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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報上期介紹「五大計劃」中的三個計劃，即「幸福同行」、「時事關
注」及「憲制檢討」，今期我們繼續介紹「支援植堂」及「拓展宣教」。非
常明顯，這兩方的工作，都是要遵行基督的大使命。
　　每次有機會再思想這個「課題」，就有一連串的景像在腦海中出現，當
主被釘，門徒們驚恐，甚至躲藏起來，及至見到復活的主，他們是如何再有
勇氣，且樂於向人講及基督呢？甚至後來受逼迫，要離鄉別井了，仍是隨行
隨講。若真正認識主，心裏就有份動力，雖面對逆境，仍按耐不住要向人談
論基督。另一個情境，是信主初年，常有機會讀到清末民初來華宣教士的事
蹟，這是多大的勇氣、堅毅和愛我們的心。這些畫面都會激勵自己，佈道及
宣教的熱誠不可減！
　　福音事工，及建立教會「植堂」，在香港一直
都能立足生根。今天我們正要進入一個新舊交替的年
代，特別香港是一個十分發達的城市，人們對知識及
世局的接觸及認識多，自我的意識強，佈道就要有很
多準備和支援。同時，要建立新的福音據點，要準備
很多資源，使今天的植堂及佈道工作，面對很多挑
戰。這亦是為何講到「植堂」，今天我們會「另案」討論，因為昨天的經
驗、模式方法、切入點等，或許需要變化。
　　「拓展宣教」，對於華人教會，我們的「出生」就
是因為宣教士，有他們才有我們，不過到我們開始學
習「宣教」，還是有很多東西要學習，有時要跌跌碰碰
的。同樣，今天香港的變化，也是這個地球村的縮影，
我們要能在宣教的事工上向前再踏出，亦是要面對某地
社會出現的轉變。所以我們需要有新思維，新的宣教形
態，就更需要協助及同工，相信若這是出於神，祂也必感動更多的「肢體」
，願意成為我們宣教上的伙伴，因着各自有的能力，經驗及恩賜，組成更好
更有力的宣教團隊。更重要的是大家一同尋求神的心，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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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宣教小組
主題

梁成裕牧師（拓展宣教小組召集人）	

	 感謝主，播道總會成立五大方向小組，其中的一個方向，就是拓展宣
教。「拓展宣教小組」的成立，是希望透過播道總會、播道差會和其他有
關連的團體，加強與眾播道堂會的連繫，強化播道會在本地和境外的宣教事
工。主要範圍包括：「境外宣教」–目前涵蓋的地區包括東亞、東南亞及歐
洲；與及「跨文化城市宣教」–對象包括貧窮人士、社團人士、外傭群體及
少數民族等。「拓展宣教小組」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播道總會與播
道差會能夠聯手加強與眾堂會在宣教方面的溝通和異象分享。
	 拓展宣教未來其中一個重點計劃，是國際植堂計劃。感謝主，2018年11
月，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舉行了130週年聯合崇拜。崇拜結束後，本港代表邀
請了十多位海外來賓一起往廣州旅行，重尋昔日西教士來華的踪跡。四個國
家的播道會代表於旅程中分享宣教心志，並決定聯手在台灣宣教植堂。這些
跨國團體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馬來西亞基督教播道會、新加
坡聖約播道會與及美國播道差會（Reach	 Global,	 EFCA）。上述國家的代表
經過幾次跟進會議後，成立了先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而播道差會
董事會亦通過，將與以上國家的播道會一起推行這國際植堂計劃。
	 「國際植堂計劃」是計劃於2022年初在台灣一個大城市建立第一間雙語
教會（國語和英語），並同時推行社區聯絡活動（例如英文班、咖啡室等）
。建立起首間雙語教會之後，期望能在台灣其他大城市建立教會，而長遠計
劃是與台灣的本地教會合作傳揚福音，並協助台灣教會發展，成為普世宣教
的動員者。
	 拓展宣教另外一個很感恩的發展，是播道差會將會在11月13日舉行播
道會差傳年會！今次差傳年會的主題是「凝聚夢想、差傳共建」。是次差傳
年會將會有不同的網上展覽及網上工作坊。盼望藉着這些展覽和工作坊，讓
我們更加明白播道差會不同的宣教工場，包括日本工場、台灣工場、澳門工
場、柬埔寨工場、英國工場及法國工場。除了海外工場展覽攤位，亦希望藉
着網上工作坊的互動溝通，讓我們一起更有創意地凝聚不同宣教合作模式的
可能性，發揮三大宣教動力的共建潛能，就是工場動力、專業動力、堂會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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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動力展區也設有網上展覽攤位和工作坊外，讓願意投入參與共建的
堂會，以堂會特色展現分享在宣教上的參與，盼藉此踏出第一步，在未來21
個月內，堂會也歡迎隨時報名加入堂會動力行列，有助促進堂會、工場、專
業組成之三股差傳動力，透過溝通和聯繫，產生出差傳共建之混能效應。	
	 另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全球，無論是教會抑或差會，都面臨前所
未有的危機。然而，「危機」也可以是成長和突破的「契機」，盼望藉着差
傳年會，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怎樣利用「網絡宣教」、「工場互通」和「宣
教聯網」來繼續拓展不同的宣教事工。
	 當天晚上更加會有實體奮興會暨立志大會，將會在播道會同福堂舉行，
同時亦設有網上同步直播。讓我們一同積極參與，「凝聚夢想、差傳共建！」
	 另一方面，感恩很多播道堂會都在努力拓展不同的本地跨文化宣教事
工，例如服侍基層人士、社團人士、外傭群體及少數民族等。拓展宣教小組
盼望能夠促進更多堂會與堂會之間的溝通和聯繫，盼望能夠把有相似負擔的
堂會連繫起來，使位於同區之內的不同播道堂會聯繫起來，讓更多弟兄姊妹
能夠有機會一起同心參與本地的宣教事工，與及能夠達到資源共享和彼此分
享，能夠更加有效地推動不同的本地跨文化宣教事工。 播

