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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月報，一直都在介紹我們不同的事工，最近我們更講到組織上需
要改變及發展，卻很少觸及我們中間一個很重要的「成員」：我們的同工牧
者。當然，月報每期有專欄介紹我們的同工牧者，不過，我們是「擁有」一
個為數不少的牧者團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切入點，去認識他們。據筆者的
領受，相信每一位華人的傳道同工，有兩個時刻是很重要的，一個是蒙召立
志，另一個就是接受按牧，都是很值得分享的，今期月報有四位剛接受按牧
的同工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獻身、述志。
　　「牧者」「牧師」的這個「牧」字是一個很特別的稱謂，明顯是因為「
牧人」「放牧」這個觀念而來的。不過，我們用這個「牧」字時，都以較尊
重的模式使用，類似老師學者。試想想，我們平時只會用「看羊」「放牛」
或「趕鴨」來形容「放牧」的工作，我們絕不這樣看待我們的牧者。當一位
肢體，立志要為主牧養信眾，傳揚主的拯救大恩，這是當受珍惜重視的。
　　蒙召成為牧者，是一個經歷，是身心靈都付上的旅程，有如摩西離開吾
珥，只是知道要去的「遠方」，其他的就是見步行步，見路行路！而且與身
邊每位認識的人的關係，產生了點變化，因為大家開始用「傳道人」的眼光
留意你，知道你會走上傳道生涯，未信主的親朋會不清楚你會變成點，多了
點陌生感，信了主的，或會開始對你加多兩分禮貌，這自然是因為欣賞及感
恩。
　　「按牧」是另一個重要時刻，我們很重視這個經歷或過程，一位傳道同
工，在蒙召時就被要求或預備有十足的牧者心，所以筆者認為，按牧是牧者
起初的「獻身」立志，得到牧長領袖及信眾們的印證下，在神前完成契約所
需的「簽署，封印，及送達」（Signed,	Sealed,	and	delivered），獻與我們
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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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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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羅旭生牧師(山福堂)

前言
	 首先分享少許個人事奉歷程：我於1990年信主，1995年
接受水禮，在山福堂學習、成長及事奉，2005年進入神學院，
畢業後先在恩福堂普通話部事奉，不久又回到山福堂成為傳道
同工。

接受按牧，在此分享四點心聲：
一．一個感謝
	 作為一個典型男士……傳道人，我很少講以下內容：
	 感謝成長上的恩師：潘姑娘、何偉強牧師夫婦、李國樑牧師夫婦、蘇
穎智牧師夫婦、夏沛牧師夫婦、恩福堂同工Maisie，還有按牧當天在台上一
班牧長，一班忠心同路人(弟兄姊妹)；多謝主耶穌基督，成為我一生的主，
又多謝祂所賜我的優質太太、子女及家人；又有播道神學院裏恩師的用心栽
培……請恕未能列出跟着的百人名單。

二．一個發現
	 我發現有以上所講的如此多天使圍繞着，又發現自己太有限，但發現
自己有很多恩賜，我說出以下恩賜數目……就是聖經所說的一千兩。我向神
表明心志，如果神認為給予多一些──二千兩恩賜對天國推進有益，我會笑
納；否則，請只給一千，我願意盡心讓一千兩multiply(倍增)。每天，我只需
要完成祢給我的工作，成了。感謝主，祂「不卒數」，祂要人盡心盡力卻是
要人輕省！

按牧心聲：四點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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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不擁有
	 我不擁有會眾、	教會、及人數增長能
力。
	 美 國 知 名 牧 師 與 作 家 畢 德 生
（Eugene	 Peterson）給我的啟發：早年
畢德生牧師嚮往學術之路，但他最後放
棄了博士研究，投身牧職。他擁抱「牧師」的異象，他勤力牧養到身體也跨
了。他病癒回教會，看見教會井井有條。他領悟，知道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只有自己在，教會才走正軌嗎？
	 這是祂的教會，這是祂的子民，所有都屬基督的，我抱着這些不放，就
是越位(超越了自己的權柄)。

