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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了，我們寫「聖誕禱文」。對於十二

月的來臨，總會有份期盼，因為這個月洋溢着節

日的氣氛，當中一個重要的節日，就是聖誕節。

這個節日何時開始出現，如何形成及演變成在

這個月慶祝救主誕生，不在此稽考了。作為信

徒，自然會以感恩的心看待，參與教會的慶祝或

感恩活動，而市民大眾，亦會與朋友或家人相聚

同歡，樂於享用所獲得的假期，及那份節日的歡

樂。

　　無論是商業活動使然，是信徒或教會的推動，這聖誔節日，源於「道成肉

身」的基督甘願降世人間，賜人永生的盼望，因着這份從至高者而來的禮物，人

也受這愛的感染，願意彼此關懷，送聖誕咭，彼此祝福及送禮物。

　　今天雖然是主誕後二千多年，不過人的處境卻仍是十分糟糕，各國間的冷戰

攻擊，資源利益之爭奪，掌權者與無權者之間之矛盾，資源開發及濫用引致生態

嚴重失衡，都是叫我們心裏煩擾不已，也正是如此種種，聖誕主降臨的信息更為

重要。

　　人間欠長久永恆真愛，天卻有情，想起路加福音記載在主誕生的當晚，所描

寫的情境嗎？出生後被放在馬糟安睡的主，聽到天使天軍報喜訊而來看個究竟的

牧羊人，不期然有份由內心油然而生的平安。我們作為主的跟隨者，對基督的愛

滿有領受，我們有安慰的話可以對身邊的人說嗎？

	 「聖誕禱文」正是我們其中一種回應，無論你我相識與否，大家能相聚於此

的，亦是同舟，同路之人，就為大家當下的處境，我們同心一同有個祝禱，叫我

們有能力走過這個「當下」。也為天國父神所賜基督這份真正的「聖誕禮物」，

向神有個衷心感恩多謝的祈禱，與神的契合而能產生一份屬天的平安喜悅，禱文

更可以是再展述這份基督降生的愛。當然聖誕亦是一個表示愛及關懷的日子，用

禱告向身體所愛及認識的人表達愛，向有缺乏不足的人顯示關懷及伸出友誼之手

都同樣重要，你對「聖誕禱文」還想到有甚麼適切的內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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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合一的真神：

	 在這大喜信息1	的節慶中，我們效法牧羊人和智慧人向祢俯伏及呈獻，為着聖父

差遣、聖子順服、聖靈感動，以致從祢豐盛的恩典我們都領受了2，我們感激不盡，

尤其感謝深愛世人的聖子，「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

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因此，神，祢把主耶穌升為至高，且賜主耶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

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

主，使榮耀歸與父神。」3。

	 正如主耶穌道成肉身降生那天晚上，天使天兵歌頌：「在至高處榮耀歸於神，

地上平安歸於他們所喜悅的人。」4，求主使用眾信徒，趁這節慶宣告「基督耶穌降

世，為要拯救罪人」5	 的好信息，領多人歸主，使主祢所賜的平安與喜樂，歸與你

喜悅的人，更臨到香港，求主教導我們在香港現今危機中作光作塩，活出基督，謹

敬將榮耀與感謝歸與「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6，「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7，直到主榮耀再臨，奉主聖名禱告，阿們！

2

陳黔開（播道會總會榮譽顧問）

播

註：1路二10，2約一16，3腓二6-11，4路二14，5提前一15，6賽九6-7，7提前六15



3播道月報．286

阿爸天父，此時此刻，外面的世界
有着瘟疫、戰爭、動亂和災難
最可怕的還不如手段、撕裂、
惡暴、假面具和人的唯我獨尊！
霓虹燈飾和繽紛應節掛彩
根本幫不了甚麼
更遮蓋不住身外心內的種種破碎
慨嘆經濟掛帥和粉飾太平的浮淺！