支援植堂主題

陳傳華牧師（支援植堂小組召集人）

	 上一屆播道總會執委們，於去年一起
討論、祈禱，提出了五大計劃，成立五個
小組負責，盼能回應今天宗派裏不同的需
要。五大計劃其中之一，是支援植堂，支
援植堂小組因此成立，功能是研究、鼓勵
和支援播道堂會開植新堂。小組成員有陳傳華牧師、林美珍姑娘、李應新牧
師、黃士騰先生、譚鄭綺雯女士和霍羨研姑娘。
	 支援植堂小組成立至今，已開展了不同的工作，包括研究宗派過去十年
的發展，發覺過去五年（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成崇總人數增長之百分
比（1.90%），遠比早五年（2009年4月至2014年3月）成崇總人數增長之
百分比（25.49.66%）為低，而單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成崇總人數更
是下跌的（2.48%），這下跌仍未包括過去社會運動和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相信經歷過去一年多的社會事件和疫情，成崇總人數至今可能面對更大的挑
戰。2020年5月香港教會普查簡報中看到，全港教會面對的困難，總人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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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幅度在同期相比（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下跌的幅度（下跌11.9%）
，比播道會更嚴峻，可見全港教會面對的困難。而全港教會和播道會的少崇
總人數的數據和趨勢（播道會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增長1.23%（按照有提
供數據的教會計算）；同期全港教會下跌16.5%），都比較成崇總人數下降
幅度更利害。
	 有見及此，支援植堂小組及傳道部積極研究如何可以在這時刻，幫助宗
派在這方面可以前進，過去幾個月舉行植堂講座、發問卷調查各堂會在其發
展上有什麼需要總會支援、探訪不同堂會等，按照這些工作的回應，至今建
立兩個方向未來兩年發展：

一、鞏固現有堂會
	 根據收回的問卷調查，有近三十間堂會希望在不同方面得到植堂小組的
支持和幫助，發展不同事工，包括佈道方法、門徒訓練、領袖培訓、少年事
工、兒童事工、男人事工、行政管理等。因此，來年我們將聯合不同在這幾
方面較成熟的堂會，一起為這三十間堂會提供協助，開辦事工訓練課程，一
起埋身同行，鞏固發展。過去五年，播道會有八成的堂會人數是下跌或停滯
狀態，若堂會能扭轉過去停滯甚至下跌的趨勢，盼能穩定增長，把質和量都
建立起來，這就像是「堂內植堂」般的了。

