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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一百三十周年系列，由介紹

播道書院、播道醫院，到今期有我們的「

社會服務」。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因為曾

經有人認為，我們的社會日益富庶，不用

再推慈惠工作了。事實上，我們今天的社

會，並沒有因為人類的科技日益先進，交

通發達，民智提高，及都市基建改善，而

叫市民生活安泰。反之，今天人們在生活上的欠缺及不足，甚至出現在不同階層、

年齡，及際遇環境上，這甚至不是個單一的現象，所以無數的非政府組織，支援及

救援組織的出現。

　　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慈惠工作的重要參與者，以往有些角色由教會提供或協

助的，現今由政府擔當了；如今教會立足在這個大都會，慈惠工作亦要以不同的形

式，更專門的，更貼心的，向有需要者提供「服務」（幫助）。目前，除了兒童之

家，我們有四個長者中心，五個社區及家庭服務中心，四所幼兒學校，三個自修或

教育中心。

　　我們相信，我們的參與是本着上帝的召命，基督的愛及捨身，不只是主耶穌教

導中對好撒瑪利亞人的稱讚，而是知道那份愛及關懷是出自於神，而對身邊或周遭

的人一份全人的愛及關心，以對方的需要作為切入點，也使對方能最終能夠與神和

好，重得神兒女的身份。

　　「見證基督大愛，關顧全人需要；實踐基督使命，廣傳得救福音。」是我們推

行社會服務的使命宣言，除了這些事工的內容值得分享，在這一百三十年來，當中

的經歷及耕耘，相信有不少見證及點滴的，有助我們更貼心及齊心，去面對面前社

會的需要及挑戰，給與被忽略照顧的人一點適切的幫助，叫人更見到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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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衡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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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播道會社會服務發展–
「感恩．沿途有你同行」遊戲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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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播道會社會服務成立史

1956年	 播道兒童之家

1965年	 播道醫院

1983年	 康福堂長者中心

	 (窩福堂開辦，隸屬於康福堂)

1986年	 蘇森紀念幼兒學校	

	 (窩福堂開辦，隸屬於山福堂，現已停辦)

1986年	 恩泉堂自修室

	 (恩泉堂開辦，現已停辦)

1986年	 和平樓自修中心	

	 (和平堂開辦，現隸屬於活基堂；前物和平堂自修中心)

1987年	 福安堂長者中心	

	 (福泉堂開辦，現隸屬於福安堂)

1988年	 天泉青少年空間

	 (天泉堂開辦，前身天泉堂自修室)

1988年	 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道真堂開辦，隸屬於播道書院道真堂)

1989年	 寶雅幼兒學校

	 (樂泉堂開辦，隸屬於寶雅福音堂)

1990年	 社會服務辦事處

1992年	 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彩福堂開辦)

1992年		 窩福堂自修室

	 (窩福堂開辦，現已停辦)

1993年	 景福堂白普理閱覽資源中心

	 (景福堂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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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恩泉堂開辦，隸屬於厚恩堂)

1994年	 藍田堂婦女資源中心

	 (藍田堂福音堂開辦，前身兒童發展中心，現已停辦)

1995年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康福堂開辦)

1996年		 美孚長者中心

	 (恩泉堂開辦，隸屬於奇恩堂)

1998年		 茵怡幼兒學校

	 (油麻地道真堂開辦，隸屬於茵怡堂)

2001年	 恩泉堂啟德中心

	 (恩堂堂開辦，現已停辦)

2005年	 天恩幼兒學校

	 (恩福堂開辦，隸屬於天恩堂)

2006年	 靈福教育中心

	 (靈福堂開辦)

2006年	 播道書院

	 (播道總會開辦；直接資助一條龍中小學)

2006年		 順安堂社會服務中心

	 (順安堂開辦)

2006年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厚恩堂開辦)

2008年		 同福屯門堂暨同福資源中心	-	屯門

	 (同福堂開辦)

2009年		 同福柴灣堂暨同福資源中心	-	港島東

	 (同福堂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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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播道月報》得知明年播道會在