四．我確擁有
	 我不擁有神呼召我以外的事，我確
擁有神呼召我完成的事，我就盡力去完
成。作為傳道人，會盡力去推動異象，
把會眾組織起來，也為主的國度做一點
事。我確擁有一班為主打仗，我們彼此支援的軍隊/同路人。我確擁有藉基督
轉化城市的心：城市如果走向黑暗，耶穌基督的真光更顯得清楚。基督徒要
起來，為破碎的世代做點事。為這城市帶來盼望，居民怎樣活得有盼望又快
樂的呢?		

結語
	 「一個感謝、一個發現、我不擁有、我確擁有」，四點式「講章」到尾
聲。無論是傳道、是牧師，我仍然為以上所說的領受委身教會，委身天國，
全力以赴！
	 以荊軻刺秦王前的一句名句(他知道此行必死無疑)結束：「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古音否旋)。」(以前瘦，今天肥胖的我，配得上壯
士稱號。)	為天國努力，死就死吧！ 播



4

主題

杜紹平牧師	(恩福馬鞍山堂)

	 感謝上帝的愛！讓小僕今日可以分享按牧述志，及過往蒙召的經歷。

	 感謝主耶穌，我在1986年有機會到英國倫敦進修會
計，由同學邀請返當地團契，在1986年5月2日晚上在團
契悔改接受主耶穌為救主；並在1987年12月13日接受水
禮加入筲箕灣潮語浸信會為會友。

	 1997年暑假，我有一星期去潮汕短宣，與當地牧
者、弟兄姊妹有深入的交通，明白福音如何在百多年前
由歐美宣教士傳入當地。往後每年，我都有數次同牧者
探訪潮汕教會，與弟兄彼此分享見證，聽到他們過往如何面對困難逼迫，藉
着神的話語、弟兄姊妹的流淚禱告，和先賢的榜樣，仍緊緊跟隨主，自己深
受感動，回想當時每次都是靈裏飽滿地回家。

	 2002年在一次探訪當地一間教會，教會剛重建，門口有碑文記載一位美
國宣教士在百多年前建立。我坐在禮拜堂安靜禱告時，神的靈感動自己，
「你願意為我全時間事奉嗎？」我心中回應：「主啊！我願意。」但及
後信心不足，放下對神的應許。直至2004年初，與太太的禱告分享，太太問

按牧心聲：感恩與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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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會否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你讀完五十歲，還
可以為神事奉二、三十年呀。」感謝神！透過太太的
鼓勵、教會牧者和弟兄姊妹的認同，我終於入神學院
接受裝備。

	 我於2009年6月2日開始在恩福馬鞍山堂事奉，在
十二年服侍中，可以和同工、領袖服侍信徒，真是感
恩。

	 作為一位牧者，身份有改變，事奉沒有改變，自己會更渴慕聖工；與肢
體同行，履行大使命，將主的愛帶給憂傷困苦的人，叫他們在主裏有平安和
盼望。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腓三13-14）

	 在此感謝恩福堂牧者同工、長執、弟兄姊妹的鼓勵、愛戴和忍耐；感謝
母會筲箕灣潮語浸信會弟兄姊妹的禱告和支持；感謝伯特利神學院師長們的
教導和提點。這一切，我銘記於心。

	 最後感謝太太過往的同行和辛勞、兩個女兒的體諒，許多個晚上父女三
人一同忙着趕功課的情境，回想一切都是恩典。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獨一的三一真神！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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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潘細寶牧師	(恩福堂)

	 可以蒙恩得救是神給我莫大的恩典，可以蒙神呼召，全時間服侍神是恩
典中的恩典。感謝神拯救我、醫治我、使用我！

	 我初信的時候，參加冬令會，當結
束時，牧師問有否弟兄姊妹願意服侍神，
我想：神這麼好，當然要服侍祂了，就懷
着這單純的心，站起來，走到台前。牧師
禱告完，再跟我傾談的時候，我才知道原
來這就是蒙召，是全時間服侍神。我當時
想：我甚麼也不知道，怎樣服侍呢？雖然
我不知道，不過神已經知道。感謝神悅納我這單純的心，之後一步一步的帶
領我，人生路上又越過高山又越過低谷，神不離不棄的看顧、引導，用祂無
比的愛來感動、溶化我這個不懂愛的人，將我剛硬的心，變成柔軟。

