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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萬民」，萬是個

形容詞，指「多」，現時估

計，全世界約有二千多個民

族，若再細分，則大概有一

萬六千個族群，到目前未有

福音到過之民族仍有萬一個

以上，這是個很大很大的數

字，福音如何能夠傳遍各民各方？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若問，我們會膽怯嗎？不，如使徒保羅所說，這個傳的責任「卻已經託付我

『們』了」，我們要以禱告，以行動，要同心合力的，更是眾志成城的，薪火相傳

的，而且一定要鼓勵年輕一代的信徒、領袖及牧者一同參與，我們肯定需要他們來

接力了。最近，我們就有一個這樣的機會，而且是亞洲區內各地播道會的青年人，

青年領袖及牧者，聚在一起，為大使命同心努力，與主同工的。

　　這次亞洲區播道會青年領袖大會已經是第四屆了，上一屆青年領袖大會三年

前在馬來西亞舉辦，今屆於九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日本山梨縣舉行，舉加者來自日

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及我們香港播道會來自各堂的二十一

人。

　　在大會四天的會期中，有機會與各地區之青年信徒、領袖及牧者，交流對青年

人事工的經驗，異象分享，彼此激勵，互相建立生命，認識區內各地方信徒之情況

需要，能彼此代禱，同心為普世宣教而努力。

　　「Spread	of	Love	-	a	Kingdom	Generation」對於一班青年人，傳揚愛包含了甚麼

呢，面對來自不同的地區、社群地域的肢體，能夠如何實踐基督的愛呢？這年輕的

一代，為神的國度預備好了嗎？其實，我們亦在提醒自己，除了要努力作主工，我

們更要好好的牧養這年輕的一代，讓他們亦能成為屬神的一代，能夠承接這個福音

使命的棒，正如上文提到的，我們還有過萬的族群是未曾聽聞福音的，我們需要這

青年的一代，甚至比他們更青年的一代與我們一同同工，將福音傳遍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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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the Love, Spread the Fire!	
	 Spread	 the	 Love	 -	 a	 Kingdom	
Generation（散播愛─國度的一代）是
剛於9月份每四年一次舉辦的第四屆「亞
洲區播道會青年領袖大會」（EFC	 Asia	
Young	 Leaders	 Conference	 2015）的主
題，於日本山梨縣富士山下西湖旁的渡
假酒店舉行，有接近400名來自日本、
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香港的五
個亞洲區播道會青年及領袖聚首。大會
的目的是：「為下一代建立教會和宣教
服事的青年領袖，讓他們建立堅固的團
契關係」（building	 a	 strong	 fellowship	
between	the	young	leaders	who	will	be	the	
builders	 of	 the	 church	 and	 doers	 of	 the	
miss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會眾同心地高唱大會會歌Spread	
the	 Love，我感覺到真正凝聚和感動青
年及領袖到臨的，乃是聖靈的呼喚，是
那榮美無暇的主耶穌基督吸引人來！最
令我感動的曲目，並非節奏較輕快的當
代敬拜流行曲，乃是寫於1873年由美國
失明詩人	Fanny	J.	Crosby	所寫的Blessed	
Assurance（有福的確據）。可能我「
老餅」，對聖詩（hymns）情有獨鍾，
那詩歌讓我猶如置身於十九世紀美國大
復興運動中，與眾聖徒同頌基督所成就
的得救確據。眼見的不單只是400位重
生得救的聖徒，更是亞洲區教會未來的
新力軍。他們都是火熱愛主、願意為主
將生命燃燒的熱血青年，我彷彿看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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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仕揚（播道會港福堂牧師)

