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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這樣說，教會是社會的縮影，

這個倒沒有錯，因我們都是來自這個社

會，有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背境、不同

的取向，不過，大家卻為了「一個」相

同的原因留了下來，就是：「我們都承

認不能自救，需要基督的救贖，回歸神

愛的懷抱，得回屬神兒女的身分。」除了這個，其他的因素只有短暫的作用。

	 信了主的你、我或他，依舊是不一樣的階層、背境，或取向，討論社會事件

和議題時，大家仍可以持不同立場。不過在傳揚基督救贖，見證神的大愛的事

上，大家卻可以放下自我，專心的去作。教會除了敬拜三位合一的真神外，作為

一個群體，既有動員能力，可以持久參與社會服侍，是否也應該付上一份責任

呢？

	 教會透過關壞，特別是向有需要的鄰舍，或「更」有需要的不同群體，服侍

接待，向他們展示神的愛。以一般堂會的能力，可以關懷或觸及的對象或項目不

會多，而且也適宜專心於某些事工。不過，神又會讓我們一些堂會有多一些資

源，可以發展多方面的工作，這是值得感恩的。

	 今期我們介紹同福堂，作為一個例子，鼓勵其他堂會，從不同方式服侍社

區。從同一個「屋簷」下所伸展出關懷的膀臂，可以接觸到的不同人士，滿足不

同需要，而開始福音事工。基於「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原則，教會在這個服侍及

見證的過程中，本身亦必蒙造就、得益處，因為我們要將基督的愛付諸行動，要

打破人與人的隔閡，要展現親和力，每位參與的都會開始自己有轉變，有更新、

有得着、有領受。

　　福音，除了與人分享基督的救贖大愛，也就是與人分享在基督裏的豐富，作

為信徒，是基督在世作見證人的我們，就算少的如那小子袋中的五餅二魚，放在

基督手中被祝福擘開，就能叫更多的人得飽足，見到祂的愛，今天我們只是繼續

學習放上自己袋中的五餅二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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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有一位提早退休的弟兄，
他願意成為教會的義工，為教會開始懲
教所的福音工作。他先參與這方面有經
驗的機構，學習了一年，然後在教會分
享，有好幾位弟兄回應，就開始每星期
六進入赤柱懲教所舉辦「啟發課程」。
因為他專心投入，除了多位囚友信主，
甚至已經有一位釋囚接受神學訓練，開
始全時間事奉。
	 八年前，有一位同工跟我說她每
次在路上看到「智障人士」，心中都很
感動，她跟我說：「牧師，有機會開始
智障人士事工嗎？」經過禱告後，我就
與兩位有心的同工去新加坡觀摩一些在
這方面有經驗的教會，回港後，就開始
了以「智障人士」為主的崇拜，直到今
天已經舉辦了三次的浸禮。現在，「智
障」崇拜的同時，我們也有一些小組給
予他們家人。
	 一年前，有一個群體與我們分享
向妓女傳福音的事工，其實，十多年前
我們曾經嘗試，因沒有經驗很快地停下
來。當這呼聲一來，我相信這是神的心
意，有幾位姐妹願意參與，不需一年，
已經有四位公開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