	 祂的意念確實高過我的意念，祂的道路確實高過我的道路，祂為我預
備的，當然不是我所想的。但當我願意放下自我，跟着祂走，走過之後，往
往令我驚嘆：「神，祢果然認識我比我自己更多，祢知道甚麼是對我最好
的。」

	 信主後五年，便開始全時間服侍神，分別在福音機構、恩福聖經學院
服侍，期間神繼續琢磨我、熬煉我，日期滿足，便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神

按牧心志：

按神的心意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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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進入牧職，牧養神的羊，進入磨練的更高境界。感謝神，祂同樣一步
一步帶着我走，祂開闊了我的界限，繼續操練我生命的屬靈果子，學習以神
的愛去愛人，過程中，有艱難、有苦惱、有眼淚，卻又有恩典、有喜樂、有
滿足。總括而言，我知道他們是神交托給我的羊，我不是按自己的喜好去牧
養，而是按神的心意，不是要討人的歡喜，乃是要討神的喜歡。

	 回顧八年牧職，更深體會到神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9下）。不是我自己有甚麼能力、聰明智
慧、知識技巧，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我亦像保羅一樣：更喜歡跨自己的軟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十二9下）

	 感謝神給我按牧的機會，印證和肯定我的恩賜、服侍，在神和人眼人蒙
悅納。

	 按牧雖然不會帶來升職加薪，卻可以更闊的層面上服侍、牧養弟兄姊
妹，亦讓我更肯定自己牧者的身份，見證神在我身上的大能－原來拙口笨舌
的人也可成為牧師。

	 願靠着神，盡力事奉，願祂的名被高舉，祂的榮耀得以彰顯！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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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陳嘉信牧師	(恩福馬鞍山堂堂主任)

一．我的心情：戰兢的心與平常的心
	 面對按牧禮，這段日子我心情非常矛盾。一方
面，成為牧師帶來更多事奉機遇，但亦要承擔更多
責任。按牧印證神透過群體給予我機會，是一份福
氣，但亦自覺不配，因深知自己仍有很多不足和軟
弱，所以言行要更加謹慎，責任加增及自覺種種不
配，令我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面對按牧。
	 但想深一層，令我更覺不配的，是父「在基督裏」願意接納我這軟弱
罪人，十字架的犧牲令我感動不已。能成為基督跟隨者已是無上尊榮，沒有
比作為天父兒女更榮美的身份。按牧在職責上或許有加添，但在本質上，我
與其他事奉者沒有分別。不要認為牧師祈禱會句句蒙應允，每句說話真確無
誤，這些都只是一場誤會，身份不會比人高一籌，這個在基督裏的安穩，令
我以平常心面對按牧。
	 戰兢的心與平常的心	—	我以這兩種看似矛盾的心情迎接未來的服侍，神
透過這兩種心情，提醒我事奉心態要有「變」與「不變」。

二．我的學習：變與不變
1.	 心態變
	 首先是心態變：回想過去一年，在沒有預計的情況下責任加重，馬鞍
山堂的弟兄姊妹非常大膽，居然容讓笨拙的我做堂主任。起初有一種禍患忽
然臨到的感覺，感謝神，令我心意更新而變化，改變我這種心態。神讓我看
見，原來新事奉崗位是神給我與教會一個難得的成長機遇和考驗，鍛煉我在
困難中仰望神、持守真理，又幫助弟兄姊妹明白教會不是靠領袖的能力，而
是靠着元首基督，大家一齊努力。
2.	 目光變
	 第二，是目光變。親愛的同工領袖們，幫助我目光改變，與他們交流，