二、研究植堂方案
	 我們正研究如何幫助堂會如何能以傳統方法和創新的方法植堂，包括
堂會帶動植堂、總會帶動植堂、植群（如專注少年群體）、植網上教會等。
例如在新植堂堂會早期，可借助不同較成熟堂會的敬拜隊、講員、培訓領袖
等，幫助新植堂堂會為期一年的前期工作，直至新植堂堂會有一定的基礎。	
在大時代的挑戰中，福音是最終的出路，我們需要大家的祈禱，亦會為大家
祈禱，願神的國和大使命得以履行。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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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動者？教會？植堂？
主題

林美珍傳道（播道會總會傳道部主任）	

	 香港人口已達750萬，可是信主人數按香港年報2016的數字，基督徒佔
了6.8%，即約50萬人。有甚麼最有效的方法去把福音傳給香港700萬未得之
民？不少教會學者都指出，植堂是最有效的傳福音策略。
	 自去年傳道部配合總會「支援植堂」，成立小組後，除作各方面的探討
及草擬支援計劃，傳道部亦積極探討可否身先士卒，帶動植堂。探索期間，
一連串的社會事件，跟着新冠肺炎使世界突然改變，教會隨隔離需要都改為
網上崇拜及聚會。全球教會運作模式及牧養、佈道形態都改變了，雖不致完
全不能逆轉，實已翻天覆地。
	 要談植堂，便不得不思考一件事：我們要拓植怎麼樣的教會，來回應進
入了新常態的世界。約20年前，神在各地教會掀起一個反省教會型態的浪
潮，好些神的僕人，都在為教會尋覓出路。《不眠不休的教會》、Organic	
Church、Liquid	Church…等等著作，都嘗試鼓勵教會成為會走動的教會，進
到城市中受傷、苦痛的群體，以愛如蒲公英般無孔不入地進入他們生命中；
並且不要把教會困於牆內，要流動，要有機，把教會使人作門徒的基因發動
起來，甚至成為教會倍增的運動。多年來不少人在鼓動這些思維，可是並未
見有很多類似的教會出現。如今因全世界的突變，令人重新認真地再次思想
這些教會植堂模式。
	 總會傳道部正思想要去植堂，多少受上述思維激發，其中兩個模式或許
可行：
一、	網上教會	
　　有網上聚會，不等於網上教會。Nona	 Jones被公認是使用社交平台去建立
門徒的專家，她在所著的From	Social	Media	to	Social	Ministry中指出，美國自稱參加
教會的人，其實只有20%有真正出席崇拜，即有80%	沒有返教堂。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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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用戶早已超過20億，而2020年1月，Facebook宣佈它仍是世界最受歡迎
的社交平台。Nona強調，既然教會被召去福音遍傳世界，我們就要去到人群
聚集之處，而現時Facebook就是最多人及最近在咫尺的群體。
	 香港現有580萬名活躍Facebook社交平台用戶，佔整體人口(746萬)的
78%，當中99%的用戶是於手機上使用社交平台！既然全港近八成人口活躍
在Facebook上，這就是教會福音遍傳的最好地方。Nona清楚說明，“Social	
Media	is	for	Marketing,	Social	Ministry	is	for	Discipleship”「社交平台是為
市場推廣，社交平台事工是為塑造門徒」，我們以前是在牆內建立教會，現
在是在群體中建立教會。網上教會要成真實教會，必須是有真實關係，深入
結連，用心牧養，與實體教會一樣，不過時間及地點是7天24小時；如能配
合定期的實體聚會及神聖約會，更是黃金的策略。
	 這種在網上以建立門徒、真實小組關係的教會，當然需要全職牧者及同
工，也需要很多願意傳福音及牧養Facebook上真有其人的生命。

