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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新春佳節，在此祝各位新歲平安，喜
樂安康。時間總怱怱而去，轉眼我們已經邁進
二十一世紀的第十五個年頭了，主基督耶穌升
天時的大使命，我們沒有遺忘，不過現時全球
約有萬六個民族或群體，仍有不少是「未有福
音接觸過」之民，我們就需努力了。
　　「萬國萬民」是一個在聖經中，很早就出
現的觀念，早在神呼召亞伯蘭的時候，就對他
說：「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上面提及
全球約有萬六個民族或群體，主要是用血源祖先，或是語言、文化，宗教，政治
版圖，或聚居地域劃分的，實際上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這些的群體的組成，
而出現不同而相對較小、或特別的群體。要關心這類的群體或族群的福音需要，
需要另外一些經驗，及「接待」的方法。
　　我們所身處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亦可以出現不少小群體，有些甚至是認知以
外，在我們起居作息中未有機會接觸的，這些群體的出現，還包括來自崗位上
的，功能上的，處境上的，角色上等等的分歧或歸類。近年有不同的肢體或堂
會，開始關心這些不同群體的需要，當中有一些更是多年來非常忠心的，是該
等工作的先驅。月報在新的一年準備寫寫這個「萬國萬民」的少數族裔及特別群
體，一方面拓展我們對這等福音事工的認識，當然這亦會有助各堂會思想下一個
或未來的發展方向時，多一個求神引導的方向，另一方面藉着互相分享，使彼此
更多關心，同心支持代禱。
　　我們第一個介紹的是我們的播道差會，雖然是自家人，但你真的認識差會服
侍這些群體的宣教事工？因着科技及通訊的發達，這個世界好像被拉得很接近
的，甚至我們用上「地球村」來形容現今的環宇大地，不過，人與人之間卻是被
切割起來，每個人或社群都強調自我的獨特性，自我保護起來，拒其他於外，這
也是今天佈道事工所要面對的處境及挑戰，我們會敢於面對這些現況，而進入他
們當中見證主基督的救贖大愛嗎？

更正：上期「聖誕禱文（二）」作者應為尖福堂麥銘奇牧師，謹此向作者致歉。
更正：上期「播道同工知多少」李恩全牧師應為屯福堂牧師，謹此向李牧師及屯福堂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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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年前認識一位曾作宣教士的日
本牧師，他在香港的一個宣教聚會中如
此分享：今日很多人喜歡去日本旅行、
吃日本食物、買日本時裝及電器用品。
在香港、世界各地日本『貨』很受歡
迎，但是我知道日本『人』卻不一定受
歡迎。我們曾是世界的侵略者，特別是
對中國民族。這位牧師深知自己來自一
個不受歡迎的民族，卻選擇多年來在中
華民族的地方作宣教士。因為他們一家
選擇了「承擔」十字架的宣教路，而不
是去「逃避」歷史包袱。日本貨不單受
歡迎，日本更是旅遊勝地，在屬靈上卻
是貧乏，更被視為福音硬土。為何日本
被視為福音硬土，宣教士的墳墓？
	 基督教信仰傳入日本已有450多年歷
史，但今天信主的人數，仍少於全國人
口之1%。深信有以下各種因素：
	 日本人被沉痛的政治背景堵塞對
基督教開放的心。在1549年藉第一位宣
教士耶穌會的沙勿略	 (Francise	 Xavier)
傳福音到日本，當時日本人對福音非常
開放，在30年中信主人數增到萬人之
多。自1582年當豐臣秀吉成功地統一日
本後，竟在17年間驅逐傳教士和勒令國
內禁止基督信仰活動。在1603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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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盧佩虞（播道差會日本宣教士）

領袖興起，德川家康是一個熱心的佛教
徒，更逼害基督徒，以致很多傳教士和
信徒逃亡到澳門。在1639年，德川家康
為要統一國民思想與信仰，開始實施鎖
國政策，拒絕與外界接觸達200多年之
久。之後，他更下令全國每家每戶都要
到佛廟登記，踐踏耶穌像，以表示拒絕
基督教，效忠佛教和國家；強制全國信
奉佛教，違背者受酷刑殺害。直至日本
戰敗後，在外國施壓下，日本政府才再
度給日本人信仰自由，可是這些沉痛的
政治背景，使很多日本人不敢接觸基督
教，更不願涉足宗教信仰，只說自己是
佛教徒而矣！雖然今日在日本不再有基
督徒被殺害，可是日本人深知道基督徒
仍是在國民中被排斥的一群。這也是今
天傳福音的一大障礙。
	 日本人放棄了追求信仰，更「全
力」追求物質和成功，因着日本人的努
力成功，生活物質豐富，使他們很有優
越感，靈魂便迷失在享樂和成功中。
	 日本人的團結文化使日本人很害怕
「不合群」而被排斥。很多日本人因為
被排斥而患上憂鬱症，繼而自殺的人數
不斷增加。連續12年之久，每年有3萬人
自殺，比在3年前東北3．11海嘯地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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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人數更多！
	 日本人信奉汎神論觀，他們相信世
上有8億位神靈可供奉，他們接受耶穌是
其中一位可保佑他們的神靈，正如一位
日本人說日本人的宗教觀，就如穿「和
服」一樣，多信一位神靈多一「層」保
護，愈多愈好，所以向他們傳福音時，
要指明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苦難觀－日本人深信苦難能使一
個人更堅強，所以自小被訓練有堅忍的
生活習慣，例如：在學校一般沒有冷氣
機，全班只用一把電風扇，甚至有些小
學不用電風扇。多次大災難，如地震、
海潚過後，他們便專心研究如何克服下
一次的災難。所以日本人輕看那些需要
「信仰」幫助的人，視他們為「弱者」。
	 日本文化和語言的挑戰，使很多
宣教士受挫敗而放棄。在日本宣教20多
年，曾見20多位宣教士流淚離開宣教工
場，使福音工作更難前進。
	 羅馬書一章16節：「我不以福音為
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
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日本確是一塊福音硬土，可是仍
見到神的愛和能力「彰顯」在這塊福音
未得之地！記得20多年前我來到日本宣
教的第一年，雖然未能說日文，仍不斷
禱告，求主開福音的門，神垂聽禱告使
我接觸到一位大學生，我們用盡手語、
漢字及簡單的英文交通，最後成為好朋
友。有一次教會在週六舉辦佈道會，深
知她每週六晚上都要做工，便沒有邀請