聖靈啊，激動和甦醒我們，同心向父禱告：
世界之上還有至高之處
願榮耀歸與神，
因至高者在世人的國中掌權！
在地上，願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凱軍謳歌，主的榮光四面照射
神啊，透過教會，
彰顯你的深恩厚愛和你的公義聖潔！
讓軟弱、卑微、小信的人
聽見天使慈聲低訴：不要怕！不要怕！
因神施憐憫，使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
引導我們的腳，走上平安的路！
求主在眷顧的日子善待人
除去羞恥屈辱、污穢疾病
更暴露諸多不公不正、邪惡敗壞
處處顯明你十分在乎，
你在作工，做唯有你能夠做的事情
確實，在神並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願僕人、使女都要來臣服，
被聖靈充滿，又得尊榮
內心奉神為尊為大、為聖為首
靈裏常常以神我們的救主為樂
任何時刻、環境、遭遇

深信從主傳來的每一句話必要成就
人因信得生，靠着主信實的應許
時時蒙恩，得力，享平安，領受安慰鼓勵！

願神人西面的生命感染着我們每個人——
一生公義虔敬，充滿期待
常受聖靈感動啟示，
親身經歷神豐富真實的預備
最後釋懷地、滿足地、
平平安安地離開凡塵！
主啊，讓西面對孩子母親馬利亞所說的話
嘹亮地在我們耳中響起
使我們驚訝這番話是何等真確：
看哪！這孩子被立
要叫許多人跌倒，又叫許多人興起
自己成為被反對的目標
母親的心猶如被刀刺透
但更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來了！

或如另一老邁聖者、女先知亞拿
雖年輕守寡，獨居了八十四載
一生沒有離開聖殿，
專心地禁食禱告，晝夜事奉主！
她稱謝神，並向人講論基督降生的事
但願信徒效法這種單純專一、虔誠熱心
沒丁點兒着眼於自己的不幸，
反而看重高舉基督——
主的謙卑，主的犧牲
主的順服，主的受苦
主的掌權，主的審判
主的得勝，主的榮耀再來！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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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主，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二零
一四年已悄悄進入尾聲，中國人的農曆十月
十五「立冬」的日子也過了，標誌着冬季的
開始，也是農作物收割後要收藏起來的時
候。生活在今天香港這城巿，我們鮮有感受
到這些豐收歡慶的喜悅，卻到處可見迎接普
世歡騰的聖誕節日氣氛；商場大堂內的巨型
聖誕樹和五彩繽紛的佈置、維港兩岸商廈的
燈飾、購物區內店舖廚窗的擺設，辦公室內
聖誕聯歡會的籌備等，都在向我們招手，教
我們以歡樂的心情來迎向二零一四年的聖誕
節。
	 主，眼看着我們籌備、迎接聖誕慶祝活
動，祢內心的感受如何，祢歡欣喜悅嗎？還
是祢發現世人己經忘記了聖誕節真正的主角
而在暗然神傷、在淌淚？主，我真想知道，
也巴不得摸着祢的心意，陪伴祢渡過今年的
聖誕節！
	 我日前重溫神學、歷史兼備的路加福
音，在作者的筆下游走於祢出生當年的故
事，感悟到祢在一對敬虔的父母的保護下，
靜靜地降下凡塵的事蹟，我深受感動。先說
祢的父母幾經跋涉，從老遠的加利利拿撒勒
上猶太去，路途足有八十英里，徒步要七八
天之久，而祢的母親馬利亞更是懷着身孕，
體力被受考驗之餘，也要擔驚受怕，不曉得
沿途會否發生甚麼意外；也可憐祢的父親，
一個男子沿途獨力照顧着妻子，亦需要小心
翼翼地保護她所懷的胎，不容有失；噢，他
真是一個不簡單的父親啊！
	 主，祢可知道，每次當我讀到二章4至
7節這三幾節的故事內容，我內心總會泛起
一個渴望，要去問問這位歷史學家，何故中