二、	植群：青年人去贏得青年人的教會
	 回顧總會傳道部過去十年經驗，神給我們持續藉飛BOOK青少年佈道精
兵訓練，不斷建立青少年生命。我們的目標是“To	 empower	 the	 youth	 of	
Jesus	to	build	the	church	and	change	the	world”。或許現在就是時候了，
就真的來培訓青年去建立教會，改變世界。所以無論是網上教會，或實體教
會，或許可以青少年為對象作為試點。
	 1.青年是動者MOVERS，他們手指一動，已可以進入不同地域、時空、
文化，獲得最新的資訊、最潮的時裝、音樂、玩意、產品，並且淘寶一下，
隨手可得。宣教把他們帶到新地區、新文化，新活動，他們即獲得新感官刺
激sensation。世界地球村化把地理及人與人的距離都拉近，所以出國旅行，
已成為青少年人生活的常態。環遊世界各地，易如反掌，不用成人插手。所
以行萬里路已成為青少年人闖蕩世界，認知世界的平常行動，遊學、交換生
成為一般學校及青年機構的指定動作。Andrew	Roots	在The	Mission	Trip	As	
Global	Tourism-Are	We	Ok	With	This?一文指出：很多青年都樂於參加短宣，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有新鮮的經驗。如能凝聚青年以短宣的形式一起植堂，也
許有很多不可能的美事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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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2.根據「BARNER	 group」的調查64%的重生基督徒都是在18歲前決志
信主的，因此青少年就是對福音開放的群體。
	 3.根據Peer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cision	Making作者們的分析，
青年對他們的朋輩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由青年人去把福音傳福青少年，是最
有果效的。
	 主若許可，我們可以興起這群動者，成為會走動的教會，不求人多，be	
liquid，有生機地，三五人成為一組，在不同學校、咖啡廳、共用辦公室、家
庭、任何角落都可以敬拜、佈道、使人作門徒；當青年人成為門徒，再建立
他們成為倍增門徒的領袖，教會就真實出現。神的子民在任何時間，任何平
台一起真實結連，同作主門徒，彼此相愛，活出真實基督的生命，神就在當
中；像初期教會，天天都是敬拜天，天天都是教會，處處都是教會，且生生
不息地擴展繁殖。
	 何時？何地？何法？仍在等待主的引導！我們是隨時侯命。願以上
分享可拋磚引玉，也邀請你成為代禱者，一起尋求。正如筆者去年文章
曾分享，21世紀是一個光纖網絡的世界村，世界及教會已進入一個閾境
(LIMINALITY)—改變中又未成新型的中間狀態；此處境狀態實無法名狀。我
們越要為新處境定義，就越會關閉聆聽及明辨的空間。我們必須學習及操練
如何在閾境及高度模糊不清的世代作領導。植堂也是如此，今天要在香港植
堂，更是如此。

參考文獻
Jones,	N.	(2020).	From	social	media	to	social	ministry:	A	guide	to	digital	discipleship.	Grand	Rapids:	
Zondervan	Reflective.

Lacey,	 D.	 (2018,	 January	 31).	 Church	 Planting	 as	 Youth	 Ministry:	 The	 Two	 Most	 Disconnected	
Statistics	in	the	Modern-Day	Church.	Retrieved	October	19,	2020,	from	https://www.rootedministry.
com/blog/church-planting-youth-ministry-two-disconnected-statistics-modern-day-church/

Root,	A.,	&	Dean,	K.	C.	 (2011).	The	Mission	Trip	as	Global	Tourism	Are	We	OK	with	This.	 In	The	
theological	turn	in	youth	ministry	(pp.	182-191).	Downers	Grove,	IL:	IVP	Books.

Rem	 Chiu	 (2020)。Facebook、IG、LinkedIn、Twitter香港用戶數字比一比。2020年10月19日，取自
https://moredigital.com.hk/2020/02/18/facebook%E3%80%81ig%E3%80%81linkedin%E3%80%81
twitter%E9%A6%99%E6%B8%AF%E7%94%A8%E6%88%B6%E6%95%B8%E5%AD%97%E6%A
F%94%E4%B8%80%E6%AF%94-2020-%E5%B9%B4-q1-%E7%89%88/\

