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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講人生四部曲之夏（盛年），聖

經中最有代表的，一定是基督耶穌在世最後

的三年了，祂「日正當空」地工作，滿滿的

完成了神的救贖計劃。這三年中，主耶穌不

單在「傳」道，也在「行」道，祂對人的關

心很細緻，這也驅使我們在遵行主的大使命

時，要多關顧每位對象身心靈的需要。

	 再看現今的社會日趨都市化，「大都市」強調分工，專才專職，

以往在農耕或舊社會，雖有分士農工商，不過大致上沒一定的入門門

檻，大多是邊做邊學的師徒制。只是今天社會出現的狀況及因由卻不

盡相同，大家要求所提供的照顧能更「對題」，更「貼身」，所以出

現不同的專家專業，也出現大大小小的機構及服務單位，服務要能對

症下藥，參與這等工作的亦被要求有一定的學歷水平及經驗。同樣，

福音事工在「大都會」中亦有相同的期望，我們也要分工，專職專

才，大大小小機構成立，目的仍是要學效主，在這大都會中能對人有

全面及有效的照顧及服侍。

	 相信今天在這些機構中的「參與者」，他們都是處於「正場」

、「打真軍」的時期，因為所要處理的事工或提供的服務，一點都不

能馬虎，也頗吃力。我們這期「人生四部曲之夏：機構篇」，請來在

我們這大家庭之機構中的「參與者」，分享其工作的得失，面對的挑

戰，及因而對自我信仰生命的一些啟迪。要在「盛夏」中「打真軍」

，多少要有點「志」之所在，否則誰會願意付上這些許多？是因為主

叫你有所看見？又或是你是位有心人，有抱負或有所經歷，所以願意

擔當，服侍這許多有需要的人？無論如何，先要多謝這幾位的分享，

不過，筆者相信若然能吸引更多肢體關心、投身、同心代禱就更好

了，因為這等「工場」仍在發展中，需要更多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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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秋冬，一個滿有詩意的
題目，但對於久居於都巿的人，
也許季節的更替，春去秋來，只
是衣裝替換的藉口，只有世代居
於郊野務農一族，才能深深體會
上帝設立四季更替的美意。我和
師母於台灣宣教時，曾居住於客
家農村，有幸體驗春耕、夏作、
秋收、冬藏美麗的一面，我猜想
今年播道月報編委，大概也有意
藉春耕、夏作、秋收、冬藏，讓
讀者們與不同作者，一同再思考
人生的春夏秋冬各個不同階段的
體驗吧！

	 屈指一算，離開神學院校
門，今載剛好三十五個寒暑，似
乎已屆冬藏之門檻，但事實告訴
我，每天在我工作桌上，仍有各
種處於春耕、夏作、秋收、冬
藏，不同季節、時段的文件與事
工。每當看到有臨近功德圓滿，
接近秋收、冬藏的事工時，便更

着力地，去加速努力於一些正處
於春耕、夏作階段，尚待遏力
推動的工作。當然多少時候，
曾幾何時，也會陷於正膠著在春
耕、夏作階段，面對心驚膽戰的
挑戰，要與艱苦，汗流浹背正面
交戰，甚至困擾在喪膽、驚嚇的
思緒中，可是卻常因看見一些已
經秋收、冬藏的成就，而獲得鼓
舞，再接再勵地繼續披荊斬棘。

	 再說我們極有可能在同一天
中，在不一樣的處境裏，人與物
之中，分別體會到春耕、夏作、
秋收和冬藏狀况同時到臨。使徒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九章6節中說：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
話是真的。」

	 這真理雖然是指着奉献金錢
的教導，也不乏應用在其他生活
層面裏的果效。今載正值踏入花
甲之年，我仍不斷鞭策自己，每

倪月芳（播道會新福堂執事會主席） 郭必鋒（播道會香港差會總幹事）



播道月報．257 ３

天掌握任何已屆冬藏、秋收的機
會，每天亦同時繼續有耐性地，
不放過那些仍可不屈、持續艱辛
夏作的努力。當然最積極的是去
尋找一些仍能開發春耕的新領
域。因為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
節有應許說：

	 「我們不至於消滅，是出
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
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
的，祢的誠實，極其廣大。」

	 春耕、夏作、當然期望有秋
收和冬藏，勤勞的人一定會有秋
收和冬藏的歡悅，但我肯定不是
每一個春耕和夏作都會有秋收或
冬藏，詩篇一二六篇第5、6節中
提到四個階段：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
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
歡歡樂樂的帶禾稛回來	。」

	 1.	撒種─辛勞的刻苦工作。	
	 2.	流淚撒種─加上了耐性與		
	 	 不屈。

	 3.	收割─持久澆灌，不斷培		
	 	 育後，帶着歡欣的勞動。
	 4.	帶禾捆回來─將收成變成		
	 	 眾人祝福的感恩	。

	 僑居加拿大的年日，當駕車
往返亞伯達省和卑詩省，穿梭在
加拿大洛磯山脈的美境之同時，
山區氣候，每每一天裏會經歴四
季氣候之變化，其中的詩意、美
境於春暖、夏熱、秋凉和冬寒中
盡顯無遺。故請切記，作為警
惕，當你有一百個春耕時，一定
不要期盼有一百個冬藏；這道理
很顯淺，因為一百個春耕，不能
保證你有一百個夏作的機會，就
更不用說有一百個秋收了。年輕
時不乏意氣風發，甚至〈易起瘋
發〉的朝氣。雅各書五章7、8節
中則有如斯教導：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
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
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
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
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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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於1983年蒙召踏上全職事奉的
路，轉眼已接近三十年了。二十多
年來，曾在不同崗位服事神，先是在
教會作傳道，後回母校播道神學院任
教，近年更承擔院長一職。回想自己
事奉的道路，充滿主恩，要學習的屬
靈功課也很多。心境經歷如同季節的
變化，有點像畫家筆下的四季，也有
點像中國農耕的節奏：春萌、夏榮、
秋收、冬藏。篇幅所限，只能分享其
中點滴，盼與弟兄姊妹互勉。

2. 在春日中學習憑信撒種
	 春回大地，正是播種的好時機。
在事奉路上，若要能把握春天鬆土播
種，信心是必需的。「早晨要撒你的
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
知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
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傳十一6)
傳道者指出我們的限制和責任：雖然
我們不能預先知道哪些種子會萌芽，
但是我們只管盡力撒種，深信神必定
掌管，最終必有部分甚或全部種子生
長起來。
	 神學院的事奉也是如此。作老師
的，怎能預知哪一堂聖經課、哪一
篇午會信息或哪一次教牧輔導，能啟
迪學生呢？作行政人員的，怎能預知
來年有多少新生報讀呢？作領導的，