華130周年紀念。在此恭祝播道會130周

年紀念！

	 小時候，我就與祖父母輩同住，相

信這是上帝為我從事長者工作埋下的一

個伏筆。

	 自出娘胎，就是大家族一同居住在

一起，四代同堂，曾祖母廣受子孫們尊

重及孝順，而我家跟祖父母同住，大家

都很親密，從沒覺得有大家族的矛盾，

這就是主耶穌早早住在我們家裏的結

果。與長輩投緣，大家相處融洽，容易

傾心吐意，當然有種種原因呢！首先，

因父母忙於工作，我輩全都是由祖父

母帶大！第二，父母都是孝順的人，故

此，我們像是遺傳地與祖父母的感情很

好。第三，祖父母輩都是信耶穌的，從

少到大都聽他們禱告，要我們返教會聽

耶穌，令我覺得他們很特別。所以，從

少在教會內弟兄姊妹的父母及祖父母相

	處，從沒覺得有隔閡。

	 但回想當初踏入這一份工作的日

子……

	 那時剛剛從設計學院畢業，沒有刻

意去找工作，平日百無聊賴，教會內弟

兄姊妹見我平日在教會中，跟年長弟兄

姊妹相處非常融洽，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到老人中心「畫畫海報」！在我而言，

沒有考慮太多，只是覺得工作歸工作，

相信不會有很多難處，就答應去參加面

試，最後得到聘任，就踏上這條不歸

路！由於當時堂會(福安堂)尚未自立，所

以所有招聘的程序，都是在深水埗(福泉

堂)進行。當時中心主任告知我，工作地

點是在青衣時，才知道老人中心是在地

域偏僻及人口稀少的新開發屋邨青衣長

安邨！意想不到的是：原來當時由住處

前往青衣，交通時間很長的。而且當時

交通非常不便，巴士都不能直接到達老

人中心，更遑論港鐵呢！每天虛耗很長

主題 個人分享–長者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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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舟車時間，巴士到達總站後，仍要徒

步走二十分鐘才能到達中心。回想起那

個日子真是不容易過！

	 入職時主任已告知我，中心是希

望透過關懷社區，一方面是老人工作，

另一方面，傳揚福音見證神的愛。而堂

會希望藉着植堂工作，透過社區服務工

作，在公共屋邨中建立接觸點去關懷社

區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當時，我並沒

有任何社會服務工作的經驗，更沒有老

人福音工作的經驗。只知道老年人有

他們過往既定的人生經驗和信念，再加

上他們的執着，對福音工作有一定的抗

拒，這真不是一條易路。我們一方面要

完成社會福利署服務指標的要求；另一

方面要為長者福音工作「盡力」，這都

是極具挑戰的工作！感謝上帝，讓我讓

我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崗位，累積多

年工作經驗。及後，更讓我有機會在職

進修，成為一個社工，服侍長者的身、

心、靈。作為社工，工作不容易；作為

一個基督徒社工，工作更加不容易。

	 播道會因堅持信仰真理的原則，拒

絕接受與賭博相關（如獎券基金及賽馬

會）的贊助。在一般人看來，若服務單

位不接受相關贊助，經濟狀況一定捉襟

見肘。感謝神！在過往的日子，無論社

區服務工作，或長者福音事工上，祂都

一如既往為我們預備！當我們缺乏的時

候，向神呼求，祂會藉堂會及弟兄姊妹

們在資源和人力上，讓我們感到豐富的

供應，更完善了這美好的見證。

	 像是缺乏，但是充足！像是沒有，

但是豐富！

	 只有...	...感恩！

（馬偉昌先生，現任興田邨愛禮信長者

中心的中心主任，1988年入職本會，

於福安堂長者中心任職福利員。期後修

讀社會工作學位，成為社工，調職至興

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擔任中心主

任，至今為本會服務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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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人物專訪–幼兒服務篇