間隻字不提祢父母說過的話；我常常想，好
一段七八天的路途上，難度沒有隻字片語值
得他記錄下來嗎？在伯利恆四出尋找可以竭
腳的旅店時的彷徨裏面，難度他們夫婦二人
不需要好好地商量、溝通眼前要面對的挑戰
嗎？只是路加以靜默來襯托這對敬畏神的僕
人使女的一舉一動，精闢、簡潔地描述他們
如何走在神給他們的使命之中，彷彿他們的
心裏沒有埋怨、沒有驚亂、沒有投訴，卻只
有行動，向着目標進法的行動！
	 主，在祢而言，祢是神，是宇宙的主
宰，祢與神有同等的位份、能力和尊榮，卻
也願意放下一切的權能和威榮，成為一個最
卑微無助的嬰孩，一言不發地透過這對貧窮
的夫婦來到世上，來擔成拯救人類的救贖重
任，而世人對祢的拒絕，卻無阻祢對我們的
愛，無阻祢矢志不渝忍受一切的苦來成就父
神的美意。主，感謝祢，感謝祢無私的厚
愛，我們今天仍然要懷着最大的謝意來感激
祢的救贖恩情，也要學效祢和祢父母順服天
父的榜樣，為着作成祂的工而默默耕耘，那
管要遇上多少困難，那管不時受到別人的指
罵或拒絕！
	 親愛的主，我們祈求祢的幫助，把祢那
份堅毅的力量賜給我們，好叫我們把祢拯救
世人的使命發揚光大，不負祢在第一個聖誕
開始燃點起的救恩之火，甘心樂意地以祢的
真光來照亮這黑暗的世代。主，求祢在這個
聖誕節裏面，賜福祢的眾教會，賜福所有跟
隨祢的門徒，在聖經的話語中重溫、歡慶祢
的降臨，也在愛中欣然地把作工的果效呈獻
給祢，叫祢在今個聖誕裏面，因着我們手所
作的工而喜悅歡欣！

梁祝君（靈泉堂傳道）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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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天上的父，感謝祢差遣獨生
愛子耶穌基督臨到世間，作所有罪人的
拯救，包括我。祢來是為了「將自己的
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祢是一位聖潔
的主，竟然成為我們黑暗中的同行者。

	 因為祢知道我們軟弱，無法面對自
己生來擁有罪性的事實；又明瞭人被真
理照亮時為了維護自我和面子所產生的
害怕、羞愧。祢按着我們的信心指教我
們，一步一步遠離罪惡之地，引導我們
尋得得救的確據，並承載永恆的盼望。
感謝祢成為生命的同行者。

	 創造我們的主，既然讓我們得知
祢的大愛，求祢賜更大的恩典憐憫，赦
免我們一切隱而未現的過錯，更求真理
的靈施恩幫助我們清理心房的自我、驕
傲、貪婪、惡毒、邪情、偏執的「租
霸」。求祢以不止息的愛包裹人心內的
孤單、憤怒、懼怕、無助，傾注祢的饒
恕、自由和喜樂，讓人常經驗靈裏的更
新和得力。並求祢顯明我們這個人被造
的目的，賜我們剛強、仁愛和謹守的心
專一歸向祢、跟隨祢，讓祢完完全全成
為我們心靈的同行者。

	 求主賜教會更大的智慧明辨是非，
以祢的同在遮蓋恐懼和戰兢，以祢的大
愛降服我們的自我和驕傲。又求聖靈賜
我們敏銳觸覺，洞悉罪惡的假面目；並
更新我們，將福音活進生命中，叫我們
在社會裏成為敬虔聖潔的見證。求主賜
智慧人與我們同行，指教我們敬畏上帝
的道路。讚美教會的元首是不離不棄的
同行者。

	 天父，求祢以憐憫為懷，將香港的
家庭，及人與人的關係擁入祢的懷中，
放在祢的眼內。幫助教會能與一些未認
識救恩的人同行，體恤和接納因罪惡綑
綁而無法脫身的人，正如祢最初接納我
們一樣。又求主賜下醫治，使人回轉歸
向慈愛的上帝，在主裏建立愛的家庭。

	 感謝上帝在這個世代賜下紛爭，賜
下人與人的不和，讓我們終於覺醒福音
對人的重要，並要將世界展現在我們的
眼前。但求賜復和的上帝，在動盪不安
中，讓我們安靜於祢的腳前，等候祢的
差遣。引領我們在紛亂中當講的說話，
當用的動作，讓社會和教會能向祢尋求
復和之路。讚美天父，祢是在紛亂中與
人同行並坐着為王的上帝﹗

溫秀麗（順安堂傳道）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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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天父：