她。怎料當我早上正在家中學日文時，
神三次「感動和催迫」要我立刻致電邀
請她參加佈道會。雖然明知早上她一定
上了大學，星期六晚上也要工作，我還
是『順服』神，立刻致電給她。她竟然
在家中，原來早上她病倒沒有上學，再
邀請她參加晚上佈道會時，她竟一口答
應，還說真幸運，那天晚上因同事要求
與她調班，以致可以與我一起返教會。
神正在尋找這位大學生！果然她在佈道
會中決志信耶穌！福音是神的大能，我
未能說日語，卻可以禱告，我不知如何
克服困難和文化障礙，卻可以選擇順服	
神的帶領。
	 求主幫助我們從神的眼光「看」
日本，才「見」到他們心靈的需要，否
則我們的眼光只停留在日本「貨」！求
主幫助我們「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
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四1-2)
	 我們在仙台市向陽台的地方正在建
立並牧養「仙台泉福音自由教會」。這
是一個新開拓的市鎮，非常需要福音。
我們需要一位對年青人有負擔的宣教同
工，因在這新市鎮有很多新的家庭和剛
搬來的災民。若您有感動，歡迎與我們
聯絡，也請為我們祈禱，求主為我們開
更大的福音門！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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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東南亞	–	指汶萊、柬埔寨、印尼、
老撾	(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
新加坡、泰國、越南。根據2010年的統
計，人口約6.01億。
	 創啟地區	–	指宣教士因為當地的政
治、宗教，不能以宣教士身份入境，而
需要以創新方式和身份進入的國家或地
區。
	 東南亞創啟地區的穆斯林	–	主要國
家包括汶萊、印尼、馬來西亞。其他國
內地區則包括泰國南部、菲律賓南部等
接近馬來西亞之地區。
	 要認識東南亞創啟地區的穆斯林，
我們可以從其語言、文化和歷史來看。
以上三個國家和兩個地區的共通點是，
她們都沿於一個語言和文化，近的叫馬
來文化(類似我們的中華文化)，遠的叫南
島語系文化。由於過去二、三百年的殖
民地化，馬來語言和文化於各地在殖民
地化和本土化的過程中生出變化，遂產
生出今日印尼文和馬來文的差異，只是
二者的共通性仍有70–80%。
	 相傳七、八世紀便有阿拉伯的穆
斯林商人在前往中國經商的過程中，在
東南亞撒播伊斯蘭信仰。後來，為了商
業的便利，一些穆斯林在沿海港口定居
下來，與當地的婦女通婚，並建造小規
模的清真寺，逐步形成早期的穆斯林社
團。八世紀之後，在北蘇門答臘沿海地

區已有大批穆斯林商人定居，形成許多
商業城邦或商業中心，如馬來西亞半島
的霹靂	 (864年)、印尼的巴賽	 (1042年)、
亞齊	 (1065年)、泰咪亞	 (1184年)1。當時
的東南亞，除了靠近中國的諸國，主要
是受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影響。及至十二
世紀，先後有吉打	 (馬來西亞半島北部接
壤泰國邊境)	蘇丹	 (即國王)；十五世紀，
馬六甲	 (馬來西亞半島南部)	 蘇丹、蘇祿	
(菲律賓南部)	蘇丹；十六世紀柔佛	 (馬來
西亞半島南部接壤新加坡邊境)	蘇丹，十
七世紀亞齊蘇丹	 (印尼東部)	 等成為穆斯
林，遂將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泰國
南部、菲律賓南部全部伊斯蘭化。
	 2010年的東南亞人口約6.01億，根
據2012年12月18日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
統計2，2010年東南亞的穆斯林人口約
2.4億(東南亞人口的40%，全球穆斯林人
口的18%)，其中最大穆斯林人口是印尼	
(2.09億，全國人口的86%)，其次是馬來
西亞(1,810萬，全國人口的64%)，菲律

主

題

文

章
厚（播道差會東南亞

創啟地區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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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	 (515萬，全國人口的5%)，	 泰國	 (377
萬，全國人口的4.6%)，緬甸	 (190萬，全
國人口的4%)，新加坡	 (73萬，全國人口
的15%)，汶萊	 (30萬，全國人口的66.8%)
，柬埔寨(28萬，全國人口的1.9%)，越南	
(16萬，全國人口的0.18%)，最少是老撾	
(1萬，全國人口的0.15%)。
	 由於東南亞的宗教與文化最初是
精靈敬拜，至六世紀受印度文化和佛教
的影響，最後才於十七世紀全面伊斯蘭
化，故東南亞的伊斯蘭教是混合了印度
文化和精靈敬拜的民間伊斯蘭信仰。穆
斯林仍然相信巫師和降頭。以伊斯蘭
教作為國教的馬來西亞，在2014年8月
MH370航機失蹤事件中，也特地請來
穆斯林巫師王來作法，搜尋航機下落。
而在印尼和馬來西亞，民間也會聘請巫
師來作法，為子女或村莊祈福、驅災除
病，甚至向敵人下降施咒。對靈界的恐
懼和平安的渴求，是普遍東南亞穆斯林
的心靈深處需要。曾經有許多穆斯林，
因信靠耶穌基督的名而勝過對靈界的恐
懼和得着內心平安。
	 另一方面，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和留
學西方的穆斯林回歸東南亞，知識份子
和中產階層對國家的民主和民生議題，
也十分關注。普遍的知識份子和中產相
信自由、民主和法治是可以改進民生。
而對於伊斯蘭教義，他們也持開放和中
庸的態度，甚至在不可叛教	 (穆斯林轉教
被視為叛教，可被罰勞改)	的馬來西亞，
也有為數不少的穆斯林暗地裏支持信仰
自由，猶如鄰國印尼。有見及此，馬來
西亞自2009年開始收緊宗教和國家安全
政策，嚴密監控和打壓任何向穆斯林的
宣教活動和異見者的民主運動，甚至嘗

