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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月報仍然繼續分享播道會各

項事工，今期是兒童之家。這要由六十

多年前講起，當時的香港，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開始復元的一段日子，中國亦

因為變遷，我們的父母輩，不少是這段

時間來港，教會也面對南遷，當時的香

港，仍充滿着很多不安，變數，很多孤

兒出現街頭，需要「家」，需要得到「照顧」，本會的西教士申路德姑娘就

在一九五六年，創辦兒童之家，收容這些孤兒，向他們提供院舍服務，延伸

神的大愛。

　　這份「愛」及「照顧」很快就發覺需要很大，所以一九六一年亦獲政府

在黃大仙沙田坳道撥地（即現址）興建獨立院舍，事工一直發展至今。今天

的香港，與六十多年前的社會已有很大的變化，今天的兒童，大多不是因

為是孤兒而需要院舍服務，卻是現今的社會，出現不少破碎家庭，或困難家

庭，這些少年人所需要的服務或照顧，不只院舍，而是輔導及生命的建立。

為此，「兒童之家」二零零三年開辦「整全生命培育中心」。

　　二零零七年，另一項為父母需日間工作的兒童提供「兒童日間院護服

務」，及為已成長的年青人，仍要需要持續協助的「青年家舍及就業輔導計

劃」，都成為「兒童之家」的工作之一。

　　「孤」無父也，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引申之，凡單獨皆曰孤《說文

解字注》。孤，可能是個客觀環境或狀況，不過，可以孤而不單獨，孤而不

無依，我們屬神的，要「當愛你的鄰舍」（太五43）。

　　踏入二零二零年，一個新的開始，除了元旦，亦有農曆新年，謹祝各位

新春愉快，主恩常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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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衡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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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出 第 二 人 生

承傳基督	培育孩子	關愛青年
	 經歷恩典滿載的播道兒童之家，秉承從美國播道會來
港宣教的創辦人申路得姑娘那份無私大愛的精神，走過不
同年代，在各教會、肢體、院友、同工及同行者的支持、
守望及努力下，為來自破碎及困難家庭的孩子，實踐着大
使命，不經不覺已六十多年。

回應時代轉變，播道兒童之家不斷發展回應社會需要：
	 ．2003年增設整全生命培育中心，發展日間院護服
務，長時間託管來自社區破碎家庭的孩子，近年更發展以
託管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齡兒童為主的服務。
	 ．2009年試辦青年過度期住宿試驗計劃(「刷羽計
劃」，提供6個服務名額)，幫助離院青年順利過度獨立生
活。
	 ．2011-2018	 持續發展青年家舍及就業輔導服務，包
括「信有出路」及「同行有路」計劃。
	 ．2012年新服務大樓落成。
	 ．進入2014年後，入住院護孩子，問題日益複雜，
增設「2R計劃」	 (Right	 Care,	 Right	 Time)及「EIP計劃」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等，及早介入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和有多種
創傷孩子，撫平他們過往的傷痛，扶助邁向健康的發展。
	 ．2015年增設駐院輔導服務，讓個別有需要孩子，得到長期跟進輔導。
	 ．2019年，更積極拓展「第二人生助跑計劃」，並推出「青年社區共住
服務」，及「青年家庭共住服務」（飛雁同行），服務名額增至33；年齡亦
擴闊至29歲。
	 ．未來，展望青年工作，當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後，我們更需要銳意發
展使命青年，培育青年門徒，承擔廣傳福音的使命。另外，離院院友福音工
作，也是我們前面探討的新服侍方向。
	 家舍青少年的第一人生無奈地在逆境中成長，深信藉神的恩典和各界襄
助，幫助建立他們的「第二人生」，在未來路上為主發光發熱。

主題

羅美珍院長(播道兒童之家院長)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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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事 工 十 年 回 顧

看見，就動了慈心
	 2009年「刷羽計劃」之開展，全因好些離院青年因種種家庭問題，仍未
能回家團聚，剛滿18歲被迫過着獨立生活，由於學歷所限，又未掌握任何工
作技能，要他們即時自給自足，談何容易。當時的導師需要適時指導他們在
獨立生活上遇到的挑戰，關心同行、代禱，邀約返教會聚會，配對個別教友
關心同行並給予實際的支援。