	 聖誕節讓我們有假期、有慶祝會、

有禮物、有喜慶的節日氣氛，但其實聖

誕節是慶祝基督的降生，聖子謙卑降生

成人，以一個初生軟弱的嬰孩來到世

間，選擇了簡陋的馬槽為出生的地點，

沒有隆重的生辰慶典，卻只有牧羊人及

博士的來訪，看似不起眼及脆弱的生

命，卻是為全人類帶來永生的救贖主。

	 天父啊！聖誕節的主角是主耶穌，

但世人好像遺忘了這個真相，反以自我

滿足轉換了角色位置，以致聖誕節變成

人們的快樂時光，是消費主義的實現場

境，是今生期盼的悠長假期，其實聖誕

節給我們的遠遠比這些更大、更美。

	 天父啊！我們求祢擦亮我們的眼

睛，不要被這世界的誘惑蒙蔽了，讓我

們認定主耶穌才是聖誕節的主角，世人

雖然騎劫了聖誕節的真正意義，但我們

屬神的兒女是因救贖主的到來而感到興

奮雀躍，因為主耶穌的誕生是為着我們

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並且第三天復活

戰勝死亡的權勢，叫人因信主耶穌為我

們的救主而得着救恩，不單有永生，更

在今生已被稱為神的兒女，已得主的看

顧及祝福，無懼生命及生活的艱辛。

	 天父啊！在這個聖誕節裏，我們再

一次感謝祢，並在將來的每一個聖誕節

裏，我們都要繼續的感謝祢，因為每一

次的感謝，都見證着祢的信實及恩惠，

沒間斷及真實地臨到我們身上，以致我

們才可經歷一個又一個的聖誕節。

	 主耶穌，多謝祢！

	 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求

	 阿們！

陳靜如（安福堂傳道）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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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樂 家 長 小 組                  茵怡幼兒學校蘇綺湄校長

	 「教養孩童，使他們到老也不偏離」是本會興
辦幼兒教育的核心價值；但同時我們亦堅信家庭適
切的關顧及幫助對幼兒同樣重要，因為在幼兒的成
長階段，還是極需要依附父母的關注和照顧。
	 眼見愈來愈多家長被生活中的各種壓力擠得
透不過氣來，更甚是將孩子的快樂童年都犧牲了。
我校深深體會到『家』需要有基督的愛使其成為一
個能抵擋風雨、面對壓力的安樂窩，讓幼兒在其中
成長，身、心、靈都得到滋潤。約在四年前，我校
開始邀請主內的家長們一起禱告尋求、彼此分享分
擔作為家長的快樂和擔憂，就在主一步一步的引領
下，開始了「快樂家長小組」。
	 小組約每月一次聚會，內容包括祈禱、唱詩、
讚美操、遊戲、分享教養子女、夫婦相處之道、入
廚心得等；小組有時更會舉辦家長游泳班、家長
Play	 Group、親子報佳音等活動，家長在其中不
單得着歡笑、支持與安慰，亦流過不少淚水，真摰
的關愛更感動了不少家長信主並受浸加入教會。家
長先前所面對的不少難題，如情緒困擾、夫婦間的
難處、婆媳關係、親子溝通等等，都能透過組員間
的分享、分擔、信仰及教會的支援，得以舒緩及解
決。小組四年來確實見證了不少令人振奮和鼓舞的
家庭故事。
	 學校是家長最信賴的地方，為他們多行一小
步，相信是家庭改變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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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hhhgggggg
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謹訂於主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假本會港福堂（香港金鐘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字樓）
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本會港福堂傳道余仕揚先生為牧師。

典禮由牧職部部長莫樹堅牧師主禮，郭文池牧師講道及吳宗文牧師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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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宗文牧師、譚偉康牧師、羅偉其牧師、李國樑牧師、
王安洋牧師及蕭仲駒牧師組成按牧團。

余仕揚先生於播道神學院領受道學碩士，
並於2010年9月1日起加入港福堂事奉。
播道會總會暨港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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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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尖福堂聘請

誠聘傳道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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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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播道會教牧及信徒領袖們：

	 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快到了！我們播道會各堂熱烈慶祝、努力宣告大喜
信息，願大家同享喜樂，更因為我們以主耶穌為教會的元首，信徒生命的主
宰，我們獲得聖誕節的真義！