怎能預知父神會為學院預備哪所新院
舍呢﹖我們的責任，就是接納自己的
限制，盡心撒種，憑信心把結果交給
神。
	 這樣的功夫是不會白費的。雖然
有時信心受到考驗，懷疑播種的工作
是否有價值，但是恩主的鼓勵不斷。
多次當看見準畢業生站在講台上宣講
有力的畢業講道信息時，瞬息間腦海
就浮現一幅幅的圖畫，展現學生從入
學到畢業的成長變化。那時，不禁驚
歎原來父神靜悄悄地建立了生命！

3. 在炎夏中學習忙裏安息
	 夏天是農作物生長迅速的季節，
這個時候農夫就更加忙碌了：除雜
草、防蟲、澆灌、保護幼嫩果實…，
在炎炎夏日中，難免汗流浹背，身體
疲乏。同樣，神學院的事奉也有辛勞
時期。當開辦新課程、學生人數增
多、購買了新院舍需要設計、裝修及
籌募經費時，工作量就自然大大增
加。當事奉繁重或遇上重重困難時，
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墯入「耗盡」
(burn	out)的危機中。
	 怎樣防範「耗盡」(burn	 out)於未
然呢？要留心自己的心境：心裏失去
喜樂、失去信心、失去事奉的勁力、
脾氣變得急躁、被孤單感和無力感籠
罩、充滿消極情緒…，這些都可能是

楊詠嫦（播道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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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盡」的癥兆。當察覺到有這些跡
象時，就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回歸
到父神那裏，向祂傾訴，聆聽祂的聲
音，讓祂再一次使自己的靈魂甦醒過
來。家人的關懷、友情的滋潤、充足
的睡眠、均衡的飲食等，都有助保持
身心靈健康。恩主的心意不是要我們
在事奉中掙扎；祂乃期望我們與祂同
工、並享受祂所賜的安息(比較：太十
一28-30)。

4. 在深秋中學習感恩前瞻
	 夏日辛勞之後，就進入秋天收成
期；看着勞苦的功效，心情是滿足愉
快的。這時候，需要學習感恩和計劃
未來。
	 感恩，是表明成果不是自己所配
得的。要由衷向父神謝恩，因為我們
「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林前四
7）我們事奉的恩賜、機會和成果全
都是父神賜下的禮物，向祂獻上感恩
是理所當然的。也要深深感謝同工和
身邊的家人朋友，因為事奉的收穫總
是團隊努力合作的成果，不應歸功於
個人。
	 深秋之時，也要計劃未來。務農
的需要思想：明年種植甚麼植物，方
能使土壤保持肥沃？甚麼時候開始播
種？哪些耕種工具需要維修備用呢？
同樣，事奉的人也需高瞻遠矚：如何
培育接棒者？如何給年青同工發揮潛
質的機會？學院、教會或機構十年後
需要如何更新以適切時代的需要？
	 事奉的人，也需要思考退休的問
題。總有一天我們體力不如以往，需

要放手，從前線崗位退下來。不過，
我們內心的力量卻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林後五16)。怎樣預備自己在「年老的
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
青」呢(詩九十二14)？趁着深秋，我
們應當更深揣摩自己的價值不在乎為
主作了何等大的事，而是在乎主如何
愛自己！

5. 嚴冬中學習永不退縮
	 冬天享用貯糧，同時也要抵禦寒
冷天氣。屬靈層面而言，哪裏有神的
工作，往往哪裏就有仇敵的擾亂(比
較：太十三24-25)。寒風凜冽，刺入
股骨，最容易令人萌生放棄之念。在
屬靈爭戰中筋疲力竭，正是經歷「我
(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的好時機(林後十二9)。那時，需
要抓緊主的信實：「主啊，我相信
祢，祢是教會的主，祢是學院的主。
祢不會讓仇敵得勝，求祢親自顯出祢
的榮耀。」漫漫長夜緊守崗位，父神
就在早晨施行拯救(詩四十六5)，開出
奇妙的道路，化困難為祝福，顯出祂
的榮耀。在嚴冬中不退縮的人是有福
的，當他繼續前行的時候，會發現嚴
冬總會過去，很快又春回大地，而他
已經鍛鍊了好體魄迎向新一年的農
耕！

6. 結論
	 感謝神，二十多年的事奉，充滿
各樣色彩。無論春、夏、秋或冬，都
是天父所繪畫的圖畫。有這藝術大師
在我生命中作畫，夫復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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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的道路難免崎嶇，就
連耶穌和門徒在世的日子也是如
此。然而，事奉的道路同時也是
充滿喜樂的，上帝同在的經驗，
是事奉者必然的經歷。

	 我在大學的時候信主。畢業
之後，決定成為一位老師，努力
查考聖經，閱讀了大量的屬靈書
籍，追求以上帝喜悅的方法來發
展學生的潛能，並讓他們得聞福
音，學習倚靠上帝，好讓他們日
後能不負所託，「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地愛上帝，也愛人
如己，妥善管理大地！

	 入行二十四載，先後任教兩
間學生學業成績極端的學校，然
後，擔任校長一職，分別建立了
兩所學生家庭背景差天共地的新
學校。懷着同一個心志，服務四
間同樣是基督教背景的學校，體
會到四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亦經
驗到上帝的不變。

	 還記得我四年前把播道書院
獻校禮的主題定為「我們在這裏
遇見神」，對於我來說，在事奉
的路上經歷上帝，是很重要的體
會。最近，我在播道書院的會議

室，擺放了一包「蛋散」（喻意
我們算不得甚麼），用一個晶瑩
剔透的亞加力膠盒把它蓋好，膠
盒上豎立了一個用英文寫上「信
心」的小牌匾，我跟老師們說：
「我們在播道書院的事奉，一切
的榮耀都歸與上帝，大家都算不
得甚麼，我們願意一起學習用信
心倚靠上帝嗎？」

	 上帝給了我們自由選擇的意
志。在事奉的路上，我們可選擇
倚靠自己，亦可選擇倚靠上帝。
尤其在艱難的日子，我們會不自
覺地選擇用自己的方法來解決問
題；幸好，我們還懂得重新回到
上帝的身邊，讓祂再次介入我們
的生命。就是這樣，我們不斷地
重複這些片段，交織出我們事奉
路上的春、夏、秋和冬。

	 春天，是四季之始，嚴冬
過後，春回大地，不但增添人
間幾分溫暖，也帶給人希望的感
覺，情況有點像事工開展之初，
我們對未來總懷着憧憬。我個人
認為，要展開一項工作，並不困
難，然而，要把這項工作堅持到
底，經得起日後的考驗，才是真
正的挑戰。因此，在開展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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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成（播道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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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郭碧貞（播道會恩福堂東九分堂）