伙拍教會，並肩同行
	 直至2011年，與伙伴教會銳意發展生命師傅計劃，邀請港福堂和窩福堂
個別小組的弟兄姊妹成為入住青年人的生命師傅，欲透過活動接觸他們，熟
落後再向他們傳福音。由於個別的配對情況各異，小組又欠缺主要統籌人物
去組織及聯繫，往後接觸也疏遠了，未能植根信仰，直至約2015年，家舍導
師邀約入住青年一起參與同福九龍東堂信仰課程，聖靈的感動大大同在，當
然導師與他們多年的關係，也起了一定預工的基礎。課程完成後，組織了同
福九龍東堂ＹＡ職青小組，與同福九龍東堂的傳道人攜手合作，培育他們，
紮根信仰。過往曾經服事90多個年青人，現在穩定返教會聚會也有20多人。
最近也伙拍望福堂關顧社區住房的青年，透過興趣班、節日活動等，先與他
們建立關係，後邀請他們參加教會的查經活動等，都在嘗試不同的接觸方
法，引領他們接受真理。

一杯涼水的事工，不離不棄，同走天路
	 聖經教導我們給小子一杯涼水，就是服侍主，除了傳福音，這群來自
失衡家庭的青年人，大多欠缺自信，較難信任別人，所以與他們建立關係需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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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縱使離開了本院服務，導師仍持續
與他們接觸及聯繫，表達真摯的關心，
在困難時給予適時支援。他們當下面對
的各項生活挑戰，如居所、升學、就
業，甚至戀愛以至婚姻，極需要我們同
行，這樣的信仰才來得着地。堅持不屈
的同行，需要願意長期委身的青年導
師，百般忍耐地與他們建立關係，教會
協作更不可或缺，營造一個彼此接納，
共同成長的群體，讓他們對己、對人、
對主可以有不再一樣的看法，引領他們
走出童年的陰霾，邁向主的榮光，指日
可待。 播

「第二人生」青年事工啓動禮上，
主禮嘉賓將涼水注入盼望之泉。(前
排中間左起)	 羅錫堅牧師、蔡元雲
醫生、(後排左起)	 張仲明院牧、羅
啓康校長、林偉俊牧師、羅美珍院
長。

播道兒童之家十載家舍青年服務里程碑

2009	年	「刷羽計劃」–	攜手扶弱基金贊助	
	

		早期家舍	(6名額)																職場實習																	生命關顧															職場探訪-酒店

2012	年	「信有出路」	–	香港公益金贊助
		

		新大樓落成2012										青年家舍(18名額)						職場體會-台灣												成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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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同行有路	」–	凱瑟克基金贊助
	

									歷奇活動																																			團契小組																															生命導師聚會

											

																										無家青年18歲的困局研討會暨研究報告發佈會

2018	年「第二人生」	–	傅德蔭基金贊助

				
教會探訪	-	(播道會天泉堂)

						(佐敦)												(銅鑼灣)	

發展青年社區共住服務(33名額)			成長活動–乘風航					教會探訪-	(播道會恩福堂東九分堂)

	

																培訓日營																															生命師傅																															受浸日

	 		 	

啟動異象．燃動生命–第二人生青年事工啟動禮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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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青年事工見證分享

使命人生  																																											陳思傑	(Kit)（播道兒童之家舊宿生）
人的盡頭			神的起點
	 在單親家庭長大的Kit，成長階段與母親磨擦的傷害，
令她感到傷痛、價值感低、缺乏安全感、對生命感到無
奈、自我懷疑、焦慮、恐懼......。考完DSE，她決定搬出
自住，帶着暑期工所賺的錢「踏出去」。經過4個月的折
騰，她終於在播道兒童之家「落腳」。	
	 當她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後，能騰出空間探索自我，
但更多的迷網和無助感洶湧而至。金錢上的滿足是膚淺的，表面的安全感
很快便消失。人的盡頭卻是神的起點！在這「一無所有」、不妨一試的情況
下，她開始了最真實的人生，深信是天父安排。

