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在逆境中的信心

1	 編者的話	 陳士衡

2	 我沒有這個信心!  盧錦華

4	 「疫」境中尋主光  森盧佩虞

6	 太古城堂的五餅二魚 李應新	張月華

8	 疫有感恩、體會、經歷 陳偉勤

9	 播道神學院：更美的事奉春季課程

10	 以神的話：播道神學院招生 

播道差會

11	 教育部：SEN兒童牧養講座

12	 教育部；學用AI動畫細說生命點滴

14	 社會服務招聘

15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社會服務賣旗日2021

16	 銳意門訓網上研習會-	讓門訓號角四處響起	 林美珍	

18	 分享家中事：招聘	

19	 播道兒童之家「院友服務」	 張仲明

20	 總幹事心語：新年四祝願

播道同工知多少（封底內頁）	

福杯（封底）

目錄

播道月報353（總期數723）
出版者：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督印人：羅錫堅	 顧問：陳黔開
主編：陳士衡	 執行編輯：孫小慧
編輯委員：盧錦華、陳麗玉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來信申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出版
播道會總會地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大廈十四樓
電話：27159683     傳真：27110526
電郵：sarasuen@efcc.org.hk
網址：www.efcc.org.hk
播道月報電子版：www.efcc.org.hk/Publications

以手機隨時閱讀月報文章，請按你的手機系統，
scan以下的QR code，下載播道月報app。



	 元旦、春節、正月都是每年啟始

的日子，我們都會帶着喜氣洋洋的心來

迎接。不過，我們剛剛從二零二零年走

過來，對過往的一年，是紛亂的，對不

少的人來說，是難以形容的一年，因為

出現的狀況是前所未見的，簡單的說，

是沒有前科，以致不知如何面對，而且問題是，我們仍未渡過這些處境或難

處，所以仍是感到慌亂，沒把握的！

　　當我們遇到問題，很快就會從以往的經驗中找尋答案，看看有沒有相似

的痕跡，當時有沒有可以借鏡的地方。所以當去年年初新的疫情爆發，大家

很快聯想到沙士的一疫，疫情又影響了起居生活，也影響了經濟，我們又想

起以往金融風暴，經濟不景倒閉及失業潮。這只是總多的困難中的兩個最明

顯的，也足叫我們傷透腦筋了。作為神的兒女，我們有出路嗎？我們能在這

逆境或動盪中有信心，有平安嗎？

　　「新正頭」，報些喜訊吧！不過我們要報的不只是「報些喜訊」。當然

對以上提及的困難，目前仍沒有任何迹象，它們會很快離我們而去，我們也

不是要避而不談，埋首沙堆。筆者想說的，是我們心中應該有一份「超越這

些不安」的平安，是一份從上而來的信心，而且這力量，是可以彼此感染，

以致凝聚更實在的、更大的信心！

　　無論您是否得着這份「信心」，我們都來整理一下，檢視一下，我們所

信的，帶給我們的鼓勵，在我們心裏發生了作用嗎？你也能因此而幫助其他

不足的肢體嗎？甚至未信的，看見我們的信心及平安，因羨慕及好奇，從而

來認識主耶穌嗎？這些「患難」的日子，可能是見證主最好的時機。

	 在這大逆境中，願我們可以靠主而有安穩的心，有平安喜樂的心，有超

越這些不安的「信心」，藉着這期月報，彼此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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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衡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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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這個信心！
主題

盧錦華	(康福堂會友、月報編委)

一、引言
	 今日，我嘗試引用《馬太福音》八章5~13節的經文，藉着經文裏百夫長
的經歷去思考信心問題。

二、這麼大的信心……我也沒有遇見過
	 馬太福音八章5~13節是談到當時一個軍官百夫長為醫治他的一個害了
癱瘓病的僕人去求耶穌醫治。而在耶穌的回應裏，其中一句對跟從祂的人所
說的話，卻為我	 (或者其他人)	帶來挑戰和提醒，事實上是有些壓力的！耶穌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沒有遇見
過。」(10節)
	 那是真的，我實在沒有那份信心。在過去一年的疫症影響裏，我從未試
過長期大部分時間「被困」在家裏，對我來說是新經驗、新挑戰，但卻又是
新愁苦，新「斷裂」(沒有了教會實體生活，社交生活盡少，六親不聚…)	 ，
我變成了另一個「宅男」！牧者經常提醒我們要懂得仰望神，那是我知道
的，但我內裏卻「沒有那份信心」，怎知道祂會幫助我們渡過！
	 那是真的，我實在沒有那份信心。這次在疫症期間，我又建立了另一個
新經驗，就是每天早上做靈修，起碼看四段經文，然後作深層的思考。理論
上，應該我已經是「吃飽了早餐」的！但實情是，當看到周圍疫症急速的擴
散，我心裏既擔心又恐懼，若果我「中了招」，我真的信祂會醫治嗎？我不
知，因為我裏面「沒有那份信心」，怎信得過我會被醫治呢！
	 耶穌指出自己沒有遇見過有如此大信心的人，我也沒有，因為我本身就
是「沒有那份信心」！