	 蘇綺湄校長，現任茵怡幼兒學校校
長，曾於1986年起擔任蘇森紀念幼兒
園的創校園長，後來轉職至茵怡幼兒學
校出任校長，至今為本會服務超過三十
年。

問：多年幼校工作的熱忱，從何而來？
蘇：我喜愛幼兒工作是源於我在青少年

時與舅父舅母一家同住，當時表弟
剛剛出生，很可愛。我經常喜歡抱
他，照顧他，甚至上學時都掛念
他，想盡快回家照顧他。在他的幼
兒階段，我對他呵護備至，激發了
我喜愛幼兒的心。

	 中學畢業後，我選擇擔任幼師。工
作後有機會信耶穌及返窩福堂的職
青團契及崇拜。窩福堂的蘇穎睿牧
師是我敬重的牧者，他對我的恩情
令我人生有很大的轉捩點。當時，
窩福堂有意申請在山景邨內開辦幼
兒園，並可在此一所建立教會。適
逢蘇牧師的父親在大埔有一間祖屋
被政府收購而獲得一筆款項，蘇牧
師決定全數捐出給教會，以完成父
親建立教會的意願。在決定開辦幼
兒園後，蘇牧師邀請我擔任園長一
職，目的是讓幼兒及家長以幼兒園
作橋樑，使他們得着福音，是透過
服務及教育達到宣教的意念！這在
當時是較前衛而創新的宣教。

問：如何在教育中讓小朋友認識主耶穌
的愛？

蘇：在校內的工作經歷的困難及喜樂，
都磨練我對天父的信心，這信心日
漸增長。由籌備工作、開校準備，
教會會友上下一心到山景邨探訪街
坊、傳福音，醫療關懷等活動；這
些感動人心的經歷，讓我看到天父
預備人心，成就衪的事工。後來我
在理工學院修讀幼兒教育課程，
學習到幼兒教育是基礎教育，影響
幼兒成長深遠。自此，我更重視幼
兒教育；加上聖經所說：「教養孩
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箴言二十二6)。我視幼
兒學校的工作為帶職事奉。

	 幼兒學校結合了社會服務及教育。
在校內，幼兒的聖經課程是幼兒學
習重要的一環，每星期一至四早上
的早會，內容包括唱詩、聖經故
事、唸金句，星期五全校一起敬拜
天父。校內幼兒學習聖經真理，讓
幼兒認識主耶穌的愛並應用在生
活中，讓他們有感恩的心去愛神
愛人，有正確的價值觀，也讓他們
學習為別人的需要代禱。因此，幼
兒自少已有愛神的心種植在他們幼
小心靈，並萌發長大信靠天父的心
志。

問：那(幾)個學生給你較深印象？
蘇：在我教學生涯中，我最深刻的一位

學生小花（化名），她很可愛，有
禮守規，但很退縮，不喜與其他幼
兒玩耍。經關心她一家後，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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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表示由於與丈夫有爭吵，之後
丈夫離開家庭去了外地工作，母女
二人只好依靠綜援過日。而母親
情緒波動，影響小花缺乏安全感的
性格，後經我勸解並邀請她們返教
會，除了得到傳道人及教會肢體
的關愛，小花也得到員工的關愛。
她們日漸變得開朗，最後信了耶穌
並願意聯絡及關心在澳洲工作的丈
夫。而這位父親感受到家人的愛與
接納，最終也返回香港一家團聚，
小花更變成一位活潑開朗的幼兒。

	 另一位是融合服務的幼兒，名叫小
美（化名）。她患有自閉症，母親
因女兒問題很自卑不安，擔心女兒
將來不能上正常小學。經了解及勸
勉後，她漸漸與我傾心事！我繼而
邀請她與女兒返教會，慢慢她明白
神就是愛，她學習依靠，並得着安
慰與平安，不再自卑，並接納女兒
的限制。加上在學校老師的愛心關
懷及教育，女兒日漸進步，她一家
笑容重現臉上。

	 兩位孩子的情況都讓我深信家庭遇
到困難時，若能認識神，知道神是
愛，家便有盼望，重回正軌，父母
互相相愛，子女亦得着幸福。

問：最想教導小朋友甚麼？
蘇：我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經驗中，世事

多變幻，有喜樂有困難，在生活中
交替出現。我盼望幼兒能在幼兒學
校透過校長，老師的關愛，及在聖
經課程中學習關愛，盡責及感恩的
訊息中，讓幼兒明白愛神及愛人的
道理，應用在生活中，才能得着喜