導師同行			結連歸主
	 入住的兩年，Kit得到家舍導師Stephanie帶領歸主，並生命導師Jessie及
Moses引導她個人及靈命成長，他們的生命分享與祝福，讓她感到神的愛，
那份安全感很實在，她亦得着改變。Stephanie對她的關心源於基督的愛。除
了親爸爸外，她從未試過那樣信任一個人，開始打開那封閉已久的心。播道
兒童之家導師們的屬靈智慧、職場經驗和無私的愛讓她看到盼望，引導追隨
神	—	最大的供應者，心靈得到醫治。她在同福九龍東堂開始教會生活，天父
的話安慰了她，聖靈住進心裏，給她能力接受祂的真理和愛，她開始原諒母
親。
	 感恩Kit得着喜樂自由、盼望，在神的應許及真理上，她找到作神的兒女
真正價值，重獲安全及豐足感，自我價值認同也增加。以前面對上司責備，
她為保飯碗委曲妥協，終日害怕；現在她除了做好神安排的崗位外，多了一
個位份，是作神的女兒去祝福上司，結出聖靈果子，克服未知的恐懼，情緒
和處事能力都成長了。
	 自她搬離了播道兒童之家，天父為她預備了更適合的工作和充滿恩典
的居所。現在她已入職幼兒園工作兩年多。未來最大的挑戰不是社會環境
轉變、樓價或職業；因她深信天父會預備，會「包底」。她接受神差遣的挑
戰，甚願承傳主的愛，並向祂回應：「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哈利路亞！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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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更新																																																								林錦軒(Leo)	(青年家舍舊宿生)	
成長掙扎
	 Leo成長在一個傳統家庭，爸爸是嚴父，會以打罵方式管教，為了減少
衝突，避開輪班夜歸的爸爸，從小開始，每晚十一點前便抱頭大睡。有一次
因做錯事被爸爸打至入醫院縫針，經社工轉介入住播道兒童之家青年家舍，
開始靠自己維持生活。當時剛高中畢業，未能升讀大學，為了前途，日間修
讀IVE高級文憑，晚上工作賺錢糊口，每天過着自我增值及自食其力的忙碌生
活，拒絕申請綜援。他根本不會回想過去，記着愛誰、恨誰。

生命轉捩點
	 神的安排，他入住了播道兒童之家青年家舍，獲家舍導師邀請參與播道
會同福九龍東堂聚會，認識福音。一篇「入心入肺」的講道，引用的兩段經
文如拳頭拳拳到肉打進他的心：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馬太福音
7章3節)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
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馬太福音5章23-24節)

關係復和
	 時間過去，他以為已放下過去的傷痛，原諒了爸爸。直至有一次牧師
為他禱告，並給他一個猶如父親的擁抱，把他的心
軟化，當牧師說代他爸爸說聲「對不起」時，Leo
更淚如泉湧，因為很久未試過被「愛」的感覺，聖
靈提醒他要開口原諒爸爸，並要從心底發出。無可
否認，親子關係是鐵定DNA的事實，而且聖經十
誡亦說明：「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奇妙的事情
發生，過了幾星期，回家與母親吃晚飯時，父親問
他是否不再認他這個父親，他終於明白為何當天跑
步時會有原諒父親的感動，絕不是巧合的，是上帝
早已預備。就在這晚，他倆父子破開冰封已久的冰
山隔閡，重新修補父子關係。當「真正」「由心而
發」原諒爸爸，與爸爸關係修補，可以彼此坦誠分
享感受，感覺如釋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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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青年事工異象及前瞻

榮神益人的青年事工，指日可待
異象—建立使命人生
	 開設基督教教育課程，「銳意門訓」青年牧養，建立「使命」人生。
前瞻─栽培青年門徒
	 1.提供服務	—	助跑計劃，創新服務。
	 2.開設裝備	—	青年歸主，進入門徒成長之旅。
	 3.建立網絡	—	創新青年牧養平台。
	 4.院友關懷	—	關愛同行，離院信仰支援。

(1)	助跑計劃
	 前瞻「第二人生助跑計劃」將於2020年尾完結基金支持，以「福音導
向」繼續推行。感謝主，「助跑計劃」於2019年初開展「青年社區共住」服
務；2019年尾則啟動「青年家庭共住」，目前以「家庭師傅」計劃嘗試第一
階段配對，盼有更多「家庭」預備「青年共住」。