眾火炬在會場中一同燃起的異象，看見
天國未來之光芒！這青年大會不單只是
要	 Spread	 the	 love（散播愛），更是要
Spread	 the	 Fire（散播火），在這黑暗的
末世，讓天國的光與熱一代一代地傳承
下去，直至主耶穌基督的榮耀再臨。
	 雖然大會目的乃屬團契性質，但也
不乏短宣的元素，如到異地和異文化中
生活（尤其大會前三日兩夜自願性參與
的日本家庭留宿交流）、了解各國的社
會和宗教狀況（各國代表以本土民族服
飾和語言分享詩歌及地區匯報，如地方
教會於日本311海嘯和菲律賓風災後的援
助與福音工作，及近年馬來西亞和新加
坡的政治醜陋對社會和教會的影響）、
有關地區佈道和宣教的專題教育，以及
與各地區的主內兄姊交流，彼此勉勵與
代禱。最感人的代禱場面乃香港區分享
完一年前「佔中」對整體社會和教會帶
來的撕裂之後，各國會眾都扎心嚴肅地
為我們祈禱的一幕，我們都得到其他四
國眾兄姊的鼓勵！
	 尤其令我驚訝的是東道主日本福音
自由教會（日本播道會的名稱）的青年
信徒，共有254位與會者，佔總參加人數
394位之65%。無論是民宿交流、交通、
食宿、物資和場務，他們都安排得井井
有條，尤其需要負責六次講道聚會前的
敬拜領唱，都令我嘆為觀止！我領悟原
來神從未放棄這個一向被視為福音石頭
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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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晚堂培靈會由新加坡聖約播
道會蔡松佳牧師主講。首先，他創新地
以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四十日的故事講解	
Embracing	 a	 Radical	 Love（擁抱徹底的
愛）乃順服神的話語、安息在神的工作
上，以及以敬拜神為中心。第二晚主題
是	 Growing	 a	 Heart	 Set	 Free（成長出
一個得自由的心）在於挪移生命中的五
塊石頭，就是不穩固的根基、對世界的
愛、不必要的恐懼、未承認的罪，與倔
強的生命。最後於Building	 a	Legacy	 that	
Lasts（建立永垂不朽的傳承）的信息
裏，關鍵由個人層面的發掘真理、應用
真理、獲其益處，至有效地將之傳承下
去。
	 東京基督教大學倉沢正則教授負責
早堂信息，分開三次提醒會眾不單只要
understand（明白）神長闊高深的愛是住
在我們裏面，又要讓神的愛connect（連
繫）聖徒，更透過基督徒的presence（臨
在）於受傷的世界中流露出神的愛。
	 五個地區近400名青年和領袖聚首
四日三夜，同心敬拜和聆聽神話語的
教導，實在是感人的場面。我所看見的
不單單是因人多聚集澎湃的演奏合唱，
最觸動我的乃這些與會青年人都是火熱
愛主事主的一群，他們充滿神國的理
想、鬥志、創意和恩賜，若給予關愛、
異象、機會、栽培、督導與鼓勵，必能
成為天國未來的棟樑，散播天國之火
（spread	 the	 fire），將基督福音的光與
熱繼續燃點和傳承下去。
	 為何有這些火熱委身愛主事主的
青壯新力軍，但亞洲各區的教會近年都
無法於青少年和整體福音工作上有大突
破？按我的了解，青少年事工的最大障

礙，並非青年人本身，乃教會中的「大
人」。正如有問題的孩子都反映出有問
題的父母，皆因是父母影響子女最深；
同理，該聚集受教的不單是年輕人，更
是神家中的家長！
	 年輕人是火熱的一群，若得悉心
栽培，他們的火熱足以燃燒冰冷的禾場
樹林。不少異端和極端宗教或政治組織
都看中青年人這特質作招募和培訓。然
而，保守的亞洲區福音派教會卻因種種
大人固守「宗教正確」的崇拜和追求模
式（如執着既有的音樂與靈修喜好）、
權威性的教導框架（單向死板的講道）、
高壓式的決策管束（缺乏互信互動的真
摰交心）、維穩的做事心態（缺乏為異
象和遠見而冒險），和家長式的關心（囉
囉唆唆卻缺少信任與聆聽），都像冰冷的
洪水將火熱青年的一團火撲滅，導致他
們流失，會眾老化，教會領導層長遠也
就青黃不接。這些青年人的火熱若沒有
正確的導向作抒發的話，就可能被誤導
轉化成負能量，近年亞洲區的社會政治
動盪都有不少是不滿大人政治的火熱青
年積極參與。
	 由向外的宣教至教會內部的領導
傳承，都需要刻意的孕育栽培，不會一
夜發生。我們若要興起教會的新一代，
就要學習逐步放手給神，大膽讓年青的
一代嘗試，不要事事都用大人的觀點去
管，不能用舊瓶載新酒。歷史讓我們知
道，教會和宣教的復興都不在於人為計
劃的受控條件下發生，乃是聖徒和教會
願意為福音的緣故放手讓神掌管時，復
興的火就燃燒。我們的回應就是不撥冷
水，只得讓年青生命之火蔓延，spread	
the	fire，繼續發光發熱，為主燃盡。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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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次的亞洲區播道會青年領袖大
會（EFC	 AYL	 conference）及與民宿交
流接觸中，我體會到當我們經歷到基督
的愛時，基督的愛就「激勵compels」我
們，為他作一些「非比尋常」的事。
	 我的host	 family是一對年青夫婦，有
一個七歲的女兒，太太為日本人，信主
時引起父母很大的反對及不滿，這麼多
年來仍然硬着心。但她對自己信仰的堅
持，及渴望父母信主的心，令我感受到
雖然日本是一個自由國家，但對基督信
仰是片硬土。丈夫在香港出世，先後在
加拿大及美國讀書成長，至今在日本工
作了十六年。他因在不同地方成長，經
歷過不同模式的教會生活及教導，以致
對日本教會在一些議題上持比較保守的
立場，他有自己的想法。不過令我欣賞
的地方是，他先選擇教會的合一，在非
真理議題上放下個人意見。面對香港此
時的政治及教會局面，他這樣的選擇對
我是一個提醒。另外，他們在教會積極
參與事奉，甚至為方便事奉而搬近教會
居住，基督的愛實在大大的激勵他們。	
	 週日我們跟了host	 family出席他們教
會的英語崇拜。當中有來自不同國家的
信徒，他們帶着不同的原因來到日本，
逗留年日也不一，但卻因主的名，聚在
一起敬拜主。上帝的國度實在很大、很
廣、很闊；同時也讓我稍稍體會聖經所