2

何志滌（同福堂主任牧師）

主。為了讓她們可以離開這職業，我們
給予她們一些訓練，期望有一天能自力
更新。
	 為何同福堂會服事這些群體？很明
顯是聖經說：「神愛世人。」祂是一位
不偏待人的神。當然，每個地方一定有
很多需要，一所教會也不可能服侍所有
的群體。所以，教會必須要禱告，知道
神的心意，讓祂的旨意成就。
	 對同福堂來說，我們真的在服侍這
等群體的原因是在十多年前，神給予我
們要服侍有需要的群體。因為這異象，
教會的執事與同工不斷地禱告，神也帶
領我們，進到水深之處。
	 使徒保羅說：「我們傳揚他、是
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
前．我也為此勞苦、照着他在我裏面運
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一28-29）
讓我們求神顯明祂的異象，也憑信心順
服，神必定使教會有能力成就祂的工。	
聖經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四6）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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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1998年同福堂開始籌劃建堂
方案，弟兄姊妹積極禱告尋求神對教會
的使命，當時部份肢體有同一個感動，
就是教會要服侍社區中有需要的基層群
體，其中包括「妓女」。約在1999年底
與一間基督教機構一同在深水埗開展
「愛蓮事工」，服侍該區的妓女。取
名「愛蓮」乃源於宋朝學者周敦頤之
「愛蓮說」，「蓮，出淤泥而不染」。
	 隨着新堂的落成，事工與信徒人數
不斷增長，在沉重的事工中我們暫停了
「愛蓮」的服侍。
	 歲月怱怱，轉瞬已歷十多個年頭，
時至今天教會已在不同地區建立了數個
堂點，亦開展不同的基層工作，但仍未
敢忘懷的，是主當年的使命—服侍妓
女。這就好比一份未完成的功課，常縈
繞在禱告中。
	 經過九個月的禱告、沉澱，在2014
年初我們決定再起步，遂開始逢週二下
午的探訪：從上環、灣仔、銅鑼灣、天
后至北角的「一樓一」。週三上午則在
教會開設英文班，進一步與探訪的女士
們建立關係，而每週的主日也有義工陪
同她們參加崇拜，也會在不同節日舉辦
聯誼敍餐…
	 在這個事工中有兩個重要目標：
一．將福音傳到這黑暗角落，讓她們經
歷神與人的接納，從而生命得着轉化。

二．在不冒犯她們的情況下鼓勵她們離
開此環境，我們不稱她們為「性工作
者」，乃因絕不認同這是一份工作。
	 在過去一年中共有14位女士清楚決
志信主！但跟進工作甚是困難，她們工
作時間長也常中港兩地走，只好珍惜每
次見面時間，藉着禱告讓她們經歷到神
的真實，也見證她們在崇拜中被神的愛
觸摸而流淚！總的來說，信主容易生命
轉化卻困難，我們只管抓緊膝頭的禱告
與等候。妓女是昔日耶穌的朋友，也是
今天我們的朋友，我們只是用一顆平常
心去服侍。
	 作為一間座落銅鑼灣鬧市的教會，
多麽期盼周邊不同的人可以一同進來敬
拜上帝，從教會向東或西行八、九分鐘
便是我們週二探訪的地方，這是我們的
「鄰舍」，能承載這個群體是教會的恩
典！她們是何等懼怕「人群」，但如今
每週主日能踏入神的家和眾信徒一同敬
拜主，豈非是神吸引她們嗎？
	 能夠擁抱主的使命，倚靠聖靈的能
力與神同工，縱然路是難行卻仍是美！
	 每週經歷耶穌為我們叩每一間「愛
蓮」的房門，祂也親自進到當中和她們
坐席。在人計來是項「高風險、低回
報」的服侍，但在主眼中深信每個都是
珍貴女兒，猶如那偏行迷失的一隻小
羊。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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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6年初，當神帶領同福堂開