樂！
	 我從事幼教多年，當初入行的心願

是希望自己能學以致用，讓幼兒能
在愛心及愉快的環境中學習，使他
們在靈、德、智、體、群，美全面
均衡發展。此外，我盼望幼兒將來
上小、中，大學或長大工作仍然
記得曾學的金句、詩歌，及倚靠神
的信心不斷增長，並返教會尋找天
父。

問：有沒有一些「心事」想向小朋友說
的？

蘇：工作有喜樂亦有困難，但當我全心
倚靠天父，問題就迎刃而解！或天
父將我心懷意念改變，變得輕省！
神的恩典數之不盡，我得天父保
守，有校董會、諮委會成員支持，
社會服務辦事處團隊的支援，在學
校有愛心團隊，包括主任、各老
師、姐姐與我一起同心工作，令我
力量充沛。此外，得到家長信任，
愛護學校，一同培育幼兒愉快成
長。特別看到家長，同事能認識信
靠神，便是得着最大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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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人物專訪–服務使用者篇

	 蘇森紀念幼兒園是本會第一所幼兒
園，當時座落在新界屯門山景邨景樂樓
地下；於1986年開辦，及後因社區老
化，適齡學童人數減少而於2009年停
辦。
	 該校在屯門區辦校超過二十多年，
曾入讀的學生多達數百人，當中有不少
仍然和老師及校長保持聯繫。在2017年
5月的一過星期六，就有兩位姊妹—蘇
森紀念幼兒園的畢業生前來茵怡幼兒學
校探訪前任校長蘇綺湄校長和梅漫瑩老
師。

受訪人物
	 芷羚（羚），姊姊—1998年畢業
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畢業生，現於
出版社當編輯一職；
	 芷晴（晴），妹妹—2002年畢業
生，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
校）酒店及餐飲業管理學系畢業，現在
小學當教學助理一職。
	
問：對幼兒園的印象是…學習地方？見

小朋友的地方？遊玩的地方？

羚：記得幼兒園除了是學習的地方外，
還是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遊玩的
地方，十分愉快。

晴：我對幼兒園的印象是學習也是遊玩
的地方。因為那時候年紀還小，沒
有煩惱、沒有壓力。對於那時候的
我來說，有小朋友的地方就是遊玩
的地方。就算是學習，也是大家一
起愉快地學習。

問：對幼兒園的記憶最深的是那個人及
那件事？

羚：記憶最深的是梅老師*，在幼兒園
時十分照顧我。就算我畢業後，直
到現在仍然與我和家人聯絡。而最
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表演，是按着
「男兒當自強」一曲，拿着旗幟按
音樂表演。由於是上台表演，台下
有眾多觀眾，我感到緊張，得到梅
老師的鼓勵和支持，才令我增加信
心站在台上表演；而且在台上有其
他小朋友和我一起演出，並不感孤
單，因此最後亦成功完成演出。我
感到十分高興之外亦增強自信心，
因為是我在該年紀首次面對這麼多
觀眾表演。

	 (*編者按：梅漫瑩老師現於本會茵怡
幼兒學校服務)

晴：對幼兒園記憶最深的人是梅老師。
直到現在，依然保持聯絡，關心我
們的近況。而我記憶最深的事是
參觀嘉道理農場。從小我就比較
莽撞，記得那次是我第一次看見豬
隻，心急想伸手摸一摸，不料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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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眼前的豬欄，把它推倒了，整個
人也跌倒在地上。因為這件事，家
人現在還一直開我玩笑呢！

問：對老師及蘇校長的印象是…

羚：很用心照顧我以及很疼惜我和妹
妹，因此與幼兒園的老師和蘇校長
仍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並沒有因
畢業而斷絕聯絡。

晴：記憶中，老師和蘇校長都很疼惜和
照顧我們一眾學生。幼兒園是我人
生中度過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問：幼兒園的歲月對個人日後有何影
響？