預言「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也要
來敬拜他。另外來自美國的英語堂牧師
及師母，也令我敬佩萬分，他們在日本
宣教已三十多年，雖已屆退休之齡，卻
是退而不休。他們對日本及亞洲人的愛
心，令身為亞洲人的我很感動。基督的
愛激勵這班來自不同國家的信徒，無論
去到那裏都堅守「不可停止聚會」。
	 四日的會議終於開始了。每日早
上及夜晚的講道，提醒我「基督的愛」
是甚麼一回事；而身為事奉者要傳揚基
督的愛時，首先要整理自己的生命。此
外，在會議中我出席了「影響着青少年
的心」工作坊。最影響青少年人的，
莫過於世俗的價值觀——追求個人成就
來肯定自我價值。這由小就灌輸的價值
觀，與基督所講的恩典，由上帝而來的
人生價值，完全相反。我們如何幫助青
少年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呢？！牧
者花時間與青少年同行，用真實、透明
的生命影響生命，固然重要；講員提醒
原來家庭的影響更不容忽視。這令我更

陳曉薇（播道會恩福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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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思考到青少年事工如何與家庭事
工作配合，以致父母與教會能更有效攜
手牧養青少年呢?
	 會中我跟來自日本、菲律賓、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青少年信徒交談，他
們全部是第二代基督徒。他們每一個也
十分期待上帝在會中與他們說話，並帶
給他們作青少年事工的異象。看到一班
年輕人對青少年工作有負擔，我看到了
希望，我們實在需要接班人。同時對於
主要服事基二代的我來說，這班青少年
鼓勵了我。他們與我認識的基二代其實
沒有分別。他們在青少年階段也曾經悶
過，抗拒過，質疑過，迷失過，但上帝
是信實的，他們尋求就尋見。現在他們
能與我分享如何經歷過上帝，親身體會
到基督的愛，基督的愛又如何激勵他們
今天參與服事青少年，出席是次會議。
這提醒我要為我的羊多多禱告，因為我
們澆灌，唯有上帝令人生長。
	 願意更多青少年人被基督的愛激勵
為主作工。
	 願意更多弟兄姊妹被基督的愛激勵
為主服事青少年人。 播

誠聘傳道 / 福音幹事
本堂誠聘傳道/福音幹事，負責牧養青
少年，及中學生福音外展工作，有意
請繕履歷寄以下地址：香港筲箕灣道
36號捷利商業大廈202室，中國基督
教播道會基泉堂，堂主任收。聯絡電
話：25683030。個人資料只供招聘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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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亞洲播道會青年領袖大會的
主題是「Spread	 the	 Love	 -	 Kingdom	
Generation（散播愛、傳承愛）」。有
來自五個地區（日本、菲律賓、馬來西
亞、新加坡及香港）的播道會青年人參
與。會期前，大會安排我們到日本草加
福音自由教會（草加教會）弟兄姊妹家
中Homestay留宿文化交流，及參加草加
教會的愛筵和主日崇拜。而會期中，大
會邀請到新加坡的蔡松佳牧師，並日本
的倉沢正則教授為我們分享信息，又悉
心安排我們有不少機會和來自不同地方
的弟兄姊妹互相交流。
	 整個旅程中，有一個畫面很觸動
我，那就是在大會中，和來自世界不同
地區的弟兄姊妹，一同查考聖經，一同
細聽講員的信息分享，一同唱詩敬拜
神。在香港的基督徒都很忙，學業、家
庭和工作之外，或許還要忙於教會的事
奉。面對着忙碌的生活，我們很容易只
專注在「自己」當中，我們的「信仰」
或許只停留於「返教會」，對「教會」、
「神的國」的認知可能只停留在自己的
教會或社區；當遇到困難失意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對信仰有疑惑。當我處身青
年領袖大會會場，和來自不同地方的弟
兄姊妹，一起讀經唱詩，我彷彿看到神
的國度是何其廣闊，神的作為是何等偉
大！縱然弟兄姊妹在地上的相距甚遠，
但在神的國裏其實卻來得這麼近！看
到神如此壯闊的國度，那些日常煩擾着
我們的人際紛爭、生活煩瑣，一下子都
變得細如微塵，不值多花一點心神擔憂
了。
	 另外，從其他國家弟兄姊妹的分
享當中，亦讓我瞭解到香港以外基督徒
在信仰上面對的問題。令我感受最深的
是：日本及香港兩地在信仰上面對的問
題。在留宿的那幾天，我參觀了區內一
些神道教和佛教的寺廟，更深體會日本
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所面對的重重阻攔。
在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的信徒佔全國人
口的大多數，基督徒則只佔全國人口的	
0.5%~0.6%。在社會中佔極少數的基督
徒，於教會以外難遇到同行者，在信仰
的路上很容易產生無力感。此外，由於
好一些神道教和佛教的祈福、祭祀活動
已成為日本本土的傳統文化習俗。在這