試禁制馬來文和印尼文的聖經和出版物
入口，直到目前禁制令仍在司法程序
中。
	 雖然東南亞的穆斯林人數眾多，佔
人口的40%，但基督徒也有5	–	 6%，尤
其在印尼，基督徒有2,400萬，約佔全國
人口的10%，而馬來西亞的基督徒也佔
全國人口的9%，約267萬。兩地一直而
來由於種族、宗教和政治的敏感，基督
徒都不敢接觸穆斯林。近年來開始有一
些突破，我們為此感恩，也禱告聖靈大
大復興兩地的教會，於穆斯林世界中作
光作鹽。
	 簡單的介紹東南亞穆斯林，希望你
閱讀後能在禱告中記念這2.4億穆斯林的
需要，並其中的基督徒和宣教士。

1	 馬明良，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http://www.yslzc.
com/ysls/islamshi/shbdiliu/200702/13182.html
2	 http://www.pewforum.org/2012/12/18/table-religious-
composition-by-country-in-numbers/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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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臺灣人口共23,404,243人(2014年8月
官方統計）1，人口總增加率為2.15%，人口
由漢民族系和相對少數由二十幾個不同的諸
民族概括而稱的臺灣南島語族系所組成。其
中漢族可再依據遷移來源與風土民情，而概
分為同時來台的閩南人2及客家人3、二戰後
來臺的外省人三大族群。而台灣人與中國、
東南亞等地人民通婚日益增加，亦有所謂的
新住民之稱。現在的台灣居民多為來自中國
大陸各省的移民後裔，其中以東南沿海的福
建、廣東移民為最多，由於族群融合的情形
相當普遍，原本承襲中國的省籍界線在今日
的台灣已逐漸消逝。此外，台灣原住民族人
口總數：537,766人。（2014年8月）目前台
灣政府所承認的臺灣原住民族共有泰雅族、
阿美族、布農族、卑南族、達悟族、排灣
族、魯凱族、鄒族、邵族、賽夏族、噶瑪蘭
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卡
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族等十六個民族。
	 除此之外，現在台亦有不少的外籍人
士，外籍勞工（印尼籍佔43.6％、越南籍佔
25.6％及菲律賓籍佔18.2％較多）接近50萬；
外籍配偶4萬多人，其中有越南籍佔40.3％最
多，泰國籍佔13.9％次之。4

	 這些居住在台灣島上的外籍人士，很多
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除了官方的語言國語
之外，也學會了當地的語言閩南話或客家
話，甚至也融入了台灣的社會。台灣雖是多
元化的民族，但排他性也很強，以家庭為中

心，以男性為中心是台灣人的特色。故有時
候外族要融入這大民族亦不容易。不過，台
灣人卻有濃濃的人情味，讓作客的人印象難
忘。這也是台灣的特色之一，還有當你真正
融入這大民族時，「自家人」的習性也會呈
現出來，讓人倍感窩心和感動，他們為人着
想到的每一個細節和用心也會讓你嘆為觀
止。記得有一次，到一個家庭作客，那家人
是筆者來台後認識最久的，他們請我到家喝
茶聊天，將他們家的珍藏和作品與我分享，
慢慢教我如何品味他們家一些吃的、玩的，
或用的東西。甚至也將自己的絕活：書畫贈
與教會。這令我難忘和看到他們待我如家人
的態度，到現在也視他們是我在台灣的家
人。
	 在台灣，如要成為他們的家人或融入這
民族，除了需要時間，還要用心和用情的投
入才能真正得着他們的心。因台灣人本身亦
是性情中人，敢於表達個人的看法，特別是
男性，年長的女性較含蓄和傳統，大部份都
很能幹和忠於家庭。當我在台灣生活得越長
久，越覺得他們的情和義是現代或都市所沒
有的，特別是台灣較鄉下的地方，人情味更
濃郁芬芳，讓你回味。

1	 ^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月報2014.08中華民國內政部統
計處
2（或因本土化而自稱河洛人、鶴佬人或福佬人）
3	 臺灣客家人是指具有漢族客家人血統的臺灣人，為臺
灣第二大族群。
4	 內政部統計處，103年第5週內政統計通報(102年底在
我國之外籍人士統計)

