39號播道會恩泉
堂主任牧師收，封面請寫明「應徵行政主
任」，合則約見。

距離130周年慶典（11/2018）還有23個月！

感恩：早前11月10日於播道醫院小禮堂舉辦首次130會慶顧問會

議，有逾半的堂主任或同工代表出席，分享異象，並為聯合崇拜

的預備禱告，願神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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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60周年：薪伙傳家愛 (8)   

	 本年播道兒童之家60周年重點慶祝活動：感恩崇拜、「Homecoming愛．
回家」院友聚會暨懇親日、感恩晚宴，在天父保守和滿滿的恩典裏，於十一月
順利圓滿舉行，活動參與人數接近千人。
	 感謝教會肢體、商界及基金代表、義工伙伴、不同時期院友及同工等各界
人士，對兒童之家服務方向的認同，給予孩子和同工的關愛和支持，讓「家」
裏各人感受到充充足足的愛，繼而滿有力量向前行，延續「薪伙傳家愛」。

「愛．回家」聚會
感恩晚宴

感恩崇拜



播道同工知多少

	 1989年，相信是很多香港人的轉捩

點。當時我在加拿大留學，年輕無知，對

人處世亦未成熟，但已立志要好好尋找一

生服侍主的崗位。一年後，在冬令會中回

應呼召，立志以福音養生，服侍信徒及社

群。1994年回港工作，在母校中聖書院任

教，八年的教學生涯，加深我對少青人的

成長歷程及整個家庭互動的了解。及後在

伯特利神學院的學習，由教師轉為學生，

學習易地而處，不論在聖經教導和生命陶

造上，再次領受神豐富的看顧。

	 回流的心志下，只想參加本土的教

會。座落公共屋村的播道會和平堂，是

我加入播道會的開始，當年還一起參加聖

潔盃，僥倖得到冠軍。2006年初，以神學

生身分開始在天泉堂事奉。起初是部分時

間，畢業後，同年八月成為全時間的傳

道，轉眼10年了。

	 作為傳道，總是希望信徒能承傳聖經

盧永傳傳道
（播道會天泉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10年

的教導，以愛服侍社群，讓鄰舍體歷神愛

的大能。可是，每個人總有各自的經歷和

體會，神激勵我的方法，卻未必能應用在

其他信徒身上。對我而言，牧養上遇到曲

高和寡的情況，不免會產生疑惑。是我表

達欠佳嗎？或是我看不準信徒的需要呢？	

	 神學院老師給我的一節經文常常鼓

勵我「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

法，又將律例典章教導以色列人」（拉七

10），無論如何，牧養之先必需維持認真

研讀神話語的生命，與及親身遵行，以身

作則。藉神的話，我事奉的得力能，亦堅

信神的話可給與所有信徒作生命的指引。

學海無涯，2015年開始進修，盼望從不同

的老師和同學上，學習倒空自己的固有風

格，增潤展示聖經真理的闊度，為牧養信

徒活於時代的挑戰而裝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