播道月報．353 3

播

三、百夫長的信心何來
	 雖然百夫長是個軍人，但他十分清楚權柄的層次和來源，他懂得謙卑，
他知道人的得救不是靠他自己，他要靠耶穌的能力，所以他要信賴耶穌─祂
是最適合的人去醫治他的僕人。這是百夫長的選擇，而耶穌是憐憫人的主，
祂見到百夫長為他的僕人的哀求，就動了慈心，憐憫他，去醫治他的僕人。
	 那是真的，百夫長放下自己的權柄，謙卑自己，順服基督的權柄，信賴
耶穌，這是真信心！那，我們的信心取向又如何？
	 百夫長的信心何來？是從認識神而來，他信心的表現，清楚的讓我們
明白，我們若要認識生命，唯有先認識神，透過對神的認識，才能真確地了
解到信心的真諦。那憐憫人的主，就因着我們對祂的謙卑而賜福與我們。
德國一間教會收藏着一座有名的主耶穌釘十架的雕像，據說那個像的眼睛
看起來像流着淚的。有人看過後說：「我看不出來呢！」牧師說：「你跪
下，再向上看，就看得出來了。」那是說：	 「你要抬起頭來，必須先謙卑
(Knees	down,	chin	up)。」(惠敦大學(Wheaton	College)的校長V.	Raymond	
Edmond)	。
	 信心的建立，也是從百夫長懂得謙卑放下自己而來。所以，西方有一句
說話：「只有通過神才能認識神	(Through	God	alone	can	God	be	known)。」
	 「若果你想了解到神，你必須站在神的下面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四、小結
	 耶穌向百夫長的僕人身上行神蹟，是要說明，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我
們得力的來源是從主而來的，正如先知撒迦利亞所言：「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不是倚靠權
勢，不是倚靠能力，而是倚靠我的靈。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亞四6)	耶
穌也要向我們證明祂是奉天父的差遣而來，為要彰顯神國的榮耀，而人的信
心可以叫神的榮耀得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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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中尋主光  
主題

森盧佩虞（日本宣教士）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約八１２）

　　人生路上必有經歷幽暗的日子，在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曾多次在死

亡邊緣擦身而過。我們一家在香港述職時，曾租住在觀塘淘大花園F座，其後

在新聞才知悉沙士病毒在這區爆發；2001年我們剛在美國述職，在9月11日

早上因世貿大廈被炸毁的新聞「驚醒」，尤如大戰即將爆發；2011年3月11

日下午，我和姊姊（盧佩珍宣教士）剛在仙台泉教會隣近派福音單張時，發

生日本東北九級大地震和海嘯。2020年1月初，我們剛來到北美探望教會，

萬想不到新冠病毒已開始蔓延世界各地，幸而及時趕回仙台能與教會肢體一

起面對疫情。這次疫情的挑戰更是全球性也是持續性的使多人不斷失去生命

和工作。

		 	 在過往面對各種危難中，神讓我們一家學習和經歷到一個可戰勝幽暗害

怕的「出路」，那就是信靠主耶穌和祂應許的話。回顧在仙台大地震的那一

刻，我和姊姊在街上時、眼前一切都在搖動和玻璃窗的震動聲。那時我心中

極其害怕，便向天舉望呼求主的拯救。想不到眼前見到的天卻是一個非常平

靜，碧藍美麗的天空，與我眼前見到的恐怖情景有極大的對比、使我立時想

起詩篇一一九篇89節「耶和華啊，祢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神應

許的話如同祂的臨在，頓時驅走我的害怕，心中也如同碧藍的天空，奇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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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定」下來！地還在震動、我卻能向主發出感恩的禱告「感謝主讓我能