始服侍貧窮人和開展東區外展事工的同

時，神也感動我們去服侍智障人士及

家長。在2006年11月11日，我們正式開

始	 Gem Gem 寶石事工的服侍。神是信實

的，祂的確為我們預備所需的資源從開

始7至8位導師，到現時我們已有30多個

導師一起服侍。

	 Gem Gem 寶石事工的名稱，是指這

班智障人士在世界人的眼中，是無用、

緩慢、無生產力、無價值、殘缺、需要

人照顧的，但在神的眼中，卻有如寶

石一樣的貴重。Gem	 是God	 Enable	 Me

的縮寫，正如神會使用這班可愛的孩子	

（Gem	Gem）去祝福其他人一樣。

	 Gem Gem 事工快要進入第九年了，

感謝天父有恩典、帶領和保守。我們每

月有2次聚會，在第二和第四星期日舉

行。每次服侍對象約有40至50多位智障

人士，包括有唐氏症、自閉症、智力遲

緩等人士。連同他們的家長在內，我們

每次聚會超過100人。我們以崇拜的方式

進行，內容包括敬拜、信息、祈禱，並

且加上活動、小組和午餐時段。

	 我們也有分班形式上課，包括︰

確據班、敬拜祈禱班、繪畫班和跳舞班

等。敬拜班和跳舞班特別受	 Gem Gem 學

員的歡迎，因為他們十分喜愛音樂和節

奏，他們會用歌聲、動作和音樂，來

表達對神的讚美。他們也愛繪畫，每

一張圖畫都是他們用心來繪畫的，十

分美麗。大部分的	 Gem Gem 弟兄姊妹是

初信的，所以我們設計	 Gem Gem 版的確

據班，給他們講解聖經的真道，有一些	

Gem Gem 更加能夠很清楚地背誦神的話

語，感謝神！完成確據班之後，他們就

受浸，我們曾經舉辦了三屆浸禮，每次

看到他們受浸，說「我願意跟隨神」的

Judy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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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不少嘉賓、家人和導師都感動落

淚。

	 此外，神也帶領他們到不同的地

點，用歌舞來傳福音，Gem Gem 敬拜隊

第一次出隊報佳音，是在柴灣的新翠商

場，當日吸引了大量商場顧客駐足欣

賞，並且與我們一起拍手和應。之後，

他們也參與在東區嘉年華，以讚美與歌

劇「五餅二魚」演出。當中我們看見神

的能力在他們身上顯明出來，演出得非

常出色！	Gem Gem 也在維園年宵攤位中，

與教會成人牧區一起敬拜讚美，義賣曲

奇餅，成績也不錯！

	 	 Gem Gem 也有其他的戶外活動，包

括秋季旅行，各種參觀活動等。

	 我們也沒有忽略智障人士家人的需

要，所以寶石事工亦設家長支持小組，

希望可以祝福及支持他們面對難處把福

音的盼望和能力與他們分享。聚會包括

聖經分享、禱告服侍，專題講座等。漸

漸地，我們發現這些家長們在屬靈生命

裏亦有成長，更能倚靠神，人生態度也

正面了，這是對參與服事的導師最大的

鼓舞，神的作為真是奇妙。

	 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服侍Gem	

Gem，在他們的身上，我們看見單純，

像天使一般的美麗笑容。有一位	Gem Gem 

成員，在	Gem	Gem聚會信了耶穌，感受

到神對他的愛和接納。之後，他返回學

校和家裏，就向同學和家人傳福音，不

斷講耶穌愛我，耶穌愛你。智障人士是

可以傳福音的！這是神蹟！

	 另外有一位	 Gem Gem 在聚會中發脾

氣，他的媽媽帶他走了，之後，導師打

電話問候他的情況，媽媽擔心他會令聚

會混亂，打算不再去教會了。導師安慰

她，鼓勵他們繼續回來，他的媽媽非常

驚訝，她說在以往如果發生這些事，當

地的工作人員都叫他們不要再來！她見

到上帝的接納和愛！

	 我們盼望這些故事和見證，能夠不

斷延續下去，有更多	Gem Gem 家庭得着接

納，經歷到耶穌的愛！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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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福堂的監獄事工於2004年開始，