羚：現在對幼兒園的記憶不是十分清
晰，但記得沒有不快樂的事情，在
幼兒園度過一段快樂的時光。由於
當年就讀幼兒園時年紀尚小，因此
並沒有對幼兒園的基督教信仰有太
多認識。直到升上中學後，由於該
校也是基督教學校，才對基督教有
多點認識。現在回想起來，相信幼
兒園本着耶穌愛人的宗旨，每位老
師以及蘇校長對學生包括我在內，
以愛用心的教導及照顧，教導我們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如與朋友相親相
愛、尊重他人等，令我在校園內感
受到愛。而這份「愛」，相信對於
仍處於小孩階段的我們，是十分重
要的，因此在幼兒園的歲月對我的
成長均有莫大的幫助，如在與其他
同學相處時，懂得如何愛護及尊重
別人，令我在小學及中學結交不少
好朋友。尤其在中學，記得在會考
那一年，壓力非常大，若不是有一

班好友的鼓勵及家人的支持，我也
不能夠順利完成那次會考。

晴：幼兒園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課。
就讀幼兒園時，本着耶穌基督的精
神，學會分享、學會包容，是我最
大的得着。因為多姿多彩的校園
生活，使我培養了開朗的個性，有
助我更快適應新的環境，認識新朋
友。

問：對當年的老師/校長，有何話想說？

羚：衷心感謝當年老師和蘇校長的悉心
栽培及照顧。因為幼兒園是每個人
最初上學的地方，是建立個人性
格、價值觀等的關鍵時期，對日後
個人成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而當
年在幼兒園學習很愉快，與其他小
朋友相處融洽，得到老師、校長的
全方位照顧，以致對我日後適應及
融入校園的生活有莫大幫助。

晴：幼兒園是我踏入校園生活的第一個
階段。三年時間足夠影響一個人，
感激當初在幼兒園時的悉心教導及
照顧，令我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就
算畢業多年，也依然不會忘記當初
對我們的栽培與關懷，是如今影響
我個人成長最重要的一環。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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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基 督 不 需 要 粉 絲
	 譚偉康（中國播道會130周年籌委會主席）