馬特阿爾格倫(2008)。35+FACEBOOK統計與事實2020。2020年10月19日，取自https://www.
websitehostingrating.com/zh-TW/facebook-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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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一起同心點燃教會小組、
領袖及信徒成為復興的種籽，並為2020年銳意門訓網
上聚會作預備。播道會總會傳道部於十月十六日（星期
五），假播道會雅斤堂舉行「Pastors	 Party牧者激勵大
會」，主題為「Find	A	Few	Good	Ones」，聚會有近90
多位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參與。
	 大會先由盧德仁牧師（播道會恩福堂）點題及重溫
第一屆銳意門訓研習會的重點。他講解大會決定重播研
習會的原因，是推動和實踐教會在門徒訓練的最基本理
念：必需自己先渴慕和願意跟隨耶穌，並邀請有同樣心
志的弟兄姊妹一同開展門訓小組事工，透過互相鞭策，
讓彼此在事奉和靈命上有所成長。
	 李恩全牧師（播道會屯門福音堂主任）表示，門訓
是讓牧者領袖個人先與耶穌近距離的相遇，檢視個人如
何跟隨和遵守主耶穌的教導，從而成為一個跟隨主，為
主得人的漁夫。門訓亦是一個救贖之旅，讓牧者領袖
與弟兄姊妹一同在屬靈生命上有所成長，成為「Follow	
Jesus	To	Find	A	Few	Good	Ones」。
	 陳傳華牧師（播道會雅斤堂主任）認為，牧者領
袖可先從耶穌撒種的比喻為藍本，讓門徒知道屬靈成長
過程的四個階段，種子撒在四種土壤會有四個結果。同
時，牧者領袖應適時激勵、引導和提醒作主門徒所遇到的不同考驗，並以身作則和
他們一起成為真門徒，在每天生活中見證主。
	 接着，由三位銳意門訓同行牧者信徒分享如何在青少年、家庭和婦女等不同領
域門訓與門徒同行的經歷和得着。牧者激
勵大會亦特設一個分組和彼此禱告時段，
讓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彼此分享反思個人
和堂會如何實踐門訓，為主訓練門徒。
	 最後，答問環節中，大家踴躍發問，
並有美好的分享。主席再次鼓勵各牧者領
袖預備弟兄姊妹的心，一同參與11月26至
28日的網上銳意門訓研習會，裝備他們成
為「某確類」門徒。

文：蔡穩基

P a s t o r s  P a r t y 牧 者 激 勵 大 會
吸引90多位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參與

李恩全牧師

盧德仁牧師

陳傳華牧師

見證分享（左起：王妙珊姑娘、黃士
騰先生、歐楚明姑娘、林美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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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見 生 命 本 相   才 懂 降 服 主 前

　　卡碧敏約在9年前跟隨父母參加屯福堂崇拜，
並在2013年底受洗加入教會。期後碧敏曾參加
兒崇家長查經班，她珍惜學習聖經的機會，享受
當中的雙向分享。奈何組員出席不穩，亦不甚投
入。但碧敏仍堅持每次出席，一心只想認識主更
多。
	 2017年中碧敏接受門訓，至今已近兩年。初
期常自覺不配，害怕追不上，到現在卻有很多體
會。碧敏說這是一個既寶貴又奇妙的旅程。門訓
組員委身的參與，帶出很不同的效果。組員要學
習躺開自己，真摯分享生命，不論軟弱與掙扎。
事實上，人總會不自覺掩飾自己的灰暗面，要坦盪盪的分享，實需對組員有
一份深厚的信任和屬靈勇氣。感謝主！碧敏深深體會組員間生命相交的甜
蜜，彼此接納的寶貴，也使碧敏學習在上帝面前放下自我，讓上帝攪動自己
的生命。
	 碧敏學習每天讀經，縱有不明白的地方，她總堅持。當碧敏更多親近主
時，便看見自己生命的改變。碧敏承認性格衝動、急躁，與丈夫相處時更是
挑戰。門訓令她察覺自己的軟弱，願意降服在主面前，去回應關係帶來的挑
戰。感謝主，她多了憐憫與體諒，與丈夫的關係也改善了。
	 碧敏也在門訓中學習「讓神作神」。她以前會很緊張子女的學業，常安
排子女課餘上補習班。但當她重新檢視生活的優次時，便發現將子女與耶穌
的關係放在較次要的位置上，自覺慚愧。現在她學懂當著緊子女與耶穌的關
係。
	 碧敏曾表示母親（卡太）是她一家的精神支柱。當卡太在2018年初患上
末期癌症時，碧敏十分擔心若母親離世，一家能否承受到當中的傷痛。感謝
主，面對卡太離世，碧敏及家人都經歷到出人意外的平安，真是一個真實又
奇妙的經歷！

卡碧敏姊妹（屯門福音堂兒崇家長：門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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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中事
播道會天泉堂
誠聘傳道同工兩位     
具認可神學學位，分別負責青少年及長者事工，具牧養經驗優先，重團隊
合作及外展佈道，請將履歷附得救及蒙召見證，電郵mail@tinchuenchurch.org	 天泉
堂麥牧師收。