主題

分享：張仲明顧問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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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設裝備
	 協作三大系統，藉家舍運作，促進埋身的成長
助跑和靈命培育。
	 （1）督導生活(家舍運作)	 →	 集體共住生活的
「生活成長」。
	 （2）成長助跑(社工專業)	 →	 職涯規劃及轉介
專業，補救童年缺失。
	 （3）靈命培育(牧養關顧)	→「生命師傅」計劃及「基督教教育課程」。

「生命師傅」計劃，讓青年找到一位同行基督徒，分享生命成長的掙扎。

(3)	建立網絡
	 我們期望未來可以駐場「幸福實驗室」（CityLab），合作「18+」計
劃。現在開始探索，至2020年3月。等候天父引領，領受同一異象，結連
CityLab網絡，創新福音工作。

青年事工團隊於City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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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計劃是甚麼?
「18+」計劃是由播道兒童之家到社會中間的橋樑
	 藉着愛，堅實他們的「成長思維」和「恆毅力」，使他們有足夠的內在
能力，建立一個健康和快樂的人生。
「18+」計劃是與「幸福實驗室」（CityLab）合作的「城市綠洲」
	 為18歲以上離開院舍的年青人，建立一個「家」，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愛
和支持的環境，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地成長。

「18+」計劃是年青人，離開家舍的「家」，進入三大支持系統：
	 *CityLab有多間適合年青人的教會；
	 *不同類型的社福機構；
	 *參加不同的成長課程和職埸訓練。
	 盼望以主愛培養「18+」計劃青年成為領袖，讓他們將感恩人生，傳遞
給在播道兒童之家生活的孩子，讓他們看到盼望和機會，將來充滿信心走進
社會。

(4)	院友關懷
	 感恩，主賜下服侍播道兒童之家30多載的
Onson哥，退休後回來，於12月1日，以「福音
服侍」再次加入團隊，關懷兒童院護的離院孩
子，提供信仰支援，轉介認識教會。願主引領新
的一里青年牧養！

Onson哥與同工，結連離院孩子，共享主愛。













	 恩福元朗堂第一次正式崇拜聚會於2019年1月
16日，短短一年間，卻在社區做了很多社會服侍，
從該堂的使命宣言，更容易明白他們的使命「以家
庭作為牧養單位，按年齡提供適切培育，建立一個
服事社區的屬靈群體，履行基督給予教會的福音使
命。」堂主任何偉強牧師為本刊細細分享恩福元朗
堂的異象與使命。

異象與使命
	 教會的目的有五方面：1.敬拜、2.傳福音、3.團契、4.門訓、5.事奉。恩
福元朗堂定位是：一，釋放弟兄姊妹的恩賜，若能發揮個人恩賜事奉，不會
容易耗盡；二，先接觸社區，服侍及接觸各鄰舍，建立關係，讓社區知道我
們願意在這區服侍街坊。
	 恩福堂醞釀植堂約四、五年，堂會未建立，恩福堂2017年開始在元朗區
舉辦報佳音及協助派米，年底受邀請參與長者佈道會，其後一年由恩福堂主
辦千人宴。在2018年2月開始在元朗區約十次的行區禱告，求神為我們預備
地方，在租用現址、籌款及裝修等，均看到神的恩典。至2018年10月舉行獻
心會，約30位核心弟兄姊妹與我們一齊植堂，開堂時約有100人，至今約有
400人出席崇拜。一開始便設有兩堂崇拜，目的為讓主日學老師也有被牧養的
機會，不想他們因事奉而靈性枯乾。

信徒培訓
	 堂會積極推行門徒訓練，培訓的四部曲是一個生命的循環：1.初信者課
程，2.信徒的門訓，3.核心肢體新生命新生活的培訓，4.為參與事奉肢體按恩
賜培訓，5.成為受差者。此外，亦有藉各年齡的團契牧養弟兄姊妹，導師培
訓組長，組長培訓團友。
	 堂會亦重視家庭的關顧，設立各類別的恩愛
夫婦營，信徒或未信夫婦均有。而兒童主日學實
行三線牧養—兒童及家長，並小朋友的導師。故
前提及開辦兩堂崇拜，就為要顧及兒童事奉者的
牧養。我們的兒童工作，主要採用Awana的修改
版，加多一些聖經元素。並採用活動教學，每月