	 粉絲是一種追隨者，十分認真的追隨者。在街道上，機場接機區域，很容易領
教他們的熱忱。他們可以誇張地說：我們崇拜我們的偶像。	
	 按照聖經記載，主耶穌有極多的粉絲。每當耶穌出現某處，這些粉絲便聞風
趕到，蜂擁而至，到了一個地步道路堵塞。主耶穌沒有拒絕與這些粉絲交談，反而
向他們宣講天國的道理，醫治他們中間的病人，更供應食物使他們飽足。主耶穌接
納粉絲的存在，也珍惜他們的生命。但我們不能不知道一個極其重要的道理：那些
只要耶穌身上的好處，不要耶穌的生命的人，得不着生命。「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着
面。』」（約六53）
	 粉絲的特徵是一己為本。偶像符合他的心靈需要，滿足他的幻想。若粉絲的需
要改變了，	 或追隨偶像的成本大過所得的滿足，放棄作粉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粉絲保留自己的價值觀念，做人處事的原則。基本上，粉絲與偶像之間沒有必然的
關係。偶像也不須認識粉絲。粉絲與粉絲之間更談不上任何關係。假若偶像對粉絲
提出某些超過預期的要求，粉絲大可拒絕。
	 某些信耶穌的人只是耶穌的粉絲，並沒有心做耶穌的門徒。某些人連耶穌的粉
絲也不是，他們是某宗派、某牧師的粉絲。
	 主耶穌基督要的是門徒，不是粉絲。祂要門徒建立的也是門徒(太二十八18-20)
，	 就是食祂的肉飲祂的血，以祂的生命為生命，以祂的看法為看法，以祂的熱愛為
熱愛的人。祂如何順從天父的命令，如何靠聖靈而活，門徒也如此學習。
	 所以若要做粉絲，就不能做門徒，兩者並不相容。粉絲以自己為本位，門徒以
主耶穌為本位。粉絲可以和粉絲爭鬥，門徒之間卻不可以。粉絲不用別人教，個人
喜歡如何就可以。門徒卻必須有門徒作引導作榜樣，說到底，門徒只有一位導師，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聖靈。
	 當會眾多存粉絲心態，有心作門徒的人很容易以粉絲為門徒的另一個版本。如
此，	 來聚會捧場，滿足內心的某些需要就算了。雖然心靈有明確的呼喚，也只能如
此。	 牧者在自己成長期間，不一定有門徒引導他們。牧養難免進入粉絲心態，確保
粉絲開心，粉絲出席聚會捧場成為成功的指標。「跟隨耶穌，效法耶穌」這些話掛
在牆壁上就好了。牧者生命沒有甚麼改變，(對聖經沒有更深的熱愛，與人的關係沒
有進步，對不信主的靈魂沒有多一點的憐憫…)	也是常有的。
	 聖經的宣告十分清楚，毫不含糊。(太十38，十六25；腓二16；西三4等)那些蒙
呼召進入主耶穌基督的身體的人，要為自己的回應負責。(太二十二14)那些只願意
作粉絲，不願作門徒的人，很可能到最後要接受一個主耶穌的宣告：離開我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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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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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各項活動及班組，包括管理「功課
輔導組」，負責婦女及家長工作、長者團
契、社區探訪及鄰舍網絡工作等，需輪班
(包括主日)
．要委身、性格成熟、樂於團體合作
．有社福機構經驗或訓練更佳，學歷：中
五或以上，懂電腦操作
．起薪點為$	11,395	(MPS	Pt	0)，視乎資
歷及經驗
請註明所屬教會、期望薪酬及履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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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認識你。(太七21-27)
	 作粉絲是個人選擇，作門徒更是。
我們不能勉強別人作門徒，只能作榜
樣，就是自己不斷的學習，爭取別的門
徒的鼓勵，從別的門徒身上學習順服，
一起的成長。
	 2018年11月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慶祝
130周年。希望見到每一個播道會堂會重
整門徒的心態，重拾門徒的步伐，為繁
衍下一代的門徒興奮。

播道書院誠聘：
追求「孩子應如何學、我們便怎樣教」的老師
播道書院為「一條龍」直資英文男女中、小
學，位處將軍澳區。本校會按照聖經真理來
教導孩子，並本著“孩子應如何學、我們便
怎樣教”的精神，幫助每位孩子在學習上追
求卓越。本校強調品德教育，特設生命價
值教育課程，教導孩子成為明白自己、懂得
關心別人和能立足於廿一世紀的國際公民。

學校現開始為下學年的需要招聘新老師：
中學部：中文科、通識及基督教教育科、綜
合科學及物理科、電腦及資訊和通訊科技科
老師須：具教學熱誠。認同本校的辦學宗
旨，積極落實基督教辦學理念。持有大學學
位及教育專業資格。(申請人需附上中英文
短文簡述教育理念，並附兩位諮詢人姓名)

入職薪酬將按資歷及經驗而定，有意申請
者請繕履歷於2017年6月29日前逕交播道書
院辦事處─將軍澳至善街七號播道書院收，
信封面註明應徵職位。合則約見。有關學校
詳細資料請參閱網址：www.evangel.edu.
hk。查詢請電2366-1802。
(申請人個人資料只作招聘有關用途及完成
招聘程序後銷毀)

距離130周年慶典（11/2018）還有16個月！
代禱：願神凝聚播道會各堂的執事堂委，積極回應8月11日的
「全播道會執事堂委諮詢聚會」，並提出寶貴意見，同心互
勉，更新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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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三宗教牧週年盛會：回歸聖經．重尋召命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假宣道會希伯倫堂舉行了2017年三
宗(浸信會、宣道會、播道會)633教牧盛會，本年主題是
「回歸聖經．重尋召命」。盼藉由宗教改革後所引來教會
反思，從歷史角度看今日會在宣教使命上的定位，並一同
尋索現今世代的宣教契機。當日雖然早上大雨傾盆，但無
礙教牧們的參與，三宗派共約310位教牧出席。
	 早上范國光牧師帶領詩歌敬拜後，梁家麟牧師（建道
神學院院長）分享主題信息：「回歸聖經．重尋召命」。
梁牧師從歷史分享甚麼是宗教改革及其主張、聖經神學運