	 我們的社會今年飽受衝擊，痛心擁護「同性戀」者不斷增加，今年的「
同志大遊行」更創下九千人參加的新紀錄，尤其令吾人疾首者，乃一些自稱
為聖經學者或教牧的人士，以所謂「同志釋經」誤導人對罪妥協，致多有世
人陷在萬劫待救中！

	 播道會素常堅守聖經為信仰及生活的最高權威：主耶穌疼愛罪人，但
痛斥罪惡，面對罪熖高張，我們深以教導信徒從正面研討「牧養家庭」的真
理，以重申真理，並求神所賜的家庭幸福重臨！為此本會將於下月起，提供
十堂的「家庭牧養神學」課程如下：

日期：二○一五年一月九日至三月二十七日

	 （逢週五晚上7:30-9:30）

名額：500人（報名至十二月十六日，或額滿即止！）

對象：三宗之教牧及信徒領袖（執事、主日學教師、團契導師、	 	

	 職員、小組職員，報名表須經堂主任簽署）

費用：每位$500元/	神學生每位優惠：$250

地點：播道會港福堂（中環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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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意義重大：
	 1.從正面專題研討神設立家庭的宗旨！
	 2.恭請播道、浸信、宣道之神學院師長及專家牧者主領，講授並研討挽
回失足者的徑途。
	 3.參攷台灣教會面對「多元性別運動」的實例，恭請楊寧亞牧師專程飛
港講授，並裝備教牧及信徒領袖如何面對香港的挑戰！
	 4.提供播道、浸信、宣道三宗派的教牧及信徒領袖聚首一堂的良機：領
受、交流並研討破罪立聖的途徑！
	 5.編排課程在週五晚上於四通八達的「港福堂」上課，倘報名者時間緊
逼，亦可在十堂中自行選擇，更盼望領袖們領受真理後與　貴堂肢體們分
享！
	 如今萬事俱備，至盼　台端──教牧及領袖們及早於本年十二月十六日
前報名（額滿即止），請即向　貴堂主任索取表格，或請使用播道月報的報
名表向　貴堂報名，額滿見遺；至盼你邀約多位　貴會執事／堂委、主日學
教師、部員、組長、團契職員、導師等聯羣結隊參加為感！　敬祝
	 聖誕喜樂，新年恩上加恩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啟
執委會主席：蘇振豪
二○一四年十二月

	 日期	 分題	 講員	 事奉單位
	 9/1	 聖經中的家庭觀	 孫淑喜先生	 播道神學院
	 16/1	 教會歷史中的家庭觀	 吳國傑博士	 浸信會神學院
	 23/1	 從神學看家庭	 鄧紹光博士	 浸信會神學院
	 30/1	 從社會倫理看家庭	 禤智偉博士	 浸信會神學院
	 6/2	 家庭牧養	 麥耀光牧師	 建道神學院
	 13/2	 青少年牧養	 梁貴嫦牧師	 宣道會宣愛堂
	 27/2	 牧養與紀律	 蕭壽華牧師	 宣道會北角堂
	 13/3	 同性戀牧養	 譚子舜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
	 20/3	 教會立場與社會見證	 廖炳堂博士	 建道神學院
	 27/3	 總結：從台灣的例子	 楊寧亞牧師	 台北真理堂
	 	 看如何結合聖經、神學、
	 	 牧養及社會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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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牧養神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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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播道書院