前，我們必須弄清楚，是為了上
帝，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想望？
上帝才是最高「話事人」，無論
我們的主觀意願多麼美好，未問
准上帝，切勿輕舉妄動。我們要
小心，「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我們很多時候有了決定，才去找
理由來支持自己。我每周都會與
各部門的主管開會，每當要做重
要的決定時，我們都會先問問：
「上帝會支持我們的決定嗎？」
我們會同心合意祈禱，直至我們
有了聖經和平安作引證，我們才
作一致的決定。

	 夏天，生意盎然，萬物都生
長得很快，好比事工蓬勃發展，
有很好的勢頭。然而，一會兒暴
雨驟來，或颱風侵襲，隨時造成
難以估計的損失。相信事奉的人
應很明白，當「人正說平安穩妥
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在事奉的路上，我們必須做好
風險管理，把事工建立在磐石
上—把上帝的說話作為待人處事
的最高原則，並實踐所信。很多
人引進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或理
論來發展事工，主觀意願良好，
然而，它們若取代聖經的原則，
最終只會慘淡收場。我們亦須明
白，艱難會隨時到來，我們只管
學習謙卑，全心仰賴主，才經得
起種種考驗。

	 秋天，暑氣漸消，秋風送
來爽快，實在令人舒暢，然而，
萬物在無聲無息之間，一切的節

奏也變得慢了下來，甚至開始褪
色。我們的事工也是一樣，無論
現在情況怎麼「風光」，要是我
們只懂滿足於現狀，不去到水深
的地方，忽略上帝新的帶領，變
成了維持而維持，繼續而繼續，
終成虛空。

	 冬天，有時候可以十分低
溫，寒氣逼人，北風呼呼作響，
似為「欺凌」人的寒氣增添聲
勢。在事奉的日子，難免遇上艱
難和逼迫，然而，耶穌說：「為
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在推
行基督教學校教育的日子，不時
遇上挑戰，原本口裏常常掛着聖
經話語的人，也忽然會選擇用世
界的價值觀來看事物。我也不時
聽見有人說；「為甚麼我們不乾
脆效法其他學校的做法，爽爽
快快，嚴懲學生呢？不要婆婆
媽媽，對學生慈愛，只會寵壞他
們。」原來，要堅持上帝的原
則，必須經歷考驗，最傷害我們
的人，許多時不是教外的人，而
是主內的弟兄姊妹。然而，我靠
着那加給我力量的，總能面對難
關。事奉的人必須學習將艱難全
然交託上帝，真心相信祂是顧念
我們的。

	 四季循環不息，人生總有
跌宕起伏，事奉的人須學習心意
更新而變化，從而明白上帝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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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機會與其中一位入住青
少年家舍的年青人阿儀(化名)，展開
深入輔導面談，由於她兒時受到家
人虐待，十六歲左右就離家出走，
在社會打滾數年後，最後流離失
所，由社工轉介入住青少年家舍。
與阿儀相處了幾個月時間，大家都
覺得她口齒伶俐，聰穎有加。同
工給她安排了數份工作機會，但最
終都是無功而還，她要不是給上司
辭退，就是自己提不起勁上班。對
於一個有自我接納障礙的人來說，
就算你告訴她說：「你很不錯，你
做得很好。」這些話她根本聽不入
耳，甚至帶着諷刺呢！

				在兒童之家(兒家)當院長差不多十
五年了，在過去的歲月裏，看見了
不少孩子出出入入，我發覺大部份
入住兒家的孩子，由於缺乏家人照
顧的背景，或多或少也具有自我接
納障礙的徵狀，他們大多數是天資
聰穎，樣貌端正、娟好，但是他們
總不相信自己擁有那些美好特質，
或者他們不敢相信自己能夠擁有那
些美好的特質。故此，很多時候都
缺乏信心去改變自己，甚至是拒絕
改變，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改變
能為他們帶來新的突破！

	 記得一次某同工不滿另一位同
工的工作態度和表現，我反問這位
同工是否有留意那位同工正在進步
當中，既然他在進步當中，我們大
可給予一點空間，讓那位同工去改
善呢，人貴乎能自我改善！

	 兒家的家旨就是本着基督的
愛去培育困苦的兒童，一個能夠彼
此接納的群體，才能夠締造一個有
愛與接納的人際環境，讓孩子們活
在當中，有一個環境條件去活出真
我，有機會學習自我接納，願意改
變自己去衝破逆境。

	 在過去十五年的日子裏，我和
兒家的一群員工，不斷經歷上帝的
恩典，與此同時我們也一同學習施
予恩典。甚麼是恩典？就是我們不
能作任何事，叫神多愛我們一點；
也是我們不能作任何事，叫神少愛
我們一點。所以重要的是不在乎我
們這群同工能作甚麼，而是我們可
以成為怎麼樣的人，好讓我們的生
命能盛載這些孩子的生命，讓神的
愛喚醒他們在上帝眼中的價值和意
義！

主

題

文

章 羅美珍（播道兒童之家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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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聽到這樣的疑問：
 「你為甚麼會在播道會做了那麼
久…呀！你是播道會的（會友）！」
 「係呀！有使命又做得開心嘛！」
 「你們播道會真有錢……服務唔申
請獎券基金，又唔要馬會錢！」
 「賭款我地唔會要㗎，我哋天上嘅
老闆會供應㗎！」

	 當時，我心中同時浮現一些
長輩的影像，「蘇生」俊朗喜樂的
面孔，「文牧」堅毅信任的神情，
「陳牧」恩慈幽默的態度，「大細
蘇牧」睿智果斷的語調，還有……	
	 播道會一直注重宣講主道和傳
揚福音，同時着重生命的見證。早期
先賢除建立教會外，亦因應社會需要
而在國內和香港興辦教育、醫療、賑
災、恤孤等事工。隨着香港社會福利
的發展，本會多間堂會於上世紀八十
年代起，分別領受異象在多區開辦長
者中心、幼兒園、自修中心和社會服
務中心，藉以服侍社區和開拓福音工
場。我每次向實習社工介紹時，都
會以窩福堂的「八福」為例，講述
近年播道會如何因應社區需要而開
辦不同形式的服務，以及其後天、
恩、道、活、靈、福……的事工。	
	 由於當時各堂均以「聯會」名