在日本傳揚那寶貴和永遠『安定』在天的話語。」		

　　今年的疫情使全世界的人都活在恐慌和不安中，好像每天走在漆黑的隧

道中，不知何時才得見曙光。這使我想起多年前，與一位日籍姊妹，在加拿

大參加短宣事奉時，因參加教會旅行，傍晚回程時，迷失在森林中的經歷。

當時我們在森林中失去了方向，只有在漆黑的山谷中尋找回家的「出路」。

可是駕駛了過多小時，還找不到出路，車油也漸漸減少，心中非常害怕。無

望之際，我們停了下來向主禱告，求主引領。奇妙地禱告後，突然想起約八

12	的經文：「主耶穌是世上的光」！我立時領會到，不要再在漆黑的山谷中

找出路而是去尋找「光」！若找到光，那可能是高速公路的街燈。姊妹便開

始慢慢地在漆黑中駕駛，我便四處張望尋「光」。果然不久，從很遠見到一

點非常微弱的光，如同螢火蟲的光一樣。這微弱的光「卻」立刻驅走我們心

中的恐懼和山谷中的黑暗勢力。雖然我們失去方向，卻因朝向光的方向走，

微小的光漸漸變強。果然那就是高速公路的燈光，那光引領我們找到回家的

路。

　　主耶穌應許：「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

命的光！」當我們跟隨主耶穌和信靠祂應許的話，我們必在「疫」境中找到

生命更新的出路。雖然這一年我們的事奉減少了但禱告卻多了；接觸慕道朋

友的機會少了但門訓信徒的機會卻多了；直接向新朋友傳福音機會少了但藉

網上聚會，將神的話帶進他們的家庭機會也多了。當我們跟隨主和在祂的「

光」中行，有一天我們必見到突破的「出路」！		播



6

太古城堂的
      五餅二魚

主題

李應新			張月華

緣起
	 2020年發生新冠病毐肺炎全球大流行的疫情蔓延，造成世界經濟嚴重
衝擊，外向型經濟的香港社會亦自然大受影響，特別是基層市民所承受的壓
力就更深了。今年中，香港政府開始向每個市民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時，有

一位主內肢體主動提出若弟兄姊妹奉獻這筆
款項時，他願意以一比一的方式配對，目
標是給予基督教機構去服侍最有需要的基層
人士。發起的弟兄因信任教會而不會參與任
何資源分配的過程，執事會就委托了包括牧
者、執事和關心社會的肢體組成的五人小組
全權負責。

小孩子的啟發
	 五餅二魚的聖經故事耳熟能詳，四卷福音書都有記載，故事中主要物品
是餅和魚，而人物常放在小孩身上，其實耶穌才是主角。五餅二魚事件的發
生，是群眾在野地待到很夜仍未散去，他們需要食物，於是耶穌以五個餅兩
條魚提供五千人的食用，剩下零碎的裝滿十二個籃子。除了事件之外，還有
三個發現：

1.	 主憐憫人
	 馬太和馬可福音提到「耶穌見到許多人，就憐憫他們」，「憐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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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慈心」，這兩個詞在原文是同一個字（參太
二十34）；主望着他們，心中的愛被牽動了，因祂
了解他們的需要，體恤他們的苦況。耶穌本想安靜
但被打擾，因着憐憫的心，便接待他們。
2.	 全人關懷
	 路加福音記載「耶穌便接待他們，對他們講論
神國的道，醫治那些需要醫治的人。」讓我們了解
到，耶穌看重屬靈的事，傳神國的道，同樣關注人
身體方面的需要，醫治病人。主關心是我們全人的
需要，當我們向他人作出關懷時，會否側重一邊而忽略一邊。
3.	 主與人同工
	 耶穌行這神蹟讓門徒一同參與，耶穌將餅和魚祝謝後遞給門徒，讓門徒
分派給各人。主願意與我們同工，使我們可以經歷祂的作為。

總結
	 因此教會以「五餅二魚」命名這次
以愛心付出的行動。同時肢體的參與及
付出，讓我們看到主的工作，主的供應
是足夠。我們最後連配對共籌得款項約
九十萬，給與超過十五個福音機構的多
個項目。另外，社會的需要很大，主感
動不同的人作出關心，是很貼心關懷。
感恩神使用「五餅二魚」執行小組，雖
然服侍過程不容易，甚至這段期間教會的的收支處於虧損的狀態。但仍然感
到值得。願榮耀歸與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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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有感恩、體會、經歷 
主題