許瑞芬（播道差會台灣宣教士）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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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法國，你會想到甚麼？或許很自
然會想到旅遊、藝術、美食、紅酒、化妝
品、各大名牌及奢侈品。這也是我來法國
之前的想法，因此我從沒想到要去法國，
反正我不愛奢華，那些東西對我沒有任何
吸引力。可是令我意外的是，神竟差我來
這個地方做福音工作，不是為本地的法國
人，而是中國開放後不斷外流的中國人。
在本文，由於篇幅有限，講述的焦點只能
集中在「中國人」的現況，就是主要從中
國內地到法國的人。
	 有資料指出，全法大約有60~70萬中
國人，而他們主要聚居在巴黎，估計有
30~40多萬人，其他則分佈在不同的大城
市如：里昂、馬賽、里爾、圖盧茲等1。
	 「這些中國人主要來自潮州或廣東省
沿岸(70年代難民)，而80年後卻有大批來自
溫州或上海南部的人，他們主要為營商而
留下來，近這十年卻有大批來自東北靠近
韓國邊境的移民，當中主要為女性，由『蛇
頭』引進法國，並從事非法妓女或家傭工
作；留學生數目亦大幅增加，2006年，留
學生數目只是數千，但現在已接近5萬個；
這是由於法國學費相對英語國家平宜，
學校亦有質素，加上法國給予學生許多優
惠，如：房屋津貼，醫療保險都是很實際
的幫助，故吸引他們來法留學，約有30%
就讀工程學校，30%就讀商科，並且有不
少年齡較大的學生就讀博士。當中亦有部
分是為了嚮往法國時尚生活而來的。」2			
也有是為婚姻而留在法國，當中大多數是
女性。
	 可是這些中國人卻沒有給當地人留下
良好的印象，中國人普遍是很會賺錢，大
多數的餐館、服裝店、雜貨店、貿易公司

都是溫州人的天下，另一方面，中國人給
他們的印象卻是「走私漏稅」的一群，並
且是從事非法活動，2009年發生了買賣文
憑的事件，那些學生並沒有通過正式的考
核3。常聽見那些中國學生跟我們說巴黎、
馬賽治安很差，到那邊去要加陪小心。因
為在當地人眼中，中國人都是富有的，成
為匪徒搶劫的對象。一位住在巴黎的姊妹
對我說，在巴黎幾乎每家中國人都被搶劫
過，聽來實在令人震驚。
	 隨着中國的經濟起飛，在法國的投資
亦增加，中國人投資在法國是四倍於法國
人投資在中國4。圖盧茲機場近日亦被中國
財團購入了49.9%股權。這些公司不但為
本地人帶來了就業機會，也給予一些中國
留學生留下來工作的希望。大多數留學生
都希望畢業後能留在法國，但由於法國及
歐洲的經濟一直欠佳，就業機會甚微。有
些願意冒險，便自己創業，但求找一個留
下來的機會。
	 來法國的留學生大多數靠國內中介
公司聯繫這邊學校而來，那些適應力較強
或法語基礎較好的學生，則很快能投入生
活；但大部分都會面對孤單與無助感，而
法國的教會普遍衰落，華人教會只集中於
巴黎，約有11個城市有華人教會或小組，
而且大多數沒有傳道人。在缺乏支援下，
華人學生也容易成為異端接觸的對象。求
主復興本地法國教會的福音工作，也盼望
更多華人教會能參與法國的福音工作，為
此守望。
1	Overseas	Chinese-	Wikipedia
2	Qui	sont	les	600.000	Chinois	de	France	?	par	Mathilde	Lemaire	
lundi	27	janvier	2014	09:35,	http://www.franceinfo.fr/actu/societe/
article/qui-sont-les-600-000-chinois-de-france-316415
3	同上
4	同上

楊鳳儀（播道差會法國宣教士）  

播



8

主

題

文

章

	 自六月差遣禮後，不覺已在澳門服
事了半年的時間。在宣教過程裏，感受
到與香港最大的文化差異，是充斥於澳
門生活的社團文化。
	 現時，澳門有63萬人口，當中外勞
佔16萬，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除此以
外，原來澳門社團的密度，同樣於世界
居首位。2013底，澳門社團的數目，已
突破了6000大關。對比1999年回歸前的
1722個，十四年間大幅增加近三倍，平
均每天誕生一個新的社團。無怪乎在澳
門事奉時，常收到掛着一大堆「理事」
、「監事」等不同社團組織銜頭的咭
片。
	 澳門社團馳名「擬政府化」和「擬
政黨化」，它們遠比政府或政黨主動和
活躍。不單有澳門四大家族代表輪任特
首的傳聞外，其餘無論是民生、社會、
甚至治安事務等，均是由持分社團左右
大局。例如最近澳門輕軌在各區走線的
交通問題；泥頭車司機刑毀同行車頭玻
璃的治安問題；巴士司機被乘客打穿頭
的人際爭執等等，從報章所見均不是
倚重於行政、法律或政黨政治的手段處
理，而是由相關社團出面調停或解決。
	 最近，筆者獲政府邀請出席持續
教育界的訪問和交流活動，親見政府官
員如何與各社團互動往還；從風聞至目
睹，眼界得以大開。高潮一幕，是社團
元老在其家中接待同行特區官員和全團
成員。記得有團員曾說過這句打趣的
話：「沒有到過這元老家中的人，在持
續教育界別中好打有限」。

	 與 「 社 團
社會」共生的是
澳門人的接待文
化。十二月和一
月是每年接待宴
請 的 高 峰 期 ：
冬至、回歸、聖誕、新舊曆年、社團或
教會的週年大會	 (因澳門會計年度是12月
31日，不是3月31日)	 等等一項接一項，
加上當中不少活動都可以獲得政府或澳
門基金會之大額津助，故無論是政府或
民間社團組織，都是密密籌備宴會和赴
宴、忙得不可開交。
	 大約在赴任前後，澳門教牧同工聯
袂到中心聚會及午膳。會前與有關同工
安排細節時，才得悉「埋單」習慣上不
是港式的「大家夾錢」，而是鼓勵接待
機構「找數」(無論那次有多少人出席)。
與此同期，又試過有幾次取出銀包、卻
沒人有意識「夾錢」的尷尬場面。就算
是成教中心公家的聚會，當移師到某人
家中時，禮貌上仍是由屋主全包，最後
既不是中心，亦不是以「夾錢」作結；
可算得上是筆者的首項文化「衝擊」。
	 在澳門街，可能「社團思想」比差
傳鼻祖的「群體思想」，更有效指導宣
教士在這福
音硬土上開
荒打拼、建
立教會！