播道會同福堂招聘
招聘傳道同工1名 (hr111@tungfook.com)
協助主任牧師領導行政團隊管理及推行教會行政事務；聯繫和協調堂會及各牧區；監督和管理財務
及人力資源；需於晚間、星期天及公眾假期當值工作。
要求：
認可大學學位，或同等學歷；具相關工作經驗；書寫中英語文能力優良；人際關係良好，善於溝
通，具團隊精神；於同福銅鑼灣堂上班。

招聘傳道幹事1名 (hr114@tungfook.com)
負責牧養及拓展成人牧區；配合教會發展福音事工；協助策劃、推動及動員牧區的不同事工；需於
晚間、星期天及公眾假期當值工作。
要求：
認可神學或大學學位，或同等學歷；五年以上牧會經驗，能勝任教會所安排的工作；人際關係良
好，善於溝通，具團隊精神；於同福銅鑼灣堂上班。

申請須知：
如有興趣申請以下職位，請連同個人履歷、應徵信及近照，並註明申請職位及編號；
1)	寄香港銅鑼灣道25號一樓同福堂行政主任呂太收，或
2)	電郵致申請職位的專用電郵地址，同福堂行政主任呂太收。
3)	資料保密，只供招聘用途；
4)	凡申請者寄出信件或發出電郵一個月後仍未獲接見，將視為其申請不獲接納，恕本堂不再
個別通知。

播道會天福堂
誠聘全／半職的傳道／助理傳道     
需具相關神學訓練和經驗，職務包括傳道、關顧、牧養、婦女事工等，並懂一般電腦
文書處理。有意請電郵履歷予堂主任	admin@tinfook.org.hk，只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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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牧 感 受 及 心 志
王婉珊牧師（恩福堂）

	 回想起我在大學時代蒙神的呼召，
立志要終身奉獻，牧養群羊。2009年，
神學畢業之後我返回母會恩福堂服侍到
現在。感謝上帝的保守及帶領，讓我信
主、在教會中成長，蒙召，牧會，到今
天能夠按立為牧師，這些都是神無盡的
恩典及憐憫。
	 對我來說，牧職是我對神的呼召一
生的承諾，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擺上。多
年牧養服侍中，有許多開心美好的經歷，亦難免會遇到困難挫折，但是神的
呼召及愛時刻激勵我，讓我更堅定奉獻自己一生來事奉主。
	 今日我以「我牧群羊，羊群牧我」作為一個提醒，神呼召我去牧養群
羊，帶領他們，使他們能夠健健康康地在基督裏成長，成為神所喜悅的人。
回顧過往牧養職青的歲月，最寶貴的就是能夠在弟兄姊妹的人生歷程中與他
們同行，幫助他們經歷神的帶領及指引。我一直以為是我去牧養他們，其
實，神給我看見是，羊群同樣牧養我的生命，我曾有心境低落的時候，神卻
透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經歷牧養我，感恩神讓我有一班很愛主的弟兄姊妹成
為我的鼓勵。我立志要以謙卑及感恩的心繼續去牧養群羊。
	 在這段時間神讓我明白，能夠事奉祂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能夠繼續事
奉更是神額外的恩典。我不知道明天會如何，我只知道要把握今天盡心、忠
心去服侍主。願一切榮耀都歸於神。阿們。

hhhh 按牧禮特輯(二)
因為疫情影響，播道會總會於八月舉行了一場「特別」的按牧禮，不能接納嘉賓觀禮，按牧

過程也要分流進行，不過這並不影響現場那充滿欣喜的淚水與歡樂氣氛。為分享他們的喜

悅，月報連續幾期邀請受按牧的傳道同工分享他們的按牧感受及心志。

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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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 望 、 愛 — 按 牧 心 聲 
黎素芳牧師（恩福堂）

	 衷心感謝恩福堂對我的信任和肯定，推薦
我按立為牧師，在神的家裏面，承擔更大的責
任和託付。面對事奉永生神這榮耀的職事，心
裏既欣喜又戰兢。

	 我期盼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是：「信、
望、愛」
	 「信」：在種種艱難和挑戰中，學習堅守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望」：在自己和別人生命中不斷發現恩典的盼望。	
	 「愛」：對自己、對別人常存真誠的愛