陳偉勤	(奇恩堂傳道)

	 回想第一波疫情出現時，是2020年2月2日是最後一次的實體聖餐主日崇
拜，當時的心情仍未能接受到要「急停」！
	 我求問神：若人與人之間要被隔離，當如何仍能持續履行我的牧職呢？
感謝耶和華以勒，祂總有預備，好叫我仍能持續履行牧養：
	 因着疫情，多了較多的空間去個別尋羊。最後一週的實體主日崇拜，
來了一位新朋友阿敏，因我們是社區教會，單對單來辦事處做栽培都是好方
便的，一齊查經，領她決志之後，她持續以ZOOM參與教會禱告會、網上崇
拜、主日學等，現在她正等候實體浸禮的日子。
	 又有一位來了教會多年的長者，平常的日子常穿梭於長者中心或教會聚
會，心態是來「make	 fun」或打發時間。疫情發生了，她反而主動來找傳道
人，要申請受浸！我告訴他要先上栽培課，她認真地答應，我問為何要申請
受浸？「疫情的孤獨…怕受到感染…」受栽培至今，現在也是等候實體的浸
禮喔。
	 又有一位隱蔽、日夜顛倒作息的青成人，因着疫情，推動她要積極面
對自己的人生…母女二人前來，每週見面一次：傾談、認罪、決志更新、調
藥…生命有好大的改變，雖然這段時間她的生活又故態復萌，但深信那那真
光必能領她走出黑暗，歸向光明，阿門！
	 有一對夫婦，丈夫是未信主的，疫情期間，丈夫竟敢邀約我家訪，請我
食他的生日蛋糕，我對他說：「好想為你創造多一個屬靈生日切蛋糕的日子
啊！」就是這樣，讓我每週一次家訪查經，分享福音、決志，現在他知道自
己多了一次切蛋糕的日子，且等候着實體的浸禮。	
	 還有陪伴媽媽多年出席崇拜的青成人，從不參與教會其他的聚會，也不
與人打交道。因着疫情，我定意要尋羊，約他見面、關懷，得知他是大學時
代已信主，只是出來工作就停止了教會的生活。這段日子，邀約他參加了在
職小組聚會、主日學，且是等候實體浸禮其中一員。
	 還有多年靈裏沉睡的姊妹，因疫情有更多空間去面對自己的問題，又肯
花時間去與傳道人對話，真的好寶貴。
	 我們是長者教會，在疫情中，真的好欣賞和要讚賞長者們(75歲或以上)
，他們退而不休，大部份的長者都肯學用ZOOM平台持續與神與人連結。
	 在這段疫情期間，願遵行使徒保羅的勸勉：我們傳揚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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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到神面前。也願為
此勞苦，照着祂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一28)。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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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  
我們推行社會服務︰

見證基督大愛，關顧全人需要；
實踐基督使命，廣傳得救福音。

誠聘

1. 活動幹事 (沙田/自資服務單位)
- 香港中學會考/中學文憑(HKDSE)或以上程度，具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 熟識電腦文書操作及中文輸入法；
- 成熟主動、能獨立工作、有責任感及工作熱誠；
- 策劃、統籌及帶領各項班組活動，並協助中心日常運作。

2. 活動幹事 (美孚/青衣/藍田)
- 香港中學會考/中學文憑(HKDSE)或以上程度，熟悉應用資訊科技及網絡平台優先；
- 熟悉電腦文書操作及中文輸入法；
- 成熟主動、能獨立工作、有責任感及工作熱誠；
- 協助中心利用資訊科技推行各項服務、班組及活動並協助中心日常運作；
- 美孚、青衣、藍田區各有一個空缺，合約期為2021年1至12月。

3. 策劃及發展主任 (尖沙咀總部)
- 負責開拓機構資源、財務管理及管理由基金資助的計劃。
- 最少三年資源拓展、項目管理、市場策劃等相關工作經驗。
- 持相關學位或資歷。
- 熟悉電腦操作，有多媒體或網頁製作的相關經驗更佳。

4. 幹事 (尖沙咀總部)
- 香港中學會考/中學文憑(HKDSE)或以上程度；
- 協助聯繫服務單位，協調服務、資源、報告等事宜；
- 協助日常辦公室運作；
- 靈活主動、熟悉電腦操作；熟悉電腦及網絡維護更佳。