吳偉強（播道差會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校長）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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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創 成 長 路 」            厚 恩 堂 家 庭 活 動 中 心

	 本中心於2012年獲得「集思公益計劃」資
助，進行了一個為期兩年的「童創成長路」計
劃。「計劃」透過多元化的親子興趣班、戶外活
動、家長小組、講座、兒童小組及訓練等活動，
扶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發展個人所長並健康
成長；同時亦為其家長提供情緒、親職技巧等支
援，以促進家庭成員間的溝通及改善彼此間的關
係。希希及黃太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服務的家庭。
他們很樂意同大家分享她們的心聲及得着︰

希希
	 2013年暑假，我參加了一個由中心舉辦
之「童創成長路」計劃的課程。這個課程的
活動十分多元化，包括︰室內野戰、專注力遊
戲、戶外活動、學習非洲鼓等等……。各項活
動都十分吸引，當中，我覺得最好玩的是室
內野戰，因為緊張刺激的室內野戰不但講求團
隊合作精神，同時亦講求每個隊員的高度集中
力，方能勝出遊戲。在課程中我亦學懂了控制
情緒，現時在學校裏，就算我非常生氣，也會
很快可以回復愉快的心情。現在不論老師或同
學，	 都喜歡叫我做「笑蛋」。而我也挺喜歡這
個稱呼呢!

黃太
	 雖然由小到大，女兒都像個開心果，笑容
滿臉；可是令人頭痛的是，女兒亦容易因小事
而生氣，未能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每次發
脾氣，女兒總是把房門「砰」一聲關上，然後
躲在房內一個多小時才出來，負面情緒有時更
會持續大半天。	
	 女兒參加了這個「計劃」雖只是位短短一
年時間，確實轉變了不少，特別是在情緒智商
方面。記得最近有一次，我因一件小事情在家
中發了很大的脾氣，女兒被我罵得滿臉淚水。
可是，當我怒氣仍未盡消的時候，女兒己經
擦乾了淚水，雙手端着一杯水，緩緩地走到我
的跟前委屈地說	 :	 「媽媽，喝杯暖水吧！請你
不要再發脾氣了!	 常常發脾氣，會令你心情不
愉快的。這樣吧，我把事情重新再做一遍，完
成後，	 請你幫我再檢查一遍吧!	 我一定會做好
的，你放心吧!」	 那一刻，女兒的話深深地觸
動了我的心底。我先是自責後是反思，同時又
感到慚愧及感激。以前是女兒發脾氣，做媽媽

的我語重心長地
去開導她、教導
他，怎麼現在是
反過來，由女兒
開解媽媽呢?	當我
再靜心想想的時
候，過去一年，	
因種種生活的壓
力越來越大，我確是常發脾氣，幸得女兒體諒
及提醒，使我們的親子關係得以進一步強化。
有一次，我打趣地問女兒:「	怎麼你現在情緒智
商比媽媽還要強呢？」女兒一臉得意洋洋的表
情，並且毫不猶疑地告訴我，這是她參加了「
童創成長路」計劃的最大成果。
	 此外，女兒在學習上亦有了明顯的轉變。
每天放學回家，在沒有任何督促下，她都能主
動和專注地完成所有功課。女兒的校內成績雖
然不算「標青」，　但她能擁有主動學習的正
面態度，已叫我心滿意足了！
	 我期望中心能繼續舉辦更多同類型的活
動，幫助更多小朋友，令更多的小朋友像女兒
一樣，在各方面都有正面的轉變和進步。同
時，亦要感謝主賜了一個既寬容大量又懂事理
的女兒給我。

陳姑娘 (中心主任)
	 雖然初小階段是訓練特別學習需要學童的
黃金期，但由於坊間相關的支援服務或訓練，
收費十分高昂，一般家庭未必能承擔得起，不
少兒童因此錯失了糾正問題的良機。故此，中
心很高興能夠為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支
援服務。透過不同的活動及訓練，他們都明顯
地比以往進步；而家長們亦能透過講座及小組
建立了良好的支援網絡，彼此鼓勵和支持。同
時，透過在生活中運用所學到的親職技巧及知
識，她們也大大減少了與子女的磨擦。
	 因「集思公益計劃」的資助已經完結，中
心正積極物色不同的資源及捐款來延續此服
務，期望可繼續陪伴有需要的家庭一起面對困
難，邁向更美明天。

若有意透過捐款支持這項服務，可致電2715-
9683與社會服務辦事處陳朝忠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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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會傳道部出品的「等一個人蛋
撻」福音微電影，於2014年12月14日在
播道書院舉行了兩場首映佈道會，合共
接觸近1000位朋友及信徒。這套微電影
由「福音微電影製作班」的70位學員，
在資深傳媒人導師—歐建樑弟兄(春麗)的
指導下製作。從課堂學習，到編劇、拍
攝、剪接，歷時3個月。
	 在這一人有一個電視台的世代，
微電影成為新的潮流。短片節奏明快，
信息可快速傳達。福音微電影更將福音
元素融入戲中，讓抽象理念活現眼前。
「等一個人蛋撻」以「浪子回頭」故事
作為主線，加入「好撒瑪利亞人」為插
曲，引申出上帝對世人無條件的愛，讓
觀眾看得投入，熱淚盈眶。
	 在三個月內，70位學員按着自己
的恩賜自編、自導、自演，自己作曲配
樂，又加入場務、收音、拍攝、剪接等
各類工作小組，不少學員喜獲新的才
能。電影中的演員更是傾力演出，演得
入木三分。佈道會中，電影播放結束
時，更由戲中父親擔任講員，娓娓道出
為父的心，與會者都深感共鳴。
	 因着微電影是一較「軟性」的工
具，加上學員又在台前幕後「瞓身」做
好每樣工作，整套電影彷彿就是眾人一