義申請卻缺乏統籌機構，因此總會
於一九九零年設立社會服務協調辦
事處，負責統籌各服務單位的政府
資助及協調相關服務；同時協助各
堂會申辦服務。蒙神恩領，給予筆
者自一九九零年十月加入辦事處的
崗位和使命，期間深深體會「若不
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
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一二七1)	
		 在本會服侍的頭七年，香港社
會迅速發展和回歸中國，當時政府
和社福界已針對服務分割和對社區
需要不敏感而訂定策略，提倡以綜合
服務模式關心社區內不同服務對象或
單一對象的需要，即是「以服務為
本」演變為「以社區為本」的福利服
務規劃和推行。除原有五個單位外，
辦事處在期內協助了四間堂會開設了
五間新的服務單位。期間本會亦積極
討論興辦社會服務的理念，最後於一
九九七年通過本會的社會服務宣言﹕
「我們推行社會服務：『見證基督
大愛，關顧全人需要；實踐基督使
命，廣傳得救福音。』」此宣言是
建基於神給人的大誡命的延伸「愛
鄰舍」（路十27-37）及大使命「使
人作主的門徒」（太二十八19）。	
		 在訂立本會服務宣言時我們有

主

題

文

章 周賢明（社會服務辦事處社會服務主任）



10

播

機會詳細辯證彼此的信念：我們確信
社會服務和傳福音皆源自神的大愛，
是同一個源頭，是合一而整全的，是
不可分割，彼此相輔相成的。我們也
認定社會關懷是神給人的生命流露；
縱然服務可以成為領人歸主的途徑，
但不能單以此作為衡量其價值、意義
和果效。由加入「辦事處」開始，筆
者已確知神對自己的召命，就是在播
道會釐清如何使福音與服務結合，
堂會與服務單位配搭，服侍社區。	
		 九七後另外七年經歷了幾項重
要里程，總會兩任總幹事先後離職，
社署推行整筆撥款，以及「非典型肺
炎」期間本會重整長者服務。當時本
會理順服務管理架構，由以往的「
協調」改為「管理」資助服務和「協
調」非資助服務。「協調委員會」亦
改為「管理委員會」；我們希望透過
清楚授權和共同管理的精神，有良
好的管治架構和提供更佳的服務。
感謝神的保守和眾教會的信任、支
持和參與，我們都一一安然渡過。	
		 在本會的第三個七年，在服務
和個人領受上分別有不同的轉變。
首先，隨着統一學前服務，本會屬
下的幼兒園改變為兼領幼稚園和幼兒
中心牌照的「幼兒學校」，和成立了
播道會幼兒學校校董會統一管理。
在重整長者服務後，本會四間長者
中心共同資源，其中有三間繼續獲
政府資助而資源較為充足，可更全
面地服務社區；餘下一間則轉為非
資助，需要彼此互相守望和關顧。
期內我們持續推介員工保持正向的

心態和觀點：相信神賜予我們的喜
樂與平安，皆由自己內心的取態和
掌握決定，而不是基於外在條件或
環境。鄺牧師曾提醒我需要更積極
主動（proactive），我深感同意；亦
以此鼓勵同事多思考、定優次、常
感恩、不眷昔、靠主愛、往前看。	
	 現時，因政治及社會因素，社
區內的機構亦較以前更着重將區內鬆
散的網絡有效地連結起來，讓不同群
體一起協助有需要的社群融入社區。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服務使用者透過
成立自助組織，積極向社區和社會
提出合理的服務要求和政策倡議。此
外，政府繼續以獎券基金和馬會的撥
款「幫助」社福機構解決服務發展和
資源不足的問題。播道會的教會和服
務該如何善用神賜予我們的資源回
應呢？當我們堅持遵行從神而來的
吩咐和領受時，祂必保守與供應！	
	 最後，筆者認為，本會的服務
形象並不鮮明，只能在個別小社區
默默耕耘。然而我們應當善用神所賜
予的，做個好管家，一點一滴地做好
關愛育幼的事工。我更期望年內能加
強辦事處、服務單位和各教會的認識
和聯繫，促進夥伴合作，發揮凹凸互
補，從而增加服務的有效性。盼望得
到你們的代禱和支持！謹以深愛的經
文互勉：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
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上帝同行。」（彌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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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常常為貧困和有需要
的人伸出援手，為他們提供包括
食物、衣物、教育和輔導等幫
助。治病雖然一向是政府的主要
責任，但是大部分病者尚未得到
全人全面的關顧。為了做到這一
點，我們認為最好的護理模式，
便是可以真正恆常地提供全面
醫療關懷和支持的醫療團隊。
一間附屬於教會、可照顧病者
身、心、靈的診所（Church	 Plus	
Clinic）將會是病人的一個理想選
擇；當然，病情較為嚴重的病人
則可被轉介至醫院作進一步的治
療。這樣的安排，社區醫療服務
的提供者可為市民提供更多預防
疾病的健康檢查以至基本的治療
服務，令其可發揮其持續關顧社
區的功能。
	 從一九三七年首間播道會堂
會在港成立起計算，播道會已在
香港展開事奉已有七十五年的歷
史，目前在香港已有超過五十間
堂會，各分堂一直以服務來回應
社會的需要。位於長沙灣的恩福
堂是播道大家庭中最大的堂會，
會友眾多，除了舉辦經常性的活
動外，亦為會友和市民舉行各項
慈惠活動。堂會一直作多元化的

事工發展，亦關注信徒的心靈健
康，更為有需要的肢體提供適當
支援。
	 經過多年來的經驗累積，
似乎是時候結集醫院與堂會的資
源，為社區人士提供全面關懷的
醫療服務，這亦是我們Church	
Plus	Clinic	(C+	c)	發展項目的主要
目標。C+c發展項目是播道會屬下
地區教會與播道醫院的合作伙伴
計劃。播道醫院成立於一九六五
年，是一所非牟利的社區醫院。
多年來透過醫療服務，以彰顯神
的愛和真理，讓人身體得着醫
治，心靈也得着幫助。播道醫院
同時專注病人心靈關顧的工作，
務求為所有病人提供全人醫治、
盡心關懷的服務。
	 C+Cl in i c將設於教會鄰近
的地區，方便教會及醫天使義工
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心靈關顧和
福音性的支援，讓病人可得到身
心靈的全方位治療。第一間C+	
Clinic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開始
在長沙灣區正式投入服務。期盼
C+Clinic可為市民提供全人醫治的
同時，也讓基督的愛照耀社區的
每一個角落。

主

題

文

章 關少琼（播道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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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結果，筆者引用區祥江博士
的見解，以系統思維（System 
Th ink ing）的方式去分析問題
的 成 因 ， 這 是 涵 蓋 多 元 因 果
（Multiple Causation）及循環因
果（Circular Casuality）的原理，
就是各個產生該結果的原因，與
結果是互為影響的（就如A影響
B，B影響C，如此類推，就產生
E的結果），它們是一個整體，因
此應以一整個單元結構來作分析
和研究。
 舉例來說，梓浩因為與父母
關係交惡而撤離家庭，獨自居住
（這是結果Ｅ），追溯其原因，
是因為不滿父母對他在時間及經
濟上的照顧，要求過甚（D），父
母要求過甚是因為他是家中唯一
未婚的獨子（他的姊妹已結婚，
各有自己的家庭）（C），他仍
未結婚是因為與他拍拖多年的女
友最後提出分手，於是他專注事
業，沒有結識異性（B），因為他