據當初帶領的兩位牧者分享，當時是被

邀請到監獄傳福音。兩位牧者經禱告

後，感到神要他們去的，是赤柱的監

獄，而不是被邀請去的石壁監獄。但對

方表示，懲教署的回覆是「不可能」。

但奇怪的事在兩三個星期後發生了：懲

教署竟然主動再找我們，說上頭改變主

意（我想是上帝罷），決定開放赤柱的

白沙灣懲教所給我們，事就這樣成了。

至今剛超過十年，從未間斷。

	 我們一直以啟發課程作為傳福音

的工具，每年舉辦兩次，分別在三至六

月，以及九至十二月。起初一年多，只

在監獄內服侍，漸漸有些囚友刑滿出

獄，但很快便看到他們重蹈覆轍，再次

踏進監牢，讓我們感到，他們不單在靈

命上有需要，在實際生活上也有很大的

需要。於是，我們開始了釋囚的跟進工

作，包括在出獄前了解他們的情況，倘

若需要住宿安排，我們會與一些機構聯

絡，預先替他們申請暫住的地方。我們

亦明白囚友們重回社會，極需要一份正

當的工作，以至在經濟上有支持。所以

我們與一些願意幫助釋囚的顧主聯繫，

以提供合適的工作崗位。與此同時，我

們更不忘靈命上的牧養，鼓勵他們參與

教會的崇拜、祈禱會，以至小組聚會。

過去已經有多位囚友在同福堂聚會、

受浸，加入小組，至今仍然有穩定的教

會生活。此外，我們也會探訪他們的家

庭，了解他們的需要。例如，兒女們若

需要在功課上的支援，我們會呼籲弟兄

姊妹替小朋友補習，也會邀請他們的太

太參加婦女小組等，務求讓他們和他們

的家庭，都得到全面的協助，使他們脫

離毒品或者金錢的誘惑，無須重回監

獄。

	 在接待他們參與教會的過程中，弟

兄姊妹的接納與歡迎乃非常關鍵，慶幸

Denis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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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群很接納、寬容的弟兄姊妹，

特別在小組聚會中，我們刻意安排一些

有我們事工成員的小組給那些釋囚。這

些事工成員，因為早已認識這些囚友，

便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囚友與小組內弟

兄姊妹之間溝通的橋樑，也避免很多不

必要的誤會。

	 在整整十年的事奉過程中，絕對

不會沒有失望和沮喪的時刻。話說在事

奉後兩、三年左右，有一段時間眼看好

幾位在獄中信主，而且表現非常好的囚

友，出獄後相繼跌倒，重過牢獄生涯，

心裏面感到非常失望，彷彿神好像說：

「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這個事工要停止了！正當這個時刻，太

太公司裏一位要好同事的丈夫生日，設

宴招待我們。我除了太太和她的同事以

外，當然就不認識任何人，而坐在我旁

邊的一位男士，年紀與我相若，自然傾

談起來，原來他是在懲教署工作，於是

便扯到我的事工上。突然，他很嚴肅地

對我說：「許先生，我不是基督徒，我

在懲教署工作已經二十多年，差不多要

退休了，你說的囚犯我看得多，他們都

是慣匪，都是不停在監獄進進出出，我

們有些時候因為工作太悶，會打賭他們

多久便會回來，以此作為娛樂。但有兩

種人不會再次返回監獄，一種是因為打

了過量的白粉針，在公園門口倒斃。另

外一種，是信了耶穌，再也不會回來。」

哇！我聽到後有很大的感動，一方面他

不是基督徒，他的觀察應該比較中肯，

而且是事實。如果沒有人跟囚友們傳福

音，彷彿他們就只有死路一條。另一

方面，更巧合的是，他說完這幾句話以

後，便趕着要上班（因為是輪更工作，

他上通宵班），他就像是神差派的天

使，來跟我傳遞這重要的訊息後便離開

了。因着這件事，我可以再次站起來。

而這十年間，神讓我看到很多生命被神

改變，正如聖經所說：「我來了，是要

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但願

神興起更多教會，觸動更多弟兄姊妹的

心，讓神的愛走進監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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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喜於主曆二零一五年五月十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假恩福堂二樓主禮堂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恩福中心)

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本會恩福堂傳道

盧德仁先生、秦路生先生、房大偉先生及劉英峰先生為牧師。

典禮由本會牧職部部長莫樹堅牧師主禮，蘇穎智牧師講道及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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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穎智牧師、

廖武洪牧師、何志滌牧師、羅偉其牧師、胡志成牧師、

李國樑牧師及王安洋牧師組成按牧團。

	

播道總會暨恩福堂
敬邀各界人士蒞臨同頌主恩；查詢請電2715	9683。

盧德仁先生畢業
於中國神學研究
院，2008年1月15
日開始在恩福堂
事奉

hhhhhhgggggg

秦路生先生畢業
於香港浸信會神
學院，2009年6月
16日開始在恩福
堂事奉

房大偉先生畢業
於信義宗神學
院，2009年7月1
日開始在恩福堂
事奉

劉英峰先生畢業於
建道神學院，2009
年8月10日開始在恩
福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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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道 醫 院 是
美國播道會的宣教
士於五十年前與香
港的播道會攜手合
作，建立了這間平