歡迎認同本會服務宗旨者加入我們的團隊，來函請郵寄/電郵至下列地址
(請註明申請職位及地區)︰
(1)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安樓地下6-8號 – 中心主任收 / hf.cic@ess.org.hk
(2) 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樓 - 服務主任收 / ss@ess.org.hk
(3) 及 (4) 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樓 - 總主任收 / hr@ess.org.hk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及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分享家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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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銳意門訓大會是一個神聖的約會
(Divine Appointment)。神讓我在2013年亞洲
區播道大會結束後，與曾金發牧師、師母分
享我心中已存在兩年的心聲：盼望舉行香港
銳意門訓大會。經過麥翠蓮師母的禱告及接
納，我們就定了一個兩年後的約會。
 2015年，期待了四年的香港銳意門訓終於來臨，在毫無經驗及預期下，
出席人數竟達1200人之多。曾牧師、師母信息一針見血︰人人都在門訓，每
間教會都說在門訓，問題是我們培育了哪一類的門徒？「某確類」喚醒了教
會，銳意門訓(IDMC)作為催化劑，要發出響亮的號角聲，召喚本地教會去銳
意訓練門徒──訓練某確類門徒。
 感謝主！我們銳意地吹響此號角已經五年了：
 2015年：某確類─事工成敗重新定義
 2016年：倍增真門徒
 2017年：耕耘心靈土壤
 2018年：進入聖言：從「吓？」到「嘩！」
 2019年：職場門徒：國度反擊戰
 出席人數由千多人，增長至二千人，再增長至四千多人，聽見號角又回
應號角的人越發增加，這全是聖靈大能，吸引人心，追求耶穌！
 作門徒就是一再與主耶穌相愛，並且越來越像祂。這是一個必須一步一
步花時間前行的旅程，欲速不達。
 我們相信，頭五年的IDMC研習會祇是號角聲的前奏，這仍然是一條漫長
的路，但神已興起了上萬的門訓同路人呢！ 
 新加坡IDMC由1995年開始至今已二十多年，曾牧師坦言IDMC 
Movement推動了這麼多年，亦推廣到世界各地，可惜真正成為回歸門訓
根本的教會，仍是寥寥可數！然而，主耶穌快要回來！當務之急就是普世
宣教。而根據聖經，普世宣教的關鍵在於銳意門訓（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在這新冠肺炎的年間，當一切停擺，人人生命的實況全然呈現，更顯明
這世界更需要主的真門徒，在這黑暗的時期作光作鹽，因此門徒訓練更為迫
切。所以縱然場地及處境極多限制，IDMC HK仍貼近主耶穌的胸膛，願意嘗
試舉行網上IDMC！
 ONLINE IDMC!? 一年前，這是難以想像的事，但在新冠肺炎捲起的新
常態下，過去一年內舉行網上IDMC 的已有澳洲、新加坡、多倫多、馬來西

林美珍傳道(播道會傳道部主任)