吳聯梅（總會教育部總主任）                                                                                                  

 筆者擬於本期開始，一系列
與大家探討有關未婚單身信徒與
家人的關係，是由於單身者尚未
有自己的家庭，因此原生家庭成
員對其生活及情感上的支援十分
重要；1 可惜多時卻事與願違，彼
此關係膠着，愛恨交纏。有單身
人士埋怨家人不諒解其處境，因
而帶來不少傷痛；2 也有因親人沒
有分擔家庭的經濟，以及照顧年
長父母的責任，令單身人士不勝
負荷，對感情事亦失之交臂。3 
 未 婚 單 身 人 士 在 其 處 境 所
面對的問題非常複雜，箇中與家
人的關係亦然，實在不能簡單化
地回應及處理，不然帶來負面的
效 果 ， 不 但 無 助 紓 困 ， 反 而 承
受 情 感 上 更 大 的 傷 害 。 要 客 觀
地 處 理 單 身 人 士 與 家 人 負 面 關

1  鄭順佳：〈性人——對人作為性存有的神學及反省〉，《中 
 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001年），頁13-36。另參吳聯梅： 
 《魅力一族齊展翅——教會未婚單身人士的處境及事工探  
 討》（香港：2007年），頁123-124，136。 
2  Harold Ivan Smith, Singles Ask: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Sexuality ( MN:Ausburg Fortress,  
 1998), 19-20.
3  Harold Ivan Smith, Singles Ask: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Sexuality,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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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結識異性，心靈常感孤寂，
情緒低落，易發脾氣所致（A）。
 若 以 上 A 、 B 、 C 、 D 各 種
因素加起來，令梓浩與父母關係
交惡，這是多元因果思維。但情
緒低落，易發脾氣、沒有結識異
性、是家中唯一未婚的獨子、父
母的過甚要求等因素是互為影響
的。例如父母的過甚要求，和他
是家中獨子，可以是導致女友與
他分手的主要原因，亦因如此，
令 他 不 敢 再 結 識 異 性 而 寄 情 工
作。
 換言之，要探討未婚信徒與
家人關係的問題，便需要從多個
向度入手，務求客觀、深入地了
解其結果與成因的互動關係。
 還 看 聖 經 中 有 關 未 婚 人 士
與家人關係的描述，道出母子之
情—以撒喪母的哀傷（創二十四
67）、主耶穌臨終前將母親交託
給門徒（約十九25-28）；父母對
子女終身大事的影響—亞伯拉罕
為以撒娶妻（創二十四章）、耶
弗他的許願引致女兒守獨身（士
十一29-40）；兄弟鬩牆—雅各
與以掃（創二十七、三十三章）
爭長子名分、約瑟被兄長出賣（

創三十七、四十五章）；家庭秘
密—兄長欺騙父親弟約瑟已死，
令雅各陷在喪子的哀傷中（創三
十七25-35）；家庭復和—約瑟饒
恕兄長，家人重逢（創四十二至
四十六章），可見家庭對人的一
生有着重要的影響。4

 再者，按聖經教導有關信徒
與家人的關係：「人若不看顧親
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
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
更是如此。」（提前五8）益見未
婚者應承擔關愛家人的責任。
 基於上述的原因，成為筆者
探討該課題之動機，透過分析影
響未婚者與家人關係的因素，從
而探討解決或處理方案，藉此提
升並深化未婚信徒與家人健康、
親密的關係。下期筆者將首先與
大家探討，文化如何影響未婚者
與家人的關係。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4 Fredda Herz Brown, ed. Reweaving the Family Tapes  
 try: A Multigenerational Approach to Familie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6）,5-6.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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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閱、講、問、演
	 許多研究發現，講故事和故事

本身對兒童的成長發展非常重要。「

每一次孩子創造一個可能發生在自己

或別人身上的故事時，他也擴展了自

己的世界……孩子透過說故事發展出

自己的說話方式，表達他們對這個世

界的獨特經驗跟看法。」1成年人若

能與孩子多交往、多對話，尤其是多

給孩子講故事，不單可以增進彼此的

關係與感情，更可以藉此訓練他們的

思維能力，開拓他們的胸襟與視野。

從小已愛讀或者會講故事的孩子，他

的知識層面、表達能力與人際關係總

不會差到那裏去。記得當年教學時，

每年都訓練學生參加全港兒童故事演

講比賽。參加目的，志不在獎，只是

很在意跟孩子一起經歷那些「閱」、

「講」、「問」、「演」的過程，因

為我看見自己與孩子，都在成長。	

「閱讀」故事

	 閱讀是學習的基石，越來越多研

究顯示，適當地引導兒童閱讀故事，

可增進他們的理解能力，而掌握事情

重點、細節、角色、主題等能力，也

1	 蘇珊‧恩傑（Susan	 Engel）著，黃孟嬌譯。孩子說的故
事：了解童年的敘事。頁20（1998）。

會相應提升。

	 講故事之前，鼓勵孩子先把故

事閱讀一遍、兩遍……，由他自己第

一手去領受和體會箇中道理。伴讀當

然也是一個鼓勵閱讀的好方法，年紀

太小固然需要家長或導師伴讀；年長

的如偶有成年人一起陪伴閱讀的話，

相信不單是親子共冶，更是人際互動

的好時機。親子共讀源於文藝復興後

的歐洲，是法、英等地早期的教育模

式。透過故事可教導孩子分辨對錯、

好壞，灌輸正確價值觀，培養孩子禮

貌、尊重、分享等品格，發揮他們的

多元智能。因為好的兒童故事書，總

會具備語文、認知和感性等作用。如

孩子能在閱讀的過程中邊閱讀邊吸

收，邊分析邊理解，自能培養他們的

獨立思考能力。

	 刻下，台灣、日本都流行「繪

本」教育。繪本總給人一種精緻細

膩的藝術感。因為它使用了美麗的圖

畫，簡潔的文字，來敘述一個主題故

事，可說是故事插畫的進一步延伸。

透過圖文並茂的繪本，不單提升孩子

殷韓桂芬（總會教育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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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讀興趣和認知能力，更能豐富他