民化的社區醫院，透過醫療服侍見證基
督。
 我在二十年前第二次接任院長的時
候，醫院經歷了嚴峻的經濟危機。我流
淚禱告問上帝：醫院是否白佔地土，所
以得不到神的眷顧？我也埋怨為何播道
會不着緊這間屬於自己宗派的醫院。
 經過那段艱難的日子，我們見證了
上帝的奇妙作為。今天播道會不用再為
醫院的經濟擔心，但我們仍要問我們的
宗派想要辦一間怎樣的醫院，我們要怎
樣傳承五十年前教會先賢和宣教士建立
這間醫院的異象和使命。
 播道醫院雖然是一間小醫院，但我
們擁有非常好的檢查設施，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沒有好的設施不能使人對我
們的服務有信心，但有了好的設施並不
表示我們就能提供優質的服務，更重要
的是我們要有一班盡心照顧病人的醫護
人員。
 我作為播道會的一份子，投身播道
醫院接近三十年，自問已忠於所託完成
歷史使命，期盼有多些播道會的醫護界
肢體願意帶着服侍的心志，投身這間不
顯眼的醫院，一同實踐透過社會服務為
基督作見證的播道會傳統。
 我在退休後三年臨危受命，重返播
醫第三次擔任院長，在這個五十週年慶
典的時候更覺任重道遠，也更肯定播醫
在這時候需要一個新院長，帶領醫院開

播道會要辦一間怎樣的醫院
孔慶明醫生（播道醫院院長）

展另一個五十年新的一
頁。懇請大家為醫院需
要接班人禱告。
 我 早 年 在 播 醫 工
作 ， 深 受 宣 教 士 的 薰
陶，他們對病人盡心的
照顧，對事奉滿有熱誠
(PASSION)，對同事
關懷備至，為播醫建立
了美好的名聲，病人和同事在他們身上
看見了耶穌。今天醫院已沒有宣教士，
宗教的氣氛也淡薄了，我盼望新院長能
有這份PASSION承傳播醫不能失去的使
命。
 今年是播道醫院成立五十週年，我
們以「恩典滿載，傳承未來」作為慶典
的主題，反思前人建立醫院的使命和異
象，努力前行，實踐「全人醫治，盡心
關懷」的服務理念。

五十週年感恩祟拜

日期：八月九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播道醫院後面福祥街宣中堂

歡迎出席，同頌主恩。

我們亦歡迎肢體寫下對播道醫院的期
望，字數請以一百字為限，可郵寄至
亞皆老街222號播道醫院行政部，或
電郵至info@evanhosp.org.hk。本院
整理後將刊登於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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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道 會 第 9 6 屆 年 議 大 會
日期：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週六）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主題：「追隨基督、生命轉化、燃亮人間」 - 
從禱告開始

講員：郭文池牧師（播道神學院院長）

地點：播道書院
（將軍澳至善街７號，鄰近將軍澳港鐵站出口A，寶盈花園對面）

參加者：
各堂信徒代表、播道會教牧、列席同工

 神 學 院 的 同 學 問 我 在 教 會 服 侍
哪一個群體？我答：「青少年人。」
同學感到錯愕，不禁問：「你還可以
嗎？」
　　我也曾一度以為自己不可以，三
十多歲才蒙召進神學院讀神學，差不
多四十才回到母會服侍。進神學院時
以為自己年紀應該是服侍大專、職青
群體，進神學院前的事奉崗位也主要
如此；但神奇妙地讓我在兩間實習教
會經歷與青少年人同行的日子，重新
肯定我在青少年事工去開始。
　　神親自引領我回到母會主要負責
青少年事工，當時面對三個問題。第
一，原有兩個青少年團契漸漸年長，
有一個邁入職青；另一個年齡跨層較
大，亦已進入高中、大專的年紀，部
分教會子弟也因種種不同原因，不能

或不願返團契；其實教會需要一個新
的初中團契承接兒童主日學升上中學
的學生，讓他們在教會群體生活中學
習彼此相愛。第二，招募適合肢體成
為團契導師。第三，在體制上我較容
易接觸返團契的年青人，卻因兼顧成
人崇拜和主日學的服侍，接觸不了其
他只返主日學的中學生。
　　經過與其他同工、導師的努力，
以上三個問題都大致上解決，因篇幅
所限，在此不能詳細說明。但我深刻
體會到，有適當的發展策略，和開展
創意的傳福音渠道，並神所感動的同
行伙伴，是今天匱乏的青少年事工，
需要摸索的三個層面。5月31日舉辦的
「青少年事工策略高峰會」，您會來
一同尋求，成為互相支持的合作伙伴
嗎？