「等一個人蛋撻」佈道會—福音微電影製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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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下來的兒子，故特別熱衷邀請
親朋參加首映。當天的來賓絕大部分都
是學員的親友，或教會肢體帶來的慕道
朋友。事實上，這也是微電影創作佈道
策略的成功要素，只要學員投入，這股
火熱即蔓延至親友和教會肢體，如70位
學員只要每人帶10位來賓出席首映，佈
道會就已有700人了。再者，電影首映
後，可上載至Youtube等各類型網上平
台，隨即可在不同途徑，大、小型聚會
中供親朋觀賞，再加上真人現身見證，
就成為十分美好的佈道工具。事實上，
在今次首映前後，已有不少學員將電影
帶回家、教會甚至國內、國外使用。
	 福音微電影訓練班，以電影首映佈
道會作為結束，是傳道部的新嘗試，我
們更體會到現在是以「上載」(Upload)
學習的年代，特別是青年人，不是單以
「下載」(Download)資料為唯一的學習
方式，更要提供個人的意見、想法，讓
人人有份發言、參與的空間與自由，所
以來自四十間不同堂會的學員，合作十
分愉快，很快就像一家人般。當聖靈工
作，人的心被激動，就能合一見證主，
且最能榮耀神，特此向各教會推薦微電
影佈道法。
*在Facebook/Youtube中搜尋「等一個
人蛋撻」，便可觀看全片及製作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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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約 翰 先 生 主 懷 安 息
　　本會退休宣教士李約翰先生（前播道醫院院長、前播道差會總幹事、前醫療關
懷總裁）已於本年一月二日黃昏主懷安息，在世七十八載。李先生一生在香港事奉
宣教多年，曾參與總會執行委員會之事奉，並協助天泉堂、恩泉堂、福泉堂及將軍
澳道真堂的植堂、主日學、講壇等事奉。李約翰先生之安息禮拜已於美國時間一月
六日在李先生之家鄉愛荷華州舉行。

Obituary
From 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Conference	

 Our hearts are greatly saddened at the news of our beloved co-worker Mr. John Neir’s home-going. We’ll 
always cherish his memory and grateful to him for literally spending his life bringing the Gospel to China and 
Hong Kong.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s Administrator of Evangel Hospital, to the Free Church Conference 
and to HK Mission Board are much appreciated.  We are thankful to Mrs. Dorice Neir for her support and labor 
behind the scene as well.
	 The	Neirs	arrived	our	Hong	Kong	field	on	Jan.	23	1964	on	Dorice’s	birthday.	They	served	until	2007	when	
John	reached	the	age	of	70,	Their	43	years	of	faithful	missionary	service	are	admirable	both	for	the	EFCA	and	
EFCC.
 Mr Neir also served for many years as Hong Kong and China Field Chairman for ReachGlobal, EFCA,  
known as Overseas Missions Dept. in his days. Under his able leadership,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FCA 
and EFCC was much enhanced. 
 Mr Neir loved 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affectionately. He was an elected member of Executive 
Board and served faithfully as English Secretary. His wisdom was often seen in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Board of 
Evangel Seminary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 was also an elected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vangel Children’s 
Home.
	 When	we	 founded	our	Hong	Kong	Missions	Board	 in	1987,	we	 could	not	find	 anyone	 to	 lead.	Mr.	Neir	
graciously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to	be	our	first	General	Secretary,	to	map	and	to	plan	the	beginning	of	missionary	
outreach of our Denomination.  He continued to serve our Missions Board for twenty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When	China	began	to	open	to	benevolent	work,	he	was	first	to	establish	the	MediCare	Organization	in	1995,	
using his rich experience in medical administration and Christian Witness to reach China.
 His commitment, passion and concern for people are most admirable. During his forty three years of 
missionary service, he has made close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Wubei Province. 
      His involvement i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es such as Frist EFC, Grace, Elim has won life-long friendship. 
We love him dearly and pray that he would overcome cancer as he did twenty some years ago. I have quoted 
Rev.	14:13	many	times,	but	seldom	do	I	find	such	a	degree	of	appropriateness	when	applied	to	Mr.	John	Neir.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Write this; Blessed are the dead Who die in the Lord henceforth.’
 “Blessed indeed,” says the Spirit, “that they may rest from their labors, for Their deeds follow them.”
 May our Lord comfort Mrs Dorice Neir, y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may the peace beyond 
understanding abide with you.