動，從而分柝宗教改革的
關鍵含義，今日教會需要重尋召命，因着屬靈觀的
失效，故需要一個擁抱世界，植根世界的信仰，並
放棄大多數不必要的傳統，化繁為簡，回歸一個簡
單直接的信仰，重新以使命定義教會，梁牧師強調
努力傳福音，「總要救些人」是最高原則。	

	 回應講員有黎嘉禮牧師（香港宣道差會總幹事）、杜其彪牧師（海外福音使團
香港區主任）及文燦潤牧師（香港浸信差會總幹事）。三位回應講員就着梁家麟牧
師的講道內容，從宣教方向及使命，不同地區的宣教模式作回應。
	 午膳雖是簡單飯盒，但教牧們珍惜時間彼此交通，有新相識也有老朋友，食物
只是次要，相聚才是「主菜」。下午舉行的四個工作坊內容亦相當豐富，分別是連
達傑牧師（香港浸信會差會前任總幹事／尖沙咀浸信會現任主任牧師）分享「堂會
之亦遠亦近（Glocal）的宣教工作—一個聖經及
全球化的觀點」、劉卓聰先生（差傳事工聯會總
幹事）分享「南亞裔事工挑戰與實踐」，羅惠強
先生（香港環球福音會宣教士）分享「一帶一路
宣教策略及契機」，及胡樂文牧師（前線差會總
幹事）分享「全球伊斯蘭化的挑戰與福音契機」
。會後，工作坊的各小組一同守望祈禱，以祈禱
結束整天的研討。

講員：梁家麟牧師

回應講員：杜其彪牧師、黎嘉禮牧
師及文燦潤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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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總會暨活泉堂邀請
會眾蒞臨梁永泉傳道按牧禮

播道總會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日（主日）
下午三時假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九龍長沙灣東京街18號，
長沙灣鐵路站A2出口)為該堂傳道梁永泉先生舉行按牧禮，

由陳黔開牧師（牧職部部長）主禮，按牧團尚有譚偉康牧師、
盧炳照牧師、郭文池牧師、李國樑牧師、羅錫堅牧師、

王安洋牧師及蕭仲駒牧師；敦請郭文池牧師（播道神學院院長）講道，
盧炳照牧師(該堂顧問牧師)訓勉，總會副主席蘇振豪先生頒發牧師證書。

梁永泉傳道自少年時代在活泉堂成長，曾任執事多屆，
蒙召後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完成道學碩士，
自二OO八年起在播道會活泉堂任傳道職。

敬邀各界人士觀禮，同頌主恩；查詢請電2715 968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hhhhhhgg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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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我是黃杏貞。父親帶我由三水到香港，記得到達的第一天便與父親
分離，因為在香港的姐姐無法收留照顧我，父親迫於無奈將我交托給一
位叫三婆的女士，當時我追着父親的背影，不願意被遺棄在一個陌生人
家中，但始終也要留在三婆家，因為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我。在三婆
家的時候，心裏感到被遺棄，又被同住的小孩欺負，不准我「添飯夾
餸」。當時沒有勇氣反抗和投訴。其後，當時已70多歲的父親，好不容
易才讓我有機會入住兒童之家。
	 於1963年那年，開始一個「大家庭」的生活。
	 在兒童之家生活有開心和不開心，當靜心數算，開心和幸福的事，實在是多而又多，並
深深感受阿姨1對每位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愛。阿姨重視教會生活，亦重視工作及娛樂平衡的
規律生活。每個星期日是返教會和休息日，不可做功課，所有家務、功課等都要星期六完
成。故此，很多時候我們在崇拜後便會去海灘、上山頂、在兒童之家內打籃球、踏單車、玩
桌上遊戲等。而副院長四姨2非常看重我們的教育培育，安排我們入讀不同的學校，我就讀
於九龍塘小學直至中學三年級。我非常感謝我身邊的同學，他們從來沒有因為我的背景而看
不起我或可憐我。
	 小學讀書的成績也不錯，也曾做過班長；後來因為健康原故常出入醫院，中二開始成績
「滿江紅」。在中三那年不想再讀書，阿姨就讓我在兒童之家任職員。由孩子身份成為職
員，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和挑戰。
	 我是一個不喜歡太多改變、易滿足的人，但神已為我預備新的路，就是在我21歲那年