們的想像力。香港實宜在這方面加以

推廣。

	 閱讀故事可分默讀和朗讀。靜

心閱讀，成效毋庸置疑；但我認為朗

讀也與吸收有不解之關係。一次小組

查經時，請學員輪流讀出一段較少接

觸的舊約故事，結果是眾人在幾經辛

苦、結結巴巴、錯漏百出、了無感情

的情況下，勉強將經文讀完，但整個

故事就被弄得支離破碎。所以除了默

讀，我也會鼓勵朗讀的。美國波士頓

所羅門陸文堡中學校長規定，學生每

天上課前必須朗讀10分鐘，而下課前

學生與教職員也須默讀10分鐘，結

果校譽日隆，而閱讀成績在波士頓市

高踞首位。2閱讀與朗讀的成效於此

立見。閱讀與朗讀故事時，需反覆琢

磨文字的表達效果和意境，不單理解

力、表達力會提高，連思辨能力也同

時得着培養。

「講述」、「提問」故事

	 講述故事時，適當地插入提問，

不單讓孩子作不同角度的思考，幫助

他們透視生活上許多基本的問題；另

一方面，成人也藉此能更適切地與他

2		吉娒‧崔利斯（Jim	Trelease）著，沙永玲、麥奇美、麥倩
宜譯。朗讀手冊3大聲為孩子讀書吧﹗頁40-41（2005）

們對話，加強彼此溝通。故事講到緊

張關頭，讓孩子幫忙想想辦法：「哈

曼的計謀得逞嗎？如果你是末底改會

怎樣做？」「小熊放學時突然下起狂

風暴雨，沒帶雨具怎麼辦？」「你像

小花貓一樣有口頭禪嗎？對你的生活

有甚麼影響？需要改掉嗎？」……這

些都有助豐富孩子的想像，鍛煉並擴

展他們的思維。不一定要待故事講完

才作討論，如能隨時問答，更能帶動

孩子的情緒。

	 當故事講完了，讓孩子根據故事

內容，對其中人物的行動、性格、品

質等作出評論，這樣就在培養孩子的

是非判斷能力，達到自己教育自己的

目的。	

「演出」故事

	 除了講述，如能引導孩子透過

對話、動作和表情等將故事「演」出

來，將會讓故事表達得更精彩，發揮

得更淋漓。鼓勵孩子透過不同的方式

來演繹故事，都是詮釋故事的上好方

法。

	 演故事的點子很多，可說是層出

不窮，想得出來的都可以嘗試。可先

由成人講一個故事，孩子後講一個，



看看誰講得更生動。又或者用接龍方

式，先由成人講一段故事，再由孩子

根據故事的發展接着講下去。也可引

導孩子設計幾種不同的結局，讓孩子

的思路、想像空間得以開拓。

	 近來「紙芝居」（kamishibai）

這種傳統故事演繹形式再度被重視。

「紙芝居」其實即是紙戲劇，乃日本

30年代賣糖果的小販為了吸引小孩，

發展出獨特的說故事方式。簡單說就

是抽圖畫講故事的一種表演形式，在

木箱放上十多張圖卡，按著所抽的圖

卡說故事，有經驗的講說者更會根據

當時觀眾的反應，隨時改變抽圖卡方

式、速度或聲音強弱高低，以製造別

效果。3二十多年前還沒有很多先進教

材時，我常常都是徒手畫圖，用類似

的方式講故事。想不到現時在日本、

台灣、美國，甚至越南都有採用「紙

芝居」來作兒童工作。香港的家長或

導師們，不妨考慮一下，說不定這種

「反樸歸真」的舊式表演法，在這個

講究科技的年代，會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

小故事‧大道理

	 故事向來都是最為兒童受落的
3	 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大家一起來認識紙芝
	 居》。http://doslakaohsiung.blogspot.com/2010/07/blog-	
	 post.html

媒介，所謂「小故事‧大道理」，簡

簡單單的一個動物故事，卻能帶來寓

意深長的道理，讓人一生受用；「龜

兔賽跑」、「三隻小豬」的故事，不

是你我今天仍然津津樂道的兒時故事

嗎？有鑒於此，我們編寫了共30個短

篇動物故事，每篇配以故事內容、思

想問題、聖經金句及投影片（power	

point）等，適合兒童聚會、床邊伴讀

等使用。這些雖不算是精彩絕倫的故

事，然而每篇都可以讓講和聽的人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兒童聆聽之餘，有

反省、思想的機會；不單如此，還嘗

試設身處地的去代入，身體力行地去

實踐。驟然看下去，或許較適合中小

級兒童，然而亦視乎教導時的剪裁和

配合，年齡較長的兒童相信也有用得

着的機會。

	 2012年6月24日（主日）下午

假播道會福泉堂，我們會介紹這套故

事，並一些故事技巧。歡迎有興趣的

弟兄姊妹屆時出席。

（詳情請參閱封底之海報）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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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會教育部主辦之專題講座「陪他走過
傷痛的日子（二）」，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四
日，假福泉堂順利舉行。講員蘇劉君玉師母。
當日參加者超過60人，包括各播道堂會的牧
者傳道及長執們。蘇師母於2011年1月已為我

們主領了「陪他走過傷痛的日子（一）」，當日講座內容主要關於如
何幫助陪伴面對哀傷離痛的人。今次內容涉及人各種的痛失處境，包
括關係上、工作上、角色上、健康上及生育上等等。蘇師母指出以上
痛失其實包涵了三種的痛失：具體
的失、抽象的失及威脅性的失，並
當中引起的情緒反應，從而分享如
何幫助在痛失的人。蘇師母並引用
列王記上十九章1至18節以利亞的
事件，從他的情緒反應、行動，及
神的回應，引申一個很具體的輔導
例子，整個專題分享中，蘇師母除了運用個案及聖經例子，並引用了
一小段電影片段，讓參加者更具體地明白一個人面對痛失時的情緒狀
況，從而提供適切的輔導。最後蘇師母提供了一些輔導技巧，期望幫
助與會者可以實際應用，藉他們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士。會後有問答時
間，各位參加者均踴躍提問，惜時間有限，許多的疑問唯有另覓途徑
去解決了。

陪他走過傷痛的日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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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 中事
誠聘堂主任
8年以上牧會經驗，牧養約300人教會及推動教會社區服務，富帶
領拓展事工及教導的恩賜與經驗。
有意者請繕履歷寄往大角嘴深旺道3號嘉運大廈一樓103室或電郵
personnel.lokyan@gmail.com招聘小組收。

誠聘教會全職幹事
辦公室行政及其他指定工作。高中畢業，懂電腦，善溝通，有事
奉心志，週六、日須值班。履歷寄石峽尾南山村南偉樓平台107
至110號播道會活愛堂黃牧師收。只供招聘用。