青少年事工之開始     譚漢陽（活泉堂傳道、總會教育部青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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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播道總會舉辦於本年四月十二日
（主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恩福堂二樓
主禮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本會同
福堂傳道謝又生先生、陳傳華先生及黃
桂華先生為牧師。在主席梁健德長老宣
召、林偉俊牧師（同福堂牧師）祈禱、
李偉健牧師（同福堂牧師）讀經後，何
志滌牧師（同福堂主任牧師）以「神的
召命：一生的事奉」為題，從提摩太後
書四章2節、彼得前書五章2至4節及約翰
一書二章27節，勉勵三位牧者在主裏承
擔了神的召命，這是一生的事奉，無論
遇到任何困難，也甘心樂意事奉，主必
引領。	
	 按牧禮由莫樹堅牧師（牧職部部
長）聯同襄禮的陳黔開牧師、何志滌牧
師、李國樑牧師及王安洋牧師一同藉按
手禱告，授牧職予謝又生傳道、陳傳華
傳道及黃桂華傳道，並由總會主席蘇振
豪先生頒發牧師證書。
	 三位新任牧師述志後，同福堂執
事會主席潘展聰長老代表教會贈禮及致
謝。祝福後完成整個典禮，會後並與嘉
賓及同福堂肢體們拍照。

按 牧 典 禮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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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同工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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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我的前半生，實在看到神的路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超過我所想我所
求。
	 年青時曾蒙召，但自覺自己不是作傳
道的素質，於是向神承諾願意一生作帶職
事奉的平信徒，日子就是這樣安逸渡過。
結婚後，神賜我兩個孝順、可愛的女兒，
我便安心在家作家庭主婦，與有子女的姊
妹在家開設查經班，星期日教主日學，滿
以為一生就是這樣平淡、安逸的渡過。
	 但是神的旨意卻不是這樣，神要我
過一個更豐盛的人生。藉着2000年港九培
靈會主題：「黑夜已深、主必快來」的
信息，讓我反省自己領受神的恩典實在很
多，不應只顧安逸的生活，應要把握機
會，廣傳福音，拯救靈魂，為主作工。因
着主清楚的呼召，在2004年我便進到神
學院接受裝備。2008年畢業，神再次清楚
引領我回母會事奉，實在經歷神的深恩厚
愛。
	 我對播道會有一份很深厚的情誼，因
為我全家八兄弟姊妹和父母共十人都是在
播道會甘泉堂蒙恩得救。雖然婚後轉到道

伍惠清傳道
（播道書院道真堂興田邨福音據點）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約六年

真堂聚會已20多年，但與自少建立情誼的
肢體常有往來，彼此激勵，緬懷昔日一起
事奉的苦與樂，也是我面對事奉困難時的
代禱勇士。看見昔日的主日學學生現已成
為專業人士及教會的執事，心得安慰，也
感謝神讓我在主日學中的服侍。
	 我現在仍在主日學中服侍，與一班愛
主、委身的導師一起事奉。看見一些初參
加主日學時野性難訓的小學生，經過導師
悉心的教導，神話語的培養，他們已開始
在主日學中事奉，實在是神給我們最大禮
物。
	 愛禮信長者中心的會員也是我們服侍
的對象。藉着中心同事愛心邀請他們到中
心團契，在團契多元化的福音內容和活動
中，讓他們耳濡目染認識耶穌基督的愛。
以致願意悔改歸向神，並參與教會聚會，
並且受洗歸入教會，這就是我們作為神的
僕人最開心的事了。
	 感謝神賜給我們有好的同工團隊，為
神托付我們的使命，同心的服侍，彼此支
持和鼓勵。深信神必繼續使用興田邨福音
據點和書院道真堂的服侍，成為更多人蒙
福的地方。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我們在
天上的父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