堂會故事：
恩福元朗堂暨恩福愛鄰中心—訪何偉強牧師

訪問：孫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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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參與成人崇拜一段時間，然後再分班，約有100位兒童，仍有一些兒童等
待入班。

社區服侍及佈道
	 恩福元朗堂的三個事工包括：堂校事工（每過到學校服侍1100個學生及
家庭）、佈道事工(廚房事工、探訪隊、佈道會、報佳音)、愛鄰中心（四方
面的事工：輔導中心、食物銀行、閱讀角、開心課室），遍及不同的年齡及
階層，照顧受眾身心靈整全的需要。
	 我們沒有平信徒的觀念，信徒與傳道只是呼召不同，一些人被呼召作傳
道，或有一些人被呼召做廚房，是平等的。例如我們的廚房事工，事奉者不
需要熟讀六十六卷聖經，只要願意服侍，我們每個主日，三個弟兄姊妹妹負
責，安排小食及飲品招待新朋友或弟兄姊妹的親友，讓新朋友在輕鬆的環境
下接觸教會，亦有相交禱告等，很多人因此信主。
恩福元朗堂的事工，因篇幅所限，仍有很多未能一一盡錄，當中弟兄姊妹的
全心投入，有百份之四十的人參與事奉，這亦是很好的見證。此外，在恩福
堂事奉了十二年，何牧師分享了一點個人感恩：
	 1.有一班忠心愛主，愛鄰舍的堂委執事團長組長，有傳福音的熱誠，事
奉委身。
	 2.神經常有很多保守及恩典。

代禱事項
	 1.找尋合適同工，求上帝差派。
	 2.同工們身心靈健康。
	 3.執事堂委領袖的家人信主。
	 4.何偉強牧師忙碌事奉中兼顧行政時間分配。
	 5.社會需要—求上帝平靜香港風浪。
	 6.兩位新的實習神學生，身心靈及兼顧學習的需要。
	 7.新一年前面的福音拓展，及堂校事工。
	 8.為教會去實踐門訓的服侍禱告，求神帶元朗堂整體教會的門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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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歷史文物徵集
（1 8 8 8年至1 9 5 0年）

王容龍（歷史小組）

　　本會創立已邁進131年，回想從建會初期的蓽路藍縷，到今日規模漸備，
為了不要讓這段歷史見證隨時間散佚，我們將長期徵集播道會歷史的相關文
物，現階段只徵集1888年至1950年之間，只要能反映本會成長軌跡的文物，
都是我們徵集的對象。若願意捐贈者，本會將盡力保存；如擁有人要保留原
物，本會將予以數位化之後，完整奉還，期待您共襄盛舉，一起豐富本會史
料之典藏。
	 徵集內容：舉凡生活、景觀、人物、廣州聖經學院、培靈會等老照片或
幻燈片，以及文物、公文、證章、日記、各類檔案、畢業證書、會議紀錄、
影音紀錄等皆可。所提供的每件資料，如可能的話，也請附上人、事、時、
地、物等文字簡單說明。	
	 收件方式：請逕寄（或交往）香港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
14樓，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辦事處歷史小組（郭恩榮代收）。

廣州聖經學院工作漸上軌道，院長梁貴民牧師回國述職前與
學生、老師及董事成員合攝（前第二排左起第四位，依次
為：院務主任羅嘯川牧師、董事姚靈信教士、梁貴民院長、
董事温道真教士）

時廣州已被日軍佔
領，播道會在香港建
立太子堂，並籌劃
將廣州聖經學院同時
南遷。圖為按立兩位
本地牧者後攝（後排
左起羅嘯川牧師、梁
貴民牧師、李啟榮牧
師。前排左起鄭德音
牧師、謝國恩牧師)