下一代如何走下去
	 從沒想到，香港竟然走到這個地步。
	 在全球化和中港融合的影響下，香港人
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新一代的未來也變
得越來越艱難。
	 有人相信，只要「攪好經濟」，香港
人便有好日子過。《聖經》曾提到有些富有
的人，他們「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
留餘地，只顧自己獨居境內」。原來世上有
些人，利用「錢搵錢」的方法，積聚大量財
富，還控制資源，「奴役」其他人。不是
嗎？簡單舉兩個例子：每次政府批准的士
加價，的士車主便立刻增加車租，的士司
機並沒有因為的士加價而受惠。香港的租金
昂貴，本地商戶就算願意「挨貴租」，咬緊
牙關經營下去，當有些業主發現商戶經營獲
利，便快快加租，甚至乾脆把商舖租給跨國
公司，不談企業良知，只求價高者得。情況
既然如此，對一些初出茅廬、沒有經濟基礎
的年青人來說，無論經濟如何向好，他們也
未必會從中得益。
	 又有人相信，在香港出現的深層次矛
盾，根源是政制不夠民主。因此，不少人相
信，只要進行政治改革，很多問題便會迎刃
而解。我個人支持民主，民主政制能保障公
民的「被選權」和「選舉權」；然而，由於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我對民主政制亦不
敢抱有太大的期望。在民主國家中，在野黨
和執政黨互相制衡，原是一件好事；不過，
眼見他們不斷互相抹黑，設法妨礙對方通過
議案，為的是要證明對方「無能」，好讓自
己在下一屆選舉中勝出。又舉個例子，要解

決美國校園槍擊問題，方法其實很簡單，只
要進行槍械管制便可，可是，共和黨為了選
票和政治捐獻，不顧學童的安全，設法阻撓
民主黨提出之槍械管制法案──究竟選票重
要，還是孩子的生命重要呢？我希望下一代
有民主，然而，我不會相信政治改革是下一
代人的出路。
	 此外，還有人相信關鍵在教育，他們認
為只要好好教育孩子，下一代便能在變幻的
世界中繼續生存。作為一位校長，我當然明
白教育的重要，然而，只有按神的心意來教
育孩子，他們才會結出好的果子。可是，《聖
經》提醒我們，「現今的世代邪惡」，在這
世代中，教育孩子的平台，不但包括家庭和
學校，還有大眾傳媒、互聯網世界和我們身
處其中的花花世界，孩子耳濡目染的世界
觀，正鼓吹孩子去追求物質、名利、成就、
權力、自我中心和無限制的自由等，與《聖
經》教導的實在大相徑庭。學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固然重要，然而，它們的作用已被其他
極具影響力的媒介不斷稀釋。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人生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仰望基督，跟
隨那位全能的耶穌。就讓我們好好為下一
代祈禱，也要以身作則，叫他們不要效法世
界，倒要按真理而行。我們也要教下一代曉
得傳揚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凡主所吩
咐的，都教導他們教訓別人遵守，如此，上
帝必常與他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孩子們若學習與上帝同行，就算遇到逆
境，定能一一跨過。



播道同工知多少

	 我早在中學年代已加入播道會活
泉堂，所以，嚴格來說，在播道會事
奉已經有幾十年。但論到做傳道人，
我的年資實在短淺	，2009年從神學院
畢業，即加入母會屯門福音堂事奉，
直到今天。
	 在這五年的牧會日子中，我經歷
教會急速的發展，見證祂在屯福堂行
的「神蹟奇事」，身心靈確有疲倦的
時刻。在缺乏同工的情況下，長假期
成為我的「奢侈品」，我要爭取休息
的空間。如何去爭取呢？我十分同意
許德理姑娘的提醒，她強調最重要的
不是速度，乃是方向。
	 要尋求神的方向，安靜等候是不
能或缺的操練，也需要與身邊的同工
領袖們保持有效溝通，免得被自己的
盲點誤導。神特別賜給我一位非常重
要的同工，就是我的太太，她以信徒
領袖的身份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也

李恩全牧師
（播道會屯恩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
五年多

藉着她的神學訓練，分擔牧養工作。
當神沒有明顯指引時，就要有勇氣去
作不同的嘗試。
	 對小堂會來說，一般都缺乏額外
資源去啓動新嘗試。然而，神感動播
道總會同工提供了實質的幫助；屯福
堂藉總會的相關資訊擴濶牧養視野，
亦從總會得到經濟和有恩賜與負擔的
同工協助啟動事工，當中基層福音聚
餐和「飛Book特工訓練」是最精彩的
例子。
	 以上提到的情況，使我對播道會
的認識，再不限於一個宗派組織，而
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播道網絡」，
也像一位滿有熱忱的同工積極介入我
的生命與事奉！在未來的日子，願意
與有需要的肢體在這「播道網絡」中
分享從神而來的供應，見證陸續有來
的「神蹟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