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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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境下，基督徒要堅定持守自己的信
仰都不容易，要向身邊的人傳福音就更
感困難！
	 反觀身處香港的基督徒，我們確是
受主格外恩待的一群。在香港，打開電
視可以看到基督教的電視節目，平安夜
教會可自由在街上唱詩報佳音，在日常
工作間或學校，不難遇到基督徒，這些
對我們來說或許是「平常不過」的事，
卻是日本基督徒無法體會的。雖然如
此，香港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卻並不如想
像中的好。根據最新的調查報告，在香
港，現時基督徒僅佔人口約4%（這個比
例落後於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並且只是比日本好一點點而已），並且
很多教會都出現「斷層」的情況；面對
着青年人流失的問題，我們如何面對
呢？
	 感謝主，讓我能夠參與今次旅程。
這個旅程不僅擴闊我的眼界，亦讓我在
信仰上有更多反思及提醒。願神親自復
興在港年青的基督徒，成為被神使用的
精兵，一同去傳承主的愛，為神的國去
作工。 播

播道會恩泉堂聘請
傳道同工、助理幹事
職責及要求：
(1) 傳道同工
負責牧養職青及成年人，須神學學
士或道學碩士畢業，處事成熟，重
團隊精神，具教導、牧養及領導恩
賜。
(2) 助理幹事
負責教會行政、文書處理；支援崇
拜及聚會、預備場地、操作音響器
材；須平日輪班及星期日當值。中
學畢業或以上程度，熟識電腦、懂
中文打字。需主動、成熟、重團隊
合作，具事奉心志。
（請註明所屬教會）有意者請將履
歷寄九龍城侯王道39-43號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恩泉堂主任牧師收，合
則約見。(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天恩堂誠聘傳道
本堂誠聘傳道一名，需神學畢業、專責
牧養婦女及長者、重視團隊精神。
請繕履歷、蒙召見證及推薦函寄：元朗
喜業街2號喜業工廠大廈 1/F 15號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天恩堂聘牧小組收。  <所有
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愛泉堂誠聘傳道
本堂誠聘傳道一名，需神學畢業，負責
牧養夫婦及青少年。
有意請繕履歷寄荃灣荃景圍208號荃德
花園商場七號鋪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愛泉
堂。執事會主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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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的亞洲播道會青年領袖大會
中，每次看到台上負責帶領敬拜的都是
來自日本區的青少年，令我實在渴慕不
久將來，香港的青年也能夠聚集一起，
發揮恩賜，一起服事。是次大會，讓香
港的青年聚首一堂，與世界各地的青年
彼此鼓舞交流，被神的話語激勵，被興
起去拓展天國，傳揚神恩。
	 會議期間，有機會與幾位日本青
年信徒閒談，發現他們都是第二代的信
徒，有個別的青年亦已經決定修讀神學
及全職事奉。他的分享成為筆者的提
醒：就是如何堅硬的福音土壤，也能夠
結成果子；只要我們盡快盡力好好地栽
培下一代，讓他們被神揀選，更適切地
牧養下一代。
	 會議第三晚有機會與其他地區的牧
者分享代禱需要，我所屬的組別有來自
新加坡及菲律賓的牧者，原來他們早於
多年前已經認識及合作。聽到他們彼此
感謝對方的支持及同行，我深切地體會
到何謂「主內一家」、「互為肢體」的
聖經教導。雖然大家要面對各自堂會及
社會的難題，但跨地域的屬靈支援，擴

闊了地區堂會及會眾的宣教視野，實在
是珍貴無比。
	 盼望不久將來，亞洲播道會青年
領袖大會的青年領袖們，能成為被神大
大使用的僕人，在各地區努力傳揚神的
愛；而各位牧者也藉是次會議激發起跨
地域的合作宣教計劃，從而帶領信徒們
Spread	the	Love-	The	Kingdom	Generation	
(作天國子民、傳主愛榮耀神—─筆者自
譯)。