　　過去自己在小堂會信主、成長和蒙召。在未入恩福堂事奉以前，有六年
多時間在小堂會事奉，深深感到「埋身牧養」的重要和影響。作為牧者，我
必須以真誠、關愛、不論斷的態度與弟兄姊妹相處，聆聽、認識和明白他們
在個人、家庭、工作和事奉面對的挑戰和需要，同時要為羣羊的屬靈生命恆
切祈禱，求神帶領我如何與弟兄姊妹同行並經歷神的恩典！

　　作為牧者，既是牧羊人，同時又是主的羊。當我教導弟兄姊妹要與神建
立親密關係的同時，我是否能夠以身作則，持之以恆地以神話語和應許去反
省信仰呢？我又是否願意坦誠向弟兄姊妹開放生命，不怕呈現自己的軟弱和
黑暗面，讓他們見證神話語在我生命有改變和更新的能力呢？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一20-
21)。

hhhh
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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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三宗教牧特別聚會：「逆潮中奮起的教會」

　　浸信會、宣道會、播道會於本年10月21日聯合舉辦了2020三宗教牧特別
聚會，主題：「逆潮中奮起的教會」，為三宗教牧同工提供以YouTube形式
的免費聚會，約有超過230人參與。
	 內容主要為「逆境同行，奮起為主」，
講員陳恩藩牧師（Crazy	 Love	Ministries創辦
人）與一眾教牧同工探討作為屬神的教會，
應如何在時代的洪流，疫情的打擊下站立得
穩，奮起為主而活；轉危為機，發展更多福
音路向，祝福別人的生命。陳牧師主要以幾
個神的應許，鼓勵香港教牧同工，神安排我們在此時此地，有祂的心意和我
們的召命。第一個應許是神的計劃（弗二10），神在創世以前已策劃所有
事，你要相信神在此時刻特別安排你在這裏，有祂的計劃，疫症對上帝來說
不是突然事件，多思想上帝的計劃。第二個應許是祂的教會是堅不可破的(太
十六18)，人的失敗、阻礙、疫症不會阻止教會繼續前進。第三個應許是若住
在主裏面，就會多結果子（約十五5）。多結果子成效來自「在主裏面」，鼓
勵大家在主裏安息，更加進深與主連結。第四個應許是基督裏的合一，在基
督裏齊心站立得穩，不恐懼，就能讓世界相信我們的信仰。最後陳牧師用以
以弗所書四章11至16節，提醒教牧的工作是裝備信徒，直到信仰上的合一，
這是我們存在的原因。
	 三位回應講員分別是蘇家輝牧師（沙田浸信會堂主任）、陳永就牧師（
播道會彩福堂主任）、楊靖紀牧師（宣道會柴灣堂堂主任），以在疫情下所
事奉教會的服侍會友及鄰舍的方式作回應。
	 其後有答問時段，講員及幾位回應講員一同回答參與者的提問。回應
主持朱秀蓮牧師（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副總幹事）。最後有個人省思禱告的時
間，由陳潮源牧師（生命頌浸信會堂主任）帶領。禱告後完成整個聚會。

文：孫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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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明牧師	(顧問院牧)

疫情中起步
	 播道兒童之家成長的少年人滿18歲，便要離開家舍
過渡獨立，並不容易。若沒有好的規劃和成熟引領，會
迷失方向、徬徨無助。早於10年前，機構開始支援滿18
歲少年，並於2018年全面啟動「第二人生助跑計劃」，
除了「青年家舍」，也增設院外「青年社區共住服務」
，提供33名額青年住宿，轉眼近3年了。
	 感恩，於2019年，應機構的顧問柯廣輝律師邀請，與座落佐敦「八福滙」
三樓的「幸福實驗室」（CityLab）一同探索「18+計劃」，為滿18歲少年人離
院後，建立一個屬靈支援的「家」。我們凝聚主裏伙伴和關愛機構，藉「基督
的愛」堅實少年人「成長思維」，培育「恆毅」心志，迎向似是而非的價值觀衝
擊。面對變幻的社會，建立網絡同行，牧養少年群體，認識主愛。
	 「18+計劃」為離院後少年人，建立一個「城市綠洲」，藉此本地宣教事
工，培植少年人作屬靈領袖，藉生命轉化，轉化城市。計劃的支持系統包括：
	 1.	多間適合少年人的教會；
	 2.	不同類型的社福機構；
	 3.	多元成長課程和職場訓練的網絡伙伴。