聘請傳道
播道會觀塘福音堂誠聘傳道一位，須神學畢業，牧會經驗不拘，
主動，重視團隊精神，有意者將履歷寄觀塘雲漢街85號閣樓E1-
E3(資料只作招聘用)聘牧小組收，查詢請電2304-0134堂主任郭袁
柏齡傳道。

播道會總會第九十三屆年議會

主題：教會的下一棒

講員：麥漢勳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主任牧師）

 日期：2012年6月16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9:00至下午5:00

地點：播道書院（將軍澳至善街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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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擴建大樓計劃快訊

「夢想快成真」
 還記得2006年播道兒童之家50周年綜合晚會中，我們向在座的嘉
賓分享我們的「夢」，就是在院內興建一座大樓，發展「青少年住宿
及就業輔導服務」，幫助更多缺乏家庭支援而需要面對獨立生活、學
習投身社會的青少年。
 感謝主，雖然過去的日子在擴建大樓工程上遇到不少困難，但最
艱鉅的地基工程終於在去年八月竣工了，完工期比原定的計劃推遲了
三個月。2011年9月展開上蓋工程；若工程順利進行，預期於2012年
4月完成建築工程，但由於政府要求我們加厚護土牆，工程故此需要推
後入伙日期，估計6月待內部裝修及添置設施後，最早也需要2012年
9月才能入伙，繼續發展服務，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兒童、青少年及家
庭。
 由於建築材料及建築業的工資不斷漲價及上升，估計整個建築費
用尚欠HK$300萬元，我們已展開接洽慈善基金會商討捐助的可能性，
亦希望透過不同的網絡分享本院的需要。感謝主，祂聽了我們的懇
求，已有慈善基金、商界及個別人士回應我們的需求。

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及代禱：
1. 請記念擴建大樓工程能順利進行，各人出入平安及按進度完成。
2. 求主為我們預備加厚護土牆工程的額外費用；初步預算需要$70萬。
3. 內部裝修及添置物資的各項安排及協調可以順暢。

擴建大樓工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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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同工知多少

1979年，一個簇新的招
牌吸引我參加了筲箕灣靈泉分
堂（基泉堂），播道情因而開
始。1985年幾經病痛及困難，
終於神學畢業，正懷疑自己能
否當傳道人之時，竟獲華景
山靈泉分堂（即信泉堂）的邀
請，進軍校園成為青年傳道，
播道情繼而進深。四年的開荒
植堂，蒙神寵愛，讓我盡情發
揮恩賜；執事的信任，激勵
我抓緊機會傳福音，建立門
徒，事奉的信心大增，播道會
漸漸成為我的家。1989年嫁入
鍾家，隨之改變崗位，輾轉
多年，經驗不同事奉模式，常
重視果效、表現；神愛我，一
直使用不同處境磨練我，助我
看見不能單委身拼搏，最重要
是謙卑降服；成功失敗很快過
去，主愛我卻不變，讓卑微的
我在祂天國大業中有份，活在
主愛中勝於一切，所以要緊的

是可以向主交賬。就在我被主
大大破碎時，播道家的門竟又
驟然而開，讓我有機會重新上
路。

2007年加入總會，五年
來，傳道部部長、部員的並肩
同心，一同為天國發那不可能
的夢，肝膽相照；播道家愛中
的包容接納，讓我有豐富的空
間拓展不同類型的事工，實在
深感恩寵。

沒有牧會，團契生活大
幅減少，頓感失落；感謝主賜
我幾位患難與共的姊妹，多年
彼此守望；進修退修、網上聽
道、屬靈書籍、家人溫情也成
為我的餵養。
	 主若許可，我盼望持續做
好傳道部這份差事，因為我深
信每一棒、每一程，都有其重
要的歷史任務，願一切交在神
的手裏。

鍾林美珍傳道
在播道會事奉日子：

約9年(信泉堂、總會傳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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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氣象台預測會下雨的復活
節假期，我們一行19人在早上浩浩
蕩蕩到台灣桃園中壢播道會作短宣事
奉。這亦是我第一次的短宣旅程，感
覺是最有意義和最豐盛的復活節。	
	 回想過去的每一個復活節都是吃
喝玩樂，真感到對主耶穌愧疚。在飛
機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表現興奮非
常，但我卻多了幾分害怕和憂心，擔
心自己的語言能力及身體狀態。
	 下午四時左右，天氣雖然比較
陰暗，但沒有下雨，感謝主！初到貴
境，最先感受的當地民化傳統，就是
大小事務都求神問卜，當地每個路口
街角都有廟宇，可能比便利店更多，
亦有各式各樣的偶像；還有不成文的
規定，家中長子要承擔祭祖責任和流
傳，就連自己歸入基督都不能對家人
說出來。中壢教會的一位弟兄，因歸
入基督而放棄家族的產業，就像聖經
裏的少年財主為跟隨耶穌，他要放棄
稅吏長的厚職。也有小孩返教會聚
會，卻要以往補習為借口。在標榜宗
教自由的地方，人卻沒有信仰的真自
由。
	 第二天早上，我們往內壢教會探
訪，正巧遇上當地的迎神祭祀活動，
再看當地的廟宇琳瑯滿目，還有民間
和政府支持，當時內心感覺就好像聖
經中的巴比倫，他們盡是拜偶像和

行邪術的事，最終招至滅亡。立時在
心裏為他們禱告，求神寬恕他們的愚
拙，之後我們一行進入內壢教會，只
見李師母這位老人家為主事奉，她是
位愛主又仁慈的長者，從她的分享更
了解教會及社區的問題，對於人手短
缺，文化傳統阻攔，在這裏宣教實不
容易，願主保守加力量、賜平安和恩
惠給她們。
	 復活節當天，於中壢國立中央
大學作戶外福音崇拜。神的恩典真是
夠用，早上整個過程都沒有下雨，過
程順利，但在傳統思想的影響下，他
們連決志都害怕公開，只有默默低頭
祈禱，心裏相信卻不能開口承認，怕
會傷害與家人關係；我們只能繼續為
他們祈禱，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心裏相
信，口裏承認主耶穌是他們的救主。
	 最後一天早上下雨了，我們為當
地居民和這片土地作步行祈禱，眼見
當地拜偶像的情況十分嚴重，一條街
內大大小小都有二至三間廟宇；也有
璸瑯小店，售貨員是一位年輕少女，
穿衣都比較少，有點賣弄色情。我們
只有不停禱告，求主寬恕她們，因她
們所作的自己不知道，求神擦亮她們
的眼睛和心窗，我們雖是基督徒，但
亦不可輕看神的管教，亦要為她們恆
切禱告。
	 在這短短四天內，亦令我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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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短 宣 鄺家寶
（播道會茵怡堂2012年台灣短宣隊員）