劉李嘉麗（靈泉堂青少年宣教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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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與9月20至23
日在日本山梨縣舉行的亞洲播道會青年
大會。今年大會的主題是Spread	 the	 love	
-	 a	 Kingdom	Generation。參與人數約有
四百人，他們分別來自日本、香港、馬
來西亞、新加坡及菲律賓的青年人及青
年牧者。
	 對於第一次參與亞播青年大會的
我，在出發前已非常期待神要向我講甚
麼話，也期待眼睛被打開，可以看到下
一代要如何起來接棒，回應大使命，興
起建立基督身體。
越是靠近袮，越要放下自己
	 當我帶着這個期望去參與今次的大
會。神讓我看到的不是世界各地的需要
或有甚麼「偉大」策略，而是要被神使
用，就要返回「基本功」，就是花時間
讀神的話，花時間親近衪，要處理隱藏
的罪及完全順服神的話。因此，我明白
年青一代要興起，要被神使用，就需要
成長，面對生命，成為天天背十架的門
徒。
成為使人和平的人
	 大會期間，我們向會眾分享了過去
一年，因「佔中」引發對教會的挑戰。
雖然只是五分鐘的簡報，但神使用我們
的分享，大大感動會眾。我非常感受到

合一的重要。如今的社會，正處於世代
鴻溝，所以教會更需要合一，代與代之
間緊密聯繫，好叫我們能夠向世人作美
好見證。
合一的爆炸力
	 在日本，教會平均參與人數由十人
到三十人不等。教會與教會之間的聯繫
也不緊密。今次的大會，對日本年青人
來說是一個祝福和鼓勵。因為他們可以
透過大會彼此認識，互相鼓勵。
	 這也刺激我去思考：如果我們可以
有一個平台讓年青人走在一起，彼此激
勵，一起認真成為主的門徒，我們的下
一代就會被建立及興起，這是我美麗的
願景。
	 最後，請為我們一班參與亞播青年
大會的弟兄姊妹禱告。讓我們不只是參
加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大會，更可以繼續
為香港播道會的青年工作出一份力，讓
更多愛主愛人的青年人被興起。

陳崇基（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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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安堂聘請
合約兒童事工福音幹事
播道會順安堂聘請合約兒童事工福音幹
事，申請人需已受洗，具有神學證書訓
練，工作時數為每週11小時，星期六及日
要上班。有意申請者請電郵履歷及期望時
薪到shunonchurch@gmail.com與陳華昌
牧師聯絡。

播道會港福堂 誠聘
牧區傳道同工
1.兒童區區牧一位
專職：兒童區牧養工作
資歷：信仰純正神學院畢業、具專責年
齡牧區之教導、牧養及佈道恩賜。
2.成年區區牧一位
專職：成年區牧養工作
資歷：信仰純正神學院畢業、具專責年
齡牧區之教導、牧養及佈道恩賜。
3.夫婦區區牧一位
專職：夫婦區牧養工作
資歷：信仰純正神學院畢業、具專責年
齡牧區之教導、牧養及佈道恩賜。
4.常青區區牧一位
專職：常青區牧養工作
資歷：信仰純正神學院畢業、具專責年
齡牧區之教導、牧養及佈道恩賜。

事工傳道同工
1.崇拜及聖樂的傳道或牧師一位
專職：負責崇拜及聖樂事工，兼顧牧養
所屬群體；並按教會需要參與其他牧養
事工：如主日學教導、團契、栽培、傳
道及關顧等。
資歷：具認可神學院頒發之學位，如有
崇拜或聖樂相關學位更佳。
須有聖樂訓練，良好溝通技巧及善於團
隊配搭。擁有豐富及多元化的聖樂培訓
和事奉經驗，能靈活運用傳統音樂、敬
拜隊的現代音樂和混合形式帶領會眾敬
拜神。
2.國語的傳道或牧師一位
專職：負責國語事工，兼顧牧養所屬群
體；並按教會需要參與其他牧養事工 :
如主日學教導、團契、栽培、傳道及關

顧等。
資歷：具認可神學院頒發之學位，如母
語是國語更佳。須良好溝通技巧及善於
團隊配搭。

Job Opportunity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1) 
We are looking for a full-time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in our pastoral team.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provides 
leadership and direction for the English 
Ministry.
This is a full-time position (48 hours/
week).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resume detailing relevant ministry 
experie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long with two references to efcckfc@
kongfok.org in attention to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以上工作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
週六、日須上班。
申請：有意者請將履歷及兩位推薦人資
料寄往－香港金鐘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
中心1樓本堂，或電郵至本會聘牧小組
收。
網頁：www.kongfok.org
電話：2521 2500
電郵：efcckfc@kongfok.org (招聘用)