SO Chun Ho,
Chairma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Conference
3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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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播道總會舉辦於本年十二月七日，
假屯福堂為該堂傳道李恩全傳道舉行按立
聖職典禮。在主席廖武洪牧師（授職部部
員）宣召、譚偉康牧師（授職部部員）讀
經後，盧炳照牧師（屯福堂顧問牧師）以
「敬重你的牧者」為題，從約翰福音十章1
至10節分享，勉勵信徒在幾方面如何敬重
牧者：認識牧者、跟從牧者、尊重及順服
牧者。盧牧師指出信徒愛牧者，才有真正
的牧者，同樣牧者愛信徒，才有真正的群
羊，信徒愛牧者，才能讓牧者有信心帶領
教會。 
 按牧禮由莫樹堅牧師聯同襄禮的陳黔
開牧師、譚偉康牧師、廖武洪牧師及李國
樑牧師一同藉按手禱告，授牧職予李恩全
傳道，並由總會主席蘇振豪先生頒發牧師
證書。
 隨後周永健牧師 (李恩全牧師之師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訓勉，從馬太
福音二十四章45-47節，以「忠心有見識的
僕人」為題，勉勵新按牧師，忠心有見識
的僕人，是受主所託去管理教會，包括領
導、保護和管教，既領受了神的任務，便
履行使命，向主人交帳，並按時分糧。周
牧師最後指出，忠心僕人的賞賜就是承擔
更大責任，更多服侍機會。
 李恩全牧師的述志中，分享神在他身
上多年的操練及管教，又藉長執、老師及
同工去磨練他的成長。對於未來，李牧師
從五餅二魚節經文，從耶穌在忙碌中仍關
心其他的需要，學習在很多缺乏中，仍然
在屯門社區全人奉獻，關心有需的人，讓
人認識耶穌。
 在屯門福音堂詩班獻詩後，屯福堂執
事會主席伍志業先生代表教會贈禮，及致
謝。其後有拍照時間，屯福堂弟兄姊妹並
為嘉賓預備精美茶點。

分享家 中事

 按 牧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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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尖福堂聘請

誠聘同工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誠聘一位全
職同工，擔任「兒童福音幹事」，協
助推動兒童事工及支援兒童部行政工
作。
要求：
1.具有中六或以上程度
2.有服事兒童經驗及團隊棈神
3.音樂敬拜、樂器恩賜或曾修讀相關
訓練課程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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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誠聘傳道同工及全職幹事
本堂於2013年擴堂後持續發展，更見
人手需要，現誠聘具事奉心志、積極
主動、富團隊精神的同工加入服侍團
隊。
1.傳道同工︰
神學學士或道學碩士畢業，處事成
熟，負責組織及策劃事工，協助牧養
會友，建立教會。
2.幹事同工︰
中學或以上學歷，熟悉電腦操作及文
書處理，略懂會計賬項，負責堂會日
常行政事務，協助推動教會事工。
有意者請繕履歷寄屯門彩暉花園7-8號
地舖播道會屯門福音堂人事小組收，
資料只作招聘用。本堂簡介請參閱網
站︰http://www.efcc-tuenmunchurch.org/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誠邀具經驗，願承擔，

勇於接受挑戰者加入我們服侍團隊。

聯絡主任(機構傳訊)
入職條件：
1. 持有本港大學學士學位或具備同等

學歷，如主修新聞傳播或相關科目
為佳；

2. 擁有最少5年傳播、機構傳訊及數碼
傳播工作經驗，有公關公司工作經
驗更佳；

3. 香港中學會考中文及英文(課程乙)最
少取得C/第3級的成績，或具備同等
學歷；

4.良好人際關係。
主要職責：
1. 管理及監察宗派總會網站、數碼通

訊、社交網絡平台等，並作數據分
析；

2. 加強播道會堂會及播道會所屬機構
的聯繫；促進宗派內同工領袖和肢
體之間的交往；

3. 建構、執行及檢視本會機構傳訊策
略。

申請手續：
1. 煩將應徵信、要求待遇及履歷表，

如能提供前僱主推薦信則更佳。應
徵文件請電郵admin@efcc.org.hk或
郵寄「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
利商業大廈14樓播道會總會辦事處
行政部」，信封註明「應徵聯絡主
任(機構傳訊)」。懇辭電話查詢。

2. 獲選參加第二次面試申請人需提交
中英文事工策略建議書。

3. 截止申請日期：2014年9月30日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招聘有
關職位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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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謹訂於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假大埔王肇枝中學禮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按立本會寶雅福音堂傳道王達威先生為牧師。

典禮由牧職部部長莫樹堅牧師主禮，
杜其彪牧師講道及李志明牧師訓勉（視像），

總會主席蘇振豪先生頒發牧師證書，
並由莫樹堅牧師、陳黔開牧師、譚偉康牧師、

杜其彪牧師、胡志成牧師、李國樑牧師及蕭仲駒牧師組成按牧團。

王達威先生於播道神學院領受道學碩士，
並於2007年9月1日起加入寶雅福音堂事奉。

播道會總會暨寶雅福音堂敬邀各界人士觀禮，
查詢請電2715	968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約

hhhhhhgg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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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郭師母盧美德女士─「才德婦人」的現代版本
陳黔開（總會榮譽顧問）