1.	為配合神要萬人得救的心意，以及各宣教工場的需要，差會正招募長期或	
	 短期（半年或一年）之宣教士，於日本、台灣及澳門作牧職及神學教育的	
	 支援，另於「創啟地區」作非牧職短期事工協助。若對以上工場有負擔，	
	 並有心志一同參與差傳事奉的肢體，請致電	2715-9683	與本會執行幹事陳	
	 文偉牧師聯絡。
2.	澳門氹仔福音堂新堂獻堂禮將於	2012年	5月	27日（主日）下午3:30舉行，	
	 地址：澳門氹仔成都街	537	號濠景花園第	29,	31座一樓	F	座。詳情及出席	
	 登記請致電	2715-9683	與本會執行幹事陳文偉牧師查詢。
3.	台灣許瑞芬宣教士新一期宣教事奉為2012年6月中至	2014年	5月中，請各	
	 堂會及弟兄姊妹禱告記念，以及按感動奉獻支持是次宣教期的經費。另「	
	 異象分享會」將於	2012年5月20日（主日）下午3:30-5:30，在播道會和	
	 平堂（九龍長沙灣青山道339號恒生青山道大廈2-4樓）舉行，請預留時間	
	 出席，同證神的恩典。
4.	陳少初宣教士一家將於2012年5月尾完成本期宣教事奉，並於6月1日至8月	
	 31日在港述志，及為新一期（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宣教事奉籌募宣教	
	 經費，歡迎各堂會致電差會安排見證和分享。另「異象分享會」將於2012	
	 年8月12日（主日）下午3:00-5:00，在播道會天泉堂（九龍旺角洗衣街	227		
	 地下）舉行，請預留時間出席，同證神的恩典。
5.	董彩萍宣教士將於2012年4月完成短期宣教的事奉，並正式成為差會宣教	
	 士，被委派於澳門「慈愛家庭」，繼續牧養智障家庭的工作。董姑娘將於		
	 2012年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在港述志及籌募未來宣教經費，歡迎各堂會致	
	 電差會安排見證和分享。
6.	5月份的差會月禱會將為法國圖盧茲的福音需要，以及本會正身處當地的宣	
	 教士和同工禱告，日期為	2012年5月23日，於播道會彩福堂（九龍彩雲邨	
	 長波樓地下112-114室）舉行。6月份的月禱會重點為「創啟地區」工場及	
	 宣教士禱告，日期時間為6月25日晚上八時正，於總會會議室舉行，敬請預	
	 留時間，踴躍邀請同路人一同赴會，為差會的事工及其他宣教工場守望。

總幹事快訊
2012年有多位宣教士回港述職，經香港辦公室稍作調整，雖減少了不同宣教
士回港日期的重叠程度，只因差會宣教士數目的逐年增加及宣教年期多由四年
一期改為二年一任，請為差會能妥善安排並同時不影響正常運作代禱。差會董
事會於2012年初將香港辦公室兼職文員提升為全職，以增加香港事工運作的
暢順，但亦再度增加了本港事工費的每月支出，目前本港事工費赤字累積已於
月前超逾港幣一百萬元，請記念差會海外及本地事工的經濟需要，特別是本港
事工費的不足。	

宣教的辛勞，亦需要有很大勇氣，恆
久耐力，才能為主作光作鹽，如果離
棄了主耶穌就甚麼都不能。行程的每
一天經歷，每一個弟兄姊妹見證，都

能觸動我心靈，令我重新得力，真是
萬事互相效力，叫屬神的人得豐盛和
永生。

差會消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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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凌雅芝校長（5月）
感恩及代禱
1.	感恩第一階段之信仰栽培班已完結。請為已開始之「價值觀重整之旅」及栽培班代	
	 禱。
2.	感謝主！恩福媽媽團契導師來澳關懷澳門的母親們，5月10日舉行了「第一屆澳門媽	
	 媽團契結業禮感恩聚會」，願主親自報答她們。
3.	願神透過「馬可說故事」英語話劇，讓未信的學員能認識主耶穌對人那份無條件的	
	 愛。
4.	請為本中心與澳洲一基督教教育機構合作之暑期文化學習交流活動代禱。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朱麗娟姑娘（5月）
感恩及代禱
1.	請為我每次入班分享福音代禱，願學生都願意聽福音及有接受主的心。
2.	為播道成教每週四媽媽團契代禱，為奇恩小組及G	&	G小組代禱。
3.	為同工家人身體代禱，詠詩的家姑，Sally的外婆，義工洪姑娘及家人。
4.	為學生周婉明母親的信心和身心靈健康代禱。
5.	為凌校長及成教隊工的身心靈健康及內外行政工作代禱，求主賜智慧和加力量給他。
6.	請為我的腳患蒙主醫治感恩，也為我預備繼續留在澳門事奉的安排代禱。

澳門氹仔福音堂：陳少初宣教士一家（5月）
感恩及代禱
1.	為已完成新堂的裝修，並將於5月27啟用新堂址感恩。
2.	請為我們這段非常忙碌的日子，求神加能力及智慧，亦保守我們身體及心靈健康。
3.	為我們6至8月回港述職禱告，求神為我們預備可以分享的堂會。
4.	為牧養同工、幹事、實習神學生及堂委會禱告，於我們不在澳門時，亦能經歷教會的	
	 成長及增長。
5.	為購堂繼續籌募120萬的需要迫切禱告，求神預備。

澳門慈愛家庭：董彩萍姑娘（5月）
感恩及代禱
1.	感謝神預備短宣隊與我一同探訪家長及小朋友。
2.	感謝神賜給我機會與不同的家庭及家長們分享福音。
3.	感謝神賜給我有健康的身體及智慧和家長一起面對他們的困難，並引導他們學習倚靠	
	 主。
4.	感謝神，我工作證續期兩年的申請已順利批出。
5.	求神為我下一期在澳門找到合適的居所。
6.	5至10月回港述職，求神為我預備在各教會及機構分享信息，為籌募下一期所需要的	
	 經費代禱。

台灣內壢播道會：許瑞芬姑娘（5月）
感恩及代禱
1.	求主堅固信徒的心，保守他們在主的裏面。
2.	為過去曾經接觸過的人，彩虹義工及社區的鄰居。求主預備人心，讓我們可以收割。
3.	求主差派合適的人，願意委身的到台灣事奉祂。並繼續差派為我禱告和守望的肢體。
4.	為新一期事工費用的預備，每月約需港幣三萬多。求主賜我有健康的身心靈事奉祂。
5.	求主使用5月20日(日)的台灣異象分享會，讓參加的弟兄姊妹都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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