銳 意 門 訓 網 上 研 習 會 -  讓 門 訓 號 角 四 處 響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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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及俄羅斯。香港首次網上銳意門訓研習會的主題是「事工成敗重新定
義」，就在2020年11月26至28日，凝聚了眾教會，一起在網上吹響門訓的號
角！乘坐着聖靈的風，在全球銳意門訓運動的禱告託着，香港銳意門訓不單
能在諸多困窘中順利完成，而且成果超出所想所求。
     雖然今年網上研習會是採用2015年的錄影內容，然而，籌委會願意作更好
的預備，深入重溫所有內容，並在禱告及聖靈的引領下，同心制訂每一講的
反思題目，讓參加者能把握聖靈的感動，回應上主。
     承傳下一代是門訓運動的重要取向，因此今年邀請了資深的敬拜牧者郭麗
婷傳道及廖諾文傳道領導飛BOOK特工隊的18-23歲青年組成IDMC 2020敬拜
隊，在他們的榜樣影響下，青年人不但用心努力預備，更謙卑向前輩學習，
喜樂地以靈以誠向主獻上敬拜，叫研習會參加者可以在敬拜中與主相遇，在
愛中渴望跟隨主！
   會期正值教會仍可讓一半人的聚會的限聚規格，所以肢體可聚集於教會一
起在網上學習。因程序中已預設了充足的分組分享時間，所以不少教會或
實體，或ZOOM，都藉分組分享，增強深化所學的。感恩有牧者試行門訓幾
年，其間教會經歷很多挑戰，竟在分組時聽到肢體說，重拾對主和對教會的
信心，讓這牧者記起教會昔日徬徨的掙扎形成對比，看見神的作為很被感
動！另一個教會又傳來佳音，有堂主任隨即行動，招聚肢體，親自帶領及推
行門訓，實是主所喜悅的！
   喜出望外的不但1300多位牧者、領袖及肢體入了網上研習FACEBOOK 群
組，背後觀看的可能更多於此人數。然而，由於是網上研習時間限定，因此
每節同時觀看者只約400位，實已屬難得。令人興奮的是，很多肢體建議大
會把14日網上重溫期延長，免得他們因應付疫情，錯失美好學習時機；渴慕
呼聲令籌委們立即決定延期至一月中，讓肢體把握聖誕新年假期，雖不能外
遊，卻可向心靈進發，享受內在生命深度遊。
 誠如曾金發牧師的勸勉：「這瘟疫帶來從未有過的壓力，逼使我們深刻
反省，同時它帶來教會極大的機會引導人與神建立正確的關係，培育他們成
長，使他們倍增門徒—從而為基督在這破敗的世界帶來轉化。」這正是香港
銳意門訓籌委們—歐楚明傳道、黃仕騰先生、盧德仁牧師、李恩全牧師、王
妙珊傳道和廖諾文傳道的經歷，在籌備及帶領時我們都經驗到必須要與神有
正確的關係，以致當面對一波又一波疫情帶來的衝擊，能學習以信心作出困
難的決定：改期、改場地、改網上、改錄影場地、改流程、改延期…。喜見
事事都有主帶領保守，感動播道家各堂同心鼎力相助，目的是要我們更貼近
祂，更彼此同心，見證相愛合一的門徒生命。
   如今銳意門訓2020網上研習會曲終人未散，參加者仍在不同空間時間，以
不同形式讓門訓號角四處響起！願天國降臨，願天父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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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中事
播道會同福堂招聘
招聘影音同工1名 (hr115@tungfook.com)
工作範圍：負責教會場地的影音操作及管理；支援教會活動的影音設定、搬運、安裝及日
常保養；相關影音器材及系統的基本維修或安排維修；需於晚間、星期天及公眾假期當值
工作。
要求：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基本影音系統操作及認識；人際關係良好，善於溝通，具團
隊精神；具相關經驗更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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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香
港銅鑼灣道25號一樓同福堂助理行政主任王太收，或電郵致申請職位的專用電郵地址，同
福堂助理行政主任王太收；資料保密，只供招聘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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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天泉堂
傳道同工(長者事工)
具認可神學學位、負責長者事工、具牧養經驗優先、重團隊合作及外展佈道

傳道同工(青少年事工)
具認可神學學位、負責青少年事工、具牧養經驗優先、重團隊合作及外展佈道

1)	請將履歷附得救及蒙召見證電郵	mail@tinchuenchurch.org	
	 播道會天泉堂麥牧師收
2)	資料保密，只供招聘用途；	
3)	凡申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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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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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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仲明牧師(播道兒童之家顧問院牧)

	 播道兒童之家設立之「ECH院友服務」始創於去年十二月，以基督大愛關
懷離院孩子和家屬，提供信仰支援，包括介紹教會、關懷探訪和裝備牧養。服務
對象為曾受助ECH兒童院護或「第二人生助跑計劃」，並已離院的舊宿生，歷
年累積約1,000位，目前已連繫約200人。
	 顧問院牧張仲明牧師統籌「ECH院友服務」，資深前家長同工Onson哥退休
後擔任福音幹事，結連不同年代院友，在這一年經歷主恩。未來的服侍焦點為近
5至10年離院青年，計劃建立義工隊，嘗試多元服侍。以下分享伙伴同行的美好
見證：
〈Life	Path〉生命教練指導	探索人生
	 中華基督會梁佩瑤牧師現時與兩位青年同
行，以〈Life	 Path〉為工具，加上個人指導，協
助青年從生活、學習、工作和靈性方面認識自
己，探索人生。梁牧師分享兩位青年心存渴望建
立別人和自己，深感他們經歷昔日被照顧和關
愛，建立今天的成長起步。我們實在需要有同行
者，繼續支持離院青年，追求靈命與主結連。