分享家 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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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 死 亡 的 勇 氣
 才叔(化名)與才嫂(化名)是中心的資深會員及活躍義
工，每星期都到中心參與義工活動。他們為人樂觀、積
極、樂於助人，才叔更是多才多藝，唱歌、吹口風琴、烹
飪、木工、繪畫樣樣皆精通。在參與中心活動的十多年
間，他們對信仰雖有點認識，但卻遲遲未有進一步接受福
音；只因覺得基督徒只需作一個決志祈禱，就能獲得赦去
所有的罪，實在輕易得不合常理。
 但奇妙的事開始發生。有一次他們與家人外遊，在當地突然遇上天災，滯留了一段時
間，事件觸發才嫂開始思考這世界是否真的有一位主宰存在。返港後，才嫂開始恆常到住所
附近的教會參與聚會，後來更受洗加入教會。這時，才叔也開始參與中心的佈道聚會，想一
探教會究竟有甚麼吸引力，令太太堅持恆常聚會並順服真理的教導。
 再過了一段日子，才叔因身體不適而四出求醫，對信仰的態度亦有所轉化。與中心社工
的傾談中，才叔表示他打算在找出病因及治癒後，便隨太太返教會進一步認識信仰。只惜折
騰了半年後，醫生確診才叔患的是末期胃癌。那一刻，我擔心才叔能聽福音的時間不多了，
便與他太太商量如何與才叔分享福音。但當時才嫂顧慮甚多，心怕勞煩別人，害怕丈夫與牧
者不太熟絡，較難分享信仰等等。及後與奇恩堂的牧者及才嫂商量過後，決定先由我們向才
叔講解福音，然後再交由才嫂所屬教會跟進，因為我們已認識才叔多年，這樣做可減省互相
揣摩認識的時間，爭取分享福音的機會。
 與牧者探訪他時，才叔分享對人生的看法，表示不需要救恩。那刻，我想起才叔早前與
我分享已決定隨太太返教會。於是，我便問他︰「既然你不怕生死，那麼你想死後去哪裏？」
原來上帝早已預備好才叔的心接受福音，才叔回答︰「咪跟太太去天堂！」感謝主，隨即牧
者與他分享福音及帶領決志，並聯絡才嫂所屬教會跟進。兩個月後，教會在崇拜中為才叔安
排灑水禮，才叔對此十分重視，平時坐半小時已覺疲累的他，在崇拜暨灑水禮儀式中堅定地
坐足兩小時。當牧師讓他選擇站立或跪下進行灑水禮儀式時，他更二話不說立刻跪下，並鏗
鏘地回答牧師確認信仰的提問，他對上主的敬畏和信心，令我十分感動。
 才叔的最後階段都是在護老安老院及醫院渡過。探訪他的時候，他沒有埋怨為何神讓他
患上危疾；當朋友歎息他消瘦得像皮包骨時，他卻分享在這經歷中的體會，在他眼裏，一切
事情仍是美好。最後一次到醫院探訪他時，我問他有沒有牽掛，他滿有信心的表示現在的身
體是短暫的，現正等待着到天堂去，心中並沒有甚麼牽掛。我那刻不住感謝神，雖然他成為
基督徒不久，但他卻真正明白人生在世是客旅，人生的痛苦相比起永恆的盼望，只是短暫
的。現在我想起他時，雖仍眼有淚水；但憶起他面對人生的價值、面對癌症的勇氣，就是那
流露基督香氣的榜樣，便教我振作，繼續去幫助其他長者面對生命的限制。感謝神讓我能與
才叔同行，讓我更體會永生盼望何等重要。
 來，讓我們一起為長者禱告︰
 1. 求神安慰長者面對自己或家人患上危疾或離世時的擔心、掙扎和哀傷。
 2. 記念末期病患者，讓他們感到上帝的同在和享有永信的盼望。

鍾麗嫺姑娘 (美孚長者中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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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BOOK特工隊2015—青少年佈道精兵訓練

 轉眼間，飛BOOK特工隊—青少年佈道精兵訓練已經踏入第
五屆，藉此五週年佈道訓練之際，除了一如以往，分別於澳門
(17-18/7)及香港(20-25/7)舉行密集訓練及形形色色的佈道實習，
更舉行了飛BOOK跨地域的佈道訓練(台灣短宣，12-17/8)，青年
人從中有更多被更新改變的經歷。驟眼看來，飛BOOK訓練每年
的框架都相近，佈道內容及與神同行的經歷卻是歷久常新的。今
年有許多新的嘗試，飛BOOK支援了澳門當地教會聯合的佈道聚
會「為澳門鼓舞2015」，在香港向菲律賓傭工及操英語的遊客傳
福音，接著又向操國語的遊客佈道，挑戰不斷，見證神恩滿溢！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佈道訓練的詳情，歡迎瀏覽本會網站，下載「飛BOOK特工隊
2015紀念特刊」 (http://www.efcc.org.hk/download/faithbook.pdf)
 飛BOOK特工隊將於11月22日舉行「Light Up The Church」敬拜培靈會，歡迎
所有青少年參與，詳情可向總會傳道部查詢。