播道會總會教育部   聘程序幹事
大專程度，主動熱誠，具事奉心志、責任感及團
隊精神。能獨立處理辦公室事務，年青人及未婚
單身事工之活動籌備，熟習電腦文書，基本設計
及影音操作。五天半工作，有需要或會主日當
值。有意者請親繕履歷相片及要求待遇，郵寄
至”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
樓教育部收”或電郵至ed@efcc.org.hk。註明「
應徵程序幹事」。合則約見。資料絕對保密。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泉堂
聘請：堂主任／牧師
職責及要求：具認可神學學位，8年以上牧會
經驗。領導團隊，宣講教導，開拓策劃帶領
堂會發展
申請辦法：履歷寄	 hiring@efcckcc.org	 ，播

道會康泉堂聘牧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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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愛 照 顧 者
社會服務辦事處

	 「照顧者」，一個似是陌生，但又帶點熟悉的名詞。陌生，或許因為從來沒有
人這樣稱呼你；熟悉，可能正正因為你就是一位照顧者。照顧者曾經用雙手服侍無
助的身軀、用關懷陪伴困惑的心靈渡過漫長的黑夜，為被照顧者添上一點溫暖感。
「照顧者」，一個多麼值得人欽敬，景仰，羨慕的名字！然而，很多時候照顧者的
壓力、擔子和需要被忽略，缺乏妥善支援。
	 在剛過去的11月，本辦事處以「關愛照顧者」為主題，舉辦社關月。透過堂會
向弟兄姊妹派發資料套、安排社工到堂會分享、協助堂會安排社關主日等，希望讓
大家了解照顧者的需要，特別是大家較常接觸的護老者及特別學習需要(SEN)學童之
照顧者的壓力來源、所面對的問題，並本會及社區所提供的支援服務。透過認識、
了解，我們可以更充分掌握支援照顧者的方法，與他們同行，成為他們的友伴。同
時，我們亦希望可以為照顧者提供有關照顧技巧及社區資源的資訊，
鼓勵照顧者要適時照顧自己的需要及尋求協助。為方便弟兄姊姊可以
更方便獲得相關資訊，本辦事處已將社關月單張及照顧者手冊上載至
社會服務網頁供大家下載。
	 最後謹代表社會服務辦事處恭祝大家新年喜樂，身心康泰！

http://www.ess.org.hk/wp-content/	 http://www.ess.org.hk/wp-content/
uploads/播道會社關月2019_單張.pdf	 uploads/播道會社關月2019_手冊.pdf



新 年 伊 始 ， 萬 象 更 新
羅錫堅牧師

總幹事心語

	 今年的春節來得早。還記得孩提時期的我，看着成人們忙碌地預備「過
年」，心裏快樂又興奮！現在你和我已經長大了，是否仍保留這份稚氣未脫
的心境？香港過去幾個月經歷了驚心動魄的社會運動，有沒有令你覺得飽經
風霜，心如止水？
 我們中國人的祖先真有智慧！他們創立了春節的慶典，是為要我們學
一個功課---每一年都可以有一個新的開始，「炮竹一聲除舊歲」便是這個意
思。
 但是，現實生活是否這樣容易？過去的罪疚，可以塗抹嗎？撕裂了的關
係，是否可以縫補？消沉了的壯志，能否再度翻騰洶湧？請聽耶穌基督對你
的應許：
 「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我是創始的，也是成終的。我要把生命
的泉水，白白賜給口渴的人喝。」（啟示錄二十一5-6）
 「我來了，是要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十10）
 聖經記載，有一群長官，帶了一個行淫的婦人來到耶穌跟前。按當時的
法律，她是該被石頭打死的。耶穌對那群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都走了。
耶穌給了這個婦人一個新的開始。又有一次，祂的一個朋友，名叫拉撒路，
死了四天。耶穌使他活過來，給了他一個新的開始。 
 耶穌能赦免人的罪，並叫死人復活，祂豈不能醫治你心靈的創傷，叫你
重新振作，為你打開機會之門？
 這位全能的真神耶穌基督，正邀請你接受祂的禮物---新的生命。你和
我這短暫的人生，飽經失敗、憂患、罪疚和痛苦。「一失足成千古恨」似乎
是不變的真理，但耶穌有能力把這話廢去。祂能給你一個新的生命，新的開
始，你願意來信靠祂嗎？
 聖經說：「如果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經過去，你
看，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17）
 祝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