〈畢士大坊〉與院友同行
	 畢士大坊是一個充滿恩典的工作坊，透過創
作手工藝，讓參與的朋友發揮才能，藉著製作散
播關愛。蘇偉明弟兄是工作坊的燃夢者及教授導
師。於去年蘇弟兄參與ECH青年事工啟動禮，回
應服侍青年人的異象。今年受疫情影響，未能正
式開設課程；最終於11月，試辦「限聚2人」的
製作；兩位青年人感恩可一展學習手工藝的興趣。盼望恩主祝福畢士大坊，不單
提供ECH院友學藝之路，也凝聚散播關愛和恩慈的朋友。
	 迎向65周年，求主使用「ECH院友服務」，祝福更多生命，獻呈成長的感
恩。

播道兒童之家「院友服務」

Onson哥(左)、梁佩瑤牧師(中)
及兩位青年

蘇弟兄(中)及兩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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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四 祝 願

羅錫堅

總幹事心語

 過去一年，世界各國都經歷了巨大的動盪–新冠疫情、美國選舉、英國
脫歐、中美角力、水災風災、地震蝗蟲等。香港面對社會運動和政治經濟的
轉型，情況更顯嚴峻。現在新的一年來到了，讓我在這新春佳節裏為你獻上
四個祝願：
 
 1. 願你在新的一年裏，享受到神所賜的健康和福　樂，正如詩人大衛所
說的：「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
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你的性命脫離死亡，以慈愛和憐憫作
你的冠冕；他以福樂使你的心願滿足，以致你好像鷹一般恢復青春的活力。
」（詩篇一O三2-5）
 2. 願你在教會裏享受到互愛互助的情誼。香港社會充斥着怨氣，但使
徒保羅鼓勵信徒之間要寬容和互愛：「所以，你們既然是神所揀選的，是聖
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的心腸、恩慈、謙卑、溫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對
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互相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
饒恕人。在這一切之上，還要有愛心，愛心是聯繫全德的。」(歌羅西書三
12-14)
 3. 願你在未來一年面對的抉擇，都憑敬虔和信心依靠神，就如所羅門王
所教導的：「你要一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
路上，都要承認他，他必使你的路徑平坦正直。」（箴言三5-6）
 4. 願你在未來的一年裏，更深地經歷基督。使徒保羅看此為最寶貴：
「不但這樣，我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為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為了他，我把萬事都拋棄了，看作廢物，為了要得着基督。」（腓立比
書三8）

 祝   新年快樂！



播道同工知多少

 蒙神的引領，我在播道會恩福堂
已事奉了12年，「恩福家」是我就讀
神學時實習的教會，亦是我第一個事
奉的工場。感恩昔日神呼召我與兩三
個男人同行，而在12年恩福事奉的日
子，縱然當中曾在不同的崗位服侍，
但我從沒有停止牧養教會內的弟兄，
並且可以不斷接觸未信主的男士，以
及見證他們由認識福音、在團契成
長、最終委身事奉神的過程。
 回顧多年在教會的事奉，最感
恩的是可以與一些面對危難的弟兄同
行；無論是面對身體上的危疾、婚姻
上的危機、工作上的挫敗、甚或是在
靈性上的枯乾和絕望，正如箴言十七
章17節︰「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
患難而生。」當弟兄在屬靈的黑夜中
感到迷茫和無助時，作為牧者能在其
中成為他們的屬靈同路人，引領他們
繼續察驗神的同在，並陪伴他們走回
歸家之路，這份同行的經歷是我在事
奉中感到最受鼓勵的。當然，最遺憾

的並不是每一個弟兄都能回轉，有些
因為世俗的誘惑而放下信仰，有些就
因著不同的傷痛和失望而離開教會；
但我深信主必不會丟棄他們，因主耶
穌也曾對彼得說︰「西門！西門！撒
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
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
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
的弟兄。」(路二十二31-32) 
 縱然在牧養的路上有高亦有低，
但感恩不單有太太和兩個女兒作我最
大的支援，給我一個溫暖的家可以歇
息；此外一班在教會內，以及在播道
宗派內，一同事奉主的教牧同工亦成
為我最大的鼓勵和安慰。在過去事奉
的日子，感謝神為我預備不同的同工
和牧長作我的禱伴，定期與我分享和
禱告，這些「靈程戰友」實在是主給
予我最大的禮物。
 求主幫助我在未來事奉的路上，
繼續回應神的呼召，忠心牧養祂所交
托的群羊。

李敏聰牧師
(播道會恩福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約十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