九十後的提摩太                                         李恩全(屯福堂主任牧師、總會傳道部副部長)
 感謝主帥領飛BOOK特工佈道訓練，轉眼間已進入第五個年頭。在過去的五
年，香港已經變得很不一樣，政改討論在不同層面牽動香港人的心，貧富懸殊引發
更多逼切社會議題。保羅給提摩太的吩咐，提醒他是「屬上帝的人」，不應像屬世
界的人，跟隨潮流做人：「但你這屬上帝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
心、愛心、忍耐、溫柔。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
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提前五11-12)斯托得牧師以這兩節
經文為基礎，鼓勵當今年輕的信徒領袖接班人不必輕看自己，只要經過適當的裝
備，可以像從前摩西等屬靈領袖，作「屬上帝的人」，更具體地講，準備接棒的眾
「提摩太」必須堅持對準三個目標：追求美善的事、為持守真道爭戰、抓住永遠的
生命 。
 為何保羅仍要求提摩太要抓住永生？原來擁有一樣東西不等於可以享受這樣東
西，因為從來沒有擁有的感覺，所以未能享受真正擁有的個中滋味。一位已經參加
了飛BOOK三年的少年人質問我，參加第四年不會再有突破，認為程序和內容的安
排同以往的大同小異。不錯，事實上今年的飛
BOOK主要活動與以往的差不多，頭兩天往澳
門接受佈道訓練，最後一天往旺角行人專用區
舉行街頭佈道。今次到澳門再次遇上拉撒路的
Rachel姊妹，正如過往的三年，她以鏗鏘有力
的聲調指導學員，從她身上我看見拉撒路整個
團隊的委身，在紙醉金迷的澳門社會，為上帝

總會傳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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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發聲，並身體力行，走進社區服事基下階層。對我來說，Rachel姊妹所帶出
的信息，我一點也不感到陌生，在澳門祐漢公園廣場，我非常享受與拉撒路眾同工
一同為永生福音作見證，我與飛BOOK學員們一起去「抓住永生」，更肯定自己擁
有這永生福氣。
 經過這八日的訓練，我看見有差不多40位九十後得着永生福氣的青少年勇敢
向這不敬畏上帝的世代發出一個清楚信息：拒絕向這世界低頭！面對著考完公開試
尋找升學出路的壓力，青少年成長遇到感情等問題的掙扎，都沒有使他們放棄飛
BOOK的訓練。因此，我樂意向大家推薦這40位青少年作「九十後的提摩太」，請
大家繼續鼓勵他們追求美善的事、為持守真道爭戰、抓住永遠的生命。

在愛中建立                                            徐潤琛 (彩福堂、飛BOOK特工隊2015青年大使)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我們主要協助內壢教會舉辦
兒童品德培訓營，用了大部份時間與小朋友接觸。當地
的小朋友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我一轉身，他們就
不見了。第二晚，我們決定改變策略，放棄原有的活動計
劃，餘下日子只需陪他們出去公園玩。對我而言，我喜歡
凡事都要有計劃，沒有目的胡亂地走，是不能接受的。我
立刻求問神為何要這樣安排？神沒有即時回答我，當那幾
天過去，每天陪他們跑和玩，大家反而建立了友誼。原來小朋友不需要滿口福音的
遊戲，只想要人陪伴。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只要有人願意陪伴，他們已能感受到
愛。這就是神給我的答案：「福音不需要高技巧，只需要愛，且能勝過一切。」
   其中一天我們要為教會預備一餐愛筵，當面對陌生環境，無目的地在街市購物，
既不知台灣人的口味，又只能靠隊友的國語去溝通，我們有兩個人都已經十分辛
苦，很難想像宣教士許姑娘最初要一個人去處理，面對的困難更大。她為當地人得
着福音，所付出的辛勞真的不少。
    神實在恩待我，有一晚在夜市中佈道，我拿着「美滿人生」用強差人意的國語向
一位攤販老闆講述福音，我還未發出決志祈禱邀請前，老闆已經反過來鼓勵我，要
我勇敢地講述，並提供改善的建議。這使我深被感動，神透過福音對象來建立我的
生命。
 現在我對短宣有了新的看法，這不再是去外地把福音傳給當地的居民，而是去
用愛感染當地人，用生命影響生命。雖然我在說話方面沒有自信，但是神藉此經文
鼓勵我，「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
豈不是我─耶和華嗎？現在去吧，我必賜你口才，指
教你所當說的話。』」(出四11-12)
 神引領我去台灣，就必親自與我同行。最後我要
感謝隊友—琳琳、陞、淑華、蔡姑娘及林姑娘，沒有
大家的同工和互相配合，我深信這次台灣短宣是不能
把神的愛顯明給當地居民，多謝你們。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天上的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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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剛進來ECH（播道兒童之家）的時候，我並未融入這裏的生
活。我不是不習慣家舍的生活（因為之前也曾住過其他兒童之家）
，而是不習慣太多人和太熱鬧。後來跟某些孩子通過玩紙牌遊戲，
就開始熟絡起來。	
	 坦白說，我在家舍參加的活動並不多，平日很少看電視，多數
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當到了睡覺時間，幾乎每晚都會苦苦哀求當
值家長通融晚一點睡，讓我能有更多時間去處理學習上的事務；而
家長亦會體諒我的需要，甚至以行動鼓勵我：有家長會將晚餐的湯
加熱讓我喝；有家長更會煮宵夜給我吃；這些鼓勵令我十分感動。