	 郭本恩師母安息主懷的惡耗令末驚愕──我未有心理準備，她的慈聲與
笑容猶在眼前，只不過八個月前，她才率領子女們從溫哥華回港主持郭本恩牧
師的追思會，當日她親切地道出對夫婿的悼念，更應播道神學院郭文池院長敬
邀，在母校見證主恩，以上兩次聚會均見證了郭師母以傳道為終身事奉，賢妻
良母為神的呼召，豈料眨眼間，她已與郭牧師團聚在父懷裏了！
	 我國民間多認為做人難，牧師圈子中多以為做牧師更難，那麼作師母就比
登天更難了！原因是：「登天憑恩典」（弗二8-9），可是師母自一九四九年以
來，就須恩典加上奉獻心志、任勞任怨、百般忍耐、饒恕、包容、忍得氣、捱
得窮、守得口等「內在美」了！
	 我於五十年代在天泉堂成長，參加主日崇拜與主日學，那是我們從太子
堂遷入天泉堂的時期，教會地方有限，只好以現今講壇左方的斗室為傳道人宿
舍，因此在五、六十年代，那兒便是郭府兩大四小的住處，闔家起居飲食的責
任，便落在師母身上！
	 當年香港眾教會還有一不成文的規定：夫婦不在同一教會受薪，因此當郭
府子女踏上中學以後，郭師母除了擔任郭牧師的私人助理外，還應本會活泉堂
之需，於六十年代擔任該堂部份時間女傳道，專職探訪；那時我居於活泉堂鄰
近，也樂意跟隨師母一起探訪，從她熟聞聖經、擅於詞令、樸實無華、老於世
故、細心關懷的美德，學習良多。
	 神的安排令人驚訝，郭牧師與師母為主勞碌四十餘載後，獲長公子靈業君
敬接往加奉養，繼而除了幼公子靈欣較長留港服務外，闔府於一九九二年移居
溫哥華，郭師母飽嘗移居的甜酸苦辣！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乃是移民前師母
已心臟軟弱，因此在港群羊與我依依不捨地送別郭牧師、師母時，不禁泛起對
師母健康的掛念，然而神賜牧師、師母足享長壽，且在溫哥華仍有事奉，享受
了二十二年天倫之樂，目睹郭府兒孫熱心事主，貢獻加港，每遇天泉堂重要慶
典，兩老應邀遠涉重洋回港與群羊歡聚，雖然兩位吾人敬重的屬靈長者在大半
年間先後息勞，令吾人在短期內一再揮淚，然而「神卻解開綁索……在祂眼中
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詩一一六15-16），郭牧師伉儷必同領啟示錄十四
章13節的應許；讓我們憧憬着他倆在父懷中團聚，齊享神稱讚為良善又忠心的
僕人、貢獻播道會的神僕、吾人屬靈的父母；至盼郭府節哀順變，行雙親之遺
體，榮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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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文化到聖經真理（一）

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播道書院

教 養 孩 童
 孩子是應該怎樣教的呢？在這個紛亂不
堪的世代，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
題。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想以中華文化作為
切入點來探討教養下一代的問題。在中華文
化的哲理思想中，尤其以儒、法、墨、道四
家最為人熟識。從今期《播道月刊》開始，
我會發表一系列的文章，談論儒、法、墨、
道四家思想，在教養下一代方面，給予我們
甚麼啟迪，並以聖經真理作為依據，審視和
補充其中的看法。
 就先讓我從儒家的思想開始。
 孔子提倡「克己復禮」，他深信「 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甚麼是「克己復禮」呢？
 「克」是「克服」、「克制」或「戰
勝」的意思。當孔子與弟子顏淵談論「克己
復禮」時，他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個綱
目。由此看來，孔子提出的「克己復禮」，
應有克服、克制或戰勝個人私慾（僭越無禮
的慾望）的意思。
 孔子十分欣賞西周的禮制。當他看見春
秋時代禮崩樂壞的情況，便大聲疾呼，提出
恢復西周的禮制。我想，孔子認為社會的問
題不單出於制度，也是出於人心──因此，
他同時提倡「仁」，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提倡的「復禮」，包括恢復禮制本身，

以及背後支撐禮制的價值觀、概念和原則。
故此，「克己復禮」應包括兩方面：一是對
抗人性的陰暗面，克服個人的私慾；二是發
揮人的光明面，致力令思想言行達到「禮」
的要求，並充分活出「仁」的表現。
 回想我兒時的生活，長輩們對下一代的
教導，頗有「克己」和「復禮」的味道。
 當時，由於生活艱難，父母沒有向兒女
們供應奢侈的東西。相反，他們常常教導兒
女「做人要知足，要腳踏實地」；「大富由
天，小富由儉」；「貧窮不是問題，最要緊
的是有骨氣」等等──總而言之，就是教導
他們「克己」，戰勝艱難，紀律自己，克制
自己的慾望。
 此外，在待人處世方面，父母也給兒
女明確的要求，例如：「要孝順父母」；「
要以禮待人，對待長輩，尤其要恭恭敬敬」
；「要做好本份，不要一味依賴別人」；「
遇到甚麼問題，要反省己，先問問自己有否
做錯？」這些帶有強烈規條味道的「家教」
，從某個角度來看，是延續着「復禮」的精
神，並透過潛移默化的生活方式，影響着我
們孩提時代。
 時至今天，究竟新一代的父母，有沒有
在教導子女方面，繼續延續「克己復禮」的
精神呢？由於篇幅所限，我會留待下回才作
分解。



播道同工知多少

靈家三遷

	 看聖經多位人物如亞伯拉罕、雅

各與摩西，豈不在搬家移居後才蒙神

徹底更新、賜福使用？這也算是我轉

入播道會服事的感慨。由大學時期在

加拿大信主受洗，至回港後在母會成

長、蒙召和事奉多年，至今在港福堂

事奉，播道會是我第三個屬靈的家。

從同工關係而言，若母會屬學淺卻情

深的小人之交，播道宗就似君子之學

深卻情淡，實難兩全其美。從人生歷

程來看，現感覺有點像剛剛開竅，當

同輩都已成家立室和事業穩定之際，

我才於加入播道團隊這四年多時間內

結婚和按立，數月後才將榮升父親，

余仕揚牧師
（播道會港福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四年多

似乎都起步得比別人晚。然而，無論

是亞伯拉罕在迦南、雅各在亞蘭，抑

或摩西在米甸的寄居，都是磨練修剪

成合用器皿之曠野地。如今不單要

肩負牧師和父親的雙重新職，進修也

進入撰寫論文的沉重階段，實須三倍

的靈感動才行。由神學畢業至今十五

載，從面談與閱讀中請教前輩，與同

輩閒談互勉，並偷閒與神獨處靜修，

如今更蒙嬌妻同行鞭策，都是得力的

寶貴泉源。今起學以言教身教作育門

徒，以恩典真理之杖竿牧羊，以廣闊

胸襟提拔後起之秀。盼與主同跑事奉

路，守道候冕度餘生。

與妻共禱預備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