少年人的起步
	 應屆DSE畢業的浩文，自小於播道兒童之家成長；離院後成功申請入住「青
年家舍」過渡獨立，開始兼讀生涯。
	 透過計劃，浩文認識了Terrence，他是在CityLab駐場機構Dad’s	 Network
的主力同工，致力在港推動父親的親職
文化，提供多元支援，也樂於與年青人
同行。Terrence感恩浩文能夠清楚自己
計劃「第二人生」的起步，盼望浩文在
觀福堂繼續成長，也找到發掘個人興趣
的途徑，學習製作「電子舞曲」。
	 願主感動更多播道會內伙伴，一同
擁抱培育少年人的異象！

播道兒童之家「18+計劃」

兒家浩文與Terrence

兒家浩文與張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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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建 聖 殿 的 啟 迪

羅錫堅牧師

總幹事心語

	 最近思考舊約以斯拉記，重溫猶太人從被擄之地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
殿的歷史事蹟。我想到過去一年，香港的教會經歷了嚴峻的衝擊---社會運動
帶來信徒間的撕裂；新冠疫情令實體聚會停止；政制改變產生紛亂和困擾。
不少教會經歷信徒和牧者的流失，奉獻收入也減少。香港的教會需要重新建
造，但怎樣開始呢？
	 從以斯拉記敘述猶太人重建聖殿的歷史，我看到重建神家的幾個屬靈原
則：
	 1.	重建神家必須回歸基督。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後，第一件事就是重新
建造祭壇，並且獻祭。祭壇是贖罪的地方，也是與神相會的地方（出埃及記
二十九38-42）。這都在耶穌基督裏成就了。
	 2.	重建神家必須回歸神的話。以斯拉記多次提到猶太人回歸後，按照
摩西律法指示的獻祭、守節和事奉神。其實猶太人最基本的問題，就是離開
神的話，最終弄至國破家亡，應驗了上帝在歷代志下第七章對所羅門王的警
告。我們若要重建教會，就必須緊緊跟隨神的話。	
	 3.	重建神家必須同心協力。回歸的猶太人一方面慷慨捐款，重建聖殿；
一方面同心團結，抵抗外敵。今天我們若要教會興旺，也必須有這份慷慨和
同心。
	 猶太人開始建殿不久，便受到周圍的外人攻擊，建造工程被迫停頓了十
多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他們經歷着心靈的危機，道德的墮落和意志的消
沉。神透過哈該先知勉勵猶太人：「因為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再過不多的
時候，我要震動天、地、海洋和旱地。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震動萬國，萬
國的珍寶就必運來；我要使這殿宇充滿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這殿
宇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哈該書	二6-9）	
	 在重建聖殿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人的軟弱和罪惡，但更清楚的，是神不
離不棄的恩典。神的恩典，今天仍然陪伴着每一位屬祂的兒女。耶穌基督仍
然在七個金燈臺中行走。我願與播道會的肢體互勉，不要因困難的環境而灰
心，要安穩在主裏，在雨中尋覓彩虹，憑信心重建神家！





「尊貴的事奉」講座

踏入 21 世紀，聖經教導如何滿足人的心靈需要？

教會的主日學仍有甚麼生存價值？

如果教會的教導功能被迫收窄，我們可以如何培育門徒？

三個回應時代挑戰的工作坊（三選一）：

「活靈活現」的聖經教室

主講：廖諾文傳道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牧者

跟學生「打成一片」的主日學教室

主講：莫安妮博士 播道神學院教育及研究督導

「只欠東風」的主日學課堂—— 由實體到網上的教學

主講：陳蔡寶玉傳道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元朗堂牧者

查詢︰ 2715 9683  葉小姐

報名

日期：2021 年 2 月 28 日（日）
時間：下午 2:30 - 6:00
地點：播道書院（將軍澳至善街 7 號）

費用：每位 HK$120（12 月 31 日前報名，每位 HK$100）

對象：主日學教職員及教導聖經的事奉者

播道會文字部 主辦

*  由於新冠狀病毒疫情反覆，如屆時疫情嚴峻，講座可能會用線上形式進行，
請密切留意本部進一步公佈。

大會講員︰鄭毓華傳道 
播道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科講師

查詢

欲免向隅，立即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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