	 在中三下學期須要揀選修科，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思想『我的志願』。	
	 在細心思量下，最後選了理科，因為想當一名醫生。或許這個時候是轉捩點，
讓我有目標要繼續往上爬。

	 當升到高中，發覺在課堂的學習並不足以應付公開試，需要外出補習加強訓
練。於是ECH與玉清慈善基金（簡稱「基金」）聯絡，替我尋求資助。「基金」對
弱勢社群教育發展很有心的，因為他們除了願意提供金錢上的援助外，亦會定期會
面了解我學習情況，鼓勵我努力讀書。最後，我在今年的DSE考試中取了一個不俗
的成績，算是不負眾望。

	 在ECH住了四年多，要離開當然有些不捨(註1)，但仍然要努力面前，向着標杆
直跑。在大學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你可以自由選課、你可以申請住宿、你可以上
莊；一百個大學生可以有一百個不同的生活模式。而我現時就讀工程系，雖然未能
完「醫生」夢，但能夠入讀大學，有住宿安排，已經是一個十分好的生活。	

	 人各有志，雖然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入大學，但每個人都必須要抱着夢想，要有
目標，才能有動力，向着目標進發，走一條不會讓自己後悔的路。

註1：兒童院舍服務至18歲或完成中六科程

走一條不會讓自己後悔的路
分享及撰文：李澤桂(前兒家院友)



播道同工知多少

開心的事
	 感恩能夠事奉神！為可以發揮衪
所賜的恩賜建立信徒，有機會與太太同
工，並得到弟兄姊妹的信任，與他們同
行。

遺憾的事
	 因着自己的失言或不成熟處理事情
而使肢體感到難受。

播道情
	 為播道會感恩，因其以嚴守聖經教
訓、熱誠傳揚福音為宗旨，建立教會，
對教牧和信徒的信仰追求及要求極為認
真，履行神的大使命；更設立神學院栽
培基督工人，培育信徒領袖；並成立差
會，差派、關心海外宣教士；而且因着
基督的愛，設立醫院、兒童之家及學校
等關懷市民大眾，提供社會服務，見證
基督。

支持系統
	 除了神的話語外；感恩，有數位同
工牧者可交心分享；另在我所主要服侍
之職青群體「果園家」的核心組長們，
我們建立了COT(Circle	 Of	 Trust)成為團
隊的支持系統，在此能夠同笑、同哭、
同分擔；亦感謝神賜給我一個溫馨快樂

劉英峰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約六年半

的家庭，特別是那位能與我一同承受生
命之恩的好妻子，不但讓我可以無後顧
之憂地事奉，更成為事奉上的好拍檔及
支持者；此外，除於團契帶領福音性研
經外，感恩每年有機會參與恩愛夫婦營
及婚前教育與輔導事工，看到每位被上
帝改變的生命，皆成為我的支持。

未來計劃
	 現正於建道神學院進修教牧學博士
課程，願能於事奉教會應用所學習的，
建立門徒，使人得益；另在教會一堂多
址的方向下，計劃約五年後與有負擔的
肢體一同建立分址，廣傳福音。

事奉感受
	 回望在過去的事奉日子中，只能
說「全是恩典」，記得母院梁家麟院長
曾分享，傳道牧者是非常蒙福的，能夠
有幸在弟兄姊妹人生中很多的重要時刻
中陪伴左右，是的，我是何許人，能夠
在上帝國中有份，實在是何等蒙恩，在
這數年的牧職當中，感恩得到事奉群
體的信任，陪伴他們經歷人世間的悲歡
離合、高低起跌；感謝神讓我在事奉中
能夠發掘和使用更加多衪所賜給我的恩
賜，以致能造就信徒，一同建立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