祂帶我到美國加州。那時候我甚麼都沒有：沒有金錢、健
康、朋友、學歷、更沒有身份，原來天父已為我預備姨媽3

一家照顧我住宿。到美國半年後又因胃出血須進行切除胃神
經手術，在手術前一天收到移民局批准我由旅遊簽證轉學生
簽證，讓我有機會完成中學文憑，完全想不到在香港成績幾
乎「科科紅」，竟然通過托福TOFEL考試及格而考入大學。
花8年時間完成社會工作和輔導學。感謝天父又為我預備工
作解決生活經濟的需要、又獲得助學金、更有姨媽夫婦一家
供我食住環境。回想起初以為來美國旅行三個月後便返回香
港，想不到來了美國至今已經差不多39年了。
	 我非常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兒童之家成長，讓我經歷
主為我掌舵，我能笑於暴風中。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
的路途花香常漫，但天父應許生活有力，只要我們倚靠仰賴

衪，祂的能力必在輭弱人身上彰顯，離開了主，我甚麼都不能作。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約翰福音十四18)

1	阿姨–創辦人申路得姑娘
2	四姨–副院長羅甡靈﹙那時兒童之家以親友關係稱呼職員，表示是一家人的關係﹚
3	姨媽–鍾倩貞姑娘在舊屋時期﹙現址之前的院舍﹚的副院長

神的恩典在輭弱人身上彰顯祂的大能
分享及撰文: 黃杏貞(兒童之家院友)



播道同工知多少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
現今的機會麼?」(斯四14)
	 今年初，事奉特別忙碌，尤其在講
道方面。可能因為剛有幾位同工離任，
自己和教會裏的同工們、執事們，或多
或少都分擔了一些額外工作；覺得頗為
吃力。當時我向神祈禱，祂就給了我
上述的經文。這金句讓我想起了蒙神呼
召，全時間事奉主的尊貴；也提醒我珍
惜每一個為祂發言的機會。
	 自90年神學畢業，我曾以不同角色
事奉神—包括牧者、全職媽媽、學校宗

教主任、師母…。而加入太古城堂作傳
道人已經是7年多前的事了。回顧多年的
事奉，我最欣慰的是看到自己曾栽培的
生命有成長；無論是我家孩子、教會孩
子、學校學生、並與我一起事奉的弟兄
姊妹；正如約翰所言：「我聽見我的兒
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
個大的。」(約叁4)
	 原來這些主內肢體也一直鼓勵著
我。他們的片言隻語、代禱關心成為了
我繼續事奉神的動力。雖然在事奉生涯
中，不免有灰心、沮喪的時候；但神總
是在我身旁，帶領我經過；在困難中，
更經歷到祂的信實和慈愛。感恩我有一
位顧問牧師(我的丈夫)，他常常成為我的
支持，還有我的孩子和我原生家庭的家
人，都是我支持系統中的重要成員。
	 談到對播道會宗派的感情，一定
不是典章和規則，而是有血有肉、有眼
淚、有歡笑的人和事。我在播道神學院
接受神學訓練，這是我對播道會最深刻
的經歷；其中的老師和同學都是我的榜
樣。而我母會的多位傳道人也是出自播
道神學院的；所以可以粗略地說，我的
信仰根基是從年少時由播道會信仰孕育
出來的。
	 在未來有限年日的事奉中，盼望能
效法播道會先賢，栽培更多生命，承傳
基督信仰，實踐福音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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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陳德蓉姑娘（太古城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約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