按牧述志：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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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從多角度去思考人與事，給我啟發，讓我
不會思想有偏差。說起目光要變，少不得我們的
福音伙伴，教會一直以來與青年會書院合作向同
學傳福音，事奉中幫助我們目光變得寬闊，落實
接觸社區群體。
3.	 心境不變
	 要學習改變之餘，神也要我學習不變。第一
個是心境不變，就算多了一個名銜，心境不可以
變。神透過前輩和導師的人生智慧、經歷分享，幫助我了解「人生際遇很難
確定，逆境時不要太介懷，順境時不用太興奮」，事奉要常保持清心，看自
己合乎中道。另方面，神亦提醒我要貫徹所信，放膽做自己，我仍然是大家
所認識的「嘉信Carlson」，不為奉承別人，不為顧及面子，要做回自己。
4.	 接納不變
	 第二個不變是接納不變，做回自己包括接納自己。多謝同工、弟兄姊妹
亦包容我間中沒有主見、偶爾又較固執嘅性格，他們接納我，讓我也學習接
納自己。說起接納，家人對我有很大的接納，他們對我的愛不變，在世上包
容及接納我最多的，應該是太太和兒子。多謝他們接納我有時一家人讀經祈
禱時「太長氣」，多謝兒子思諒幫助我的服侍，記得第一次我們心血來潮行
二十多層樓梯回家，過程啟發我要在事奉中忍耐堅持、調整心態。我亦要多
謝太太智瑩Fanny，沒有她，我根本不能亦不願事奉走到這一步，她是相當
能幹和有智慧的姊妹，但甘心樂意順服我的帶領（起碼我這樣認為），亦成
為思諒的榜樣順服我的帶領。她用說話和行動去支持我這個膽怯的人可以有
信心帶領教會，她一直委身家中服侍，謹守崗位，作全職母親。在我眼中，
她所肩負的天職比更多名銜更尊榮，全職母親這份工在社會上可能未必人人
接受，但其實比許多工作都困難。是她以生命有力告訴我，不要介意別人對
自己的看法，認定了就放心去做。「多謝你，老婆，I	love	you」。
5.	 負擔不變
	 最後一個不變，是我希望起初的事奉負擔不變。我深願一生「以宣講
聖經傳福音，以教導聖經作門訓」。在人心迷茫的年代，更需要靠神的話校
正我們，讓我們在心態和目光上都能改變，但愛主的心、對人的接納、為神
的負擔堅持不變，讓我們有目標有盼望過每一天。我以一節經文作結，並與
另外三位按牧的牧者彼此勉勵，希望從今日開始，能做到經文所說：「耶和
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歸在你的名
下！」（詩一一五1）今日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但願我們忠心傳講聖經，讓更
多人進入神的救贖計劃，當中領略神嘅慈愛、信實不變，眾人便將榮耀歸于
神的名，阿們。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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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播道會總會主辦，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主日）下午三時十五分，假恩福堂

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是次按牧禮同時按立四位傳道：羅旭生傳道（山福堂）、杜紹

平傳道（恩福馬鞍山堂）、潘細寶傳道（恩福堂）、陳嘉信傳道（恩福馬鞍山堂）。

是次按牧禮是年多以來首次可以實體舉行，雖仍受入場人數限制，但會友及親友們

熱烈參與，現場遍佈一片喜慶洋洋的氣氛。

	 典禮開始由主席鄭昌牧師宣召、黃粵龍傳道領詩、何偉強

牧師祈禱、李國樑牧師讀經後，黎家翹牧師(恩福堂堂主任)講

道，黎牧師以彼得前書五章1-5節分享題目「三間牧人」，勉勵

牧者牧養必須在中間、在心間、在世間。牧者在牧養事奉中，

無論面對任何情況或困難，也必與群羊一齊。而牧者事奉是出

於甘心，用心事奉。黎牧師也提醒牧者隨著年齡及經驗增長，

權柄亦相應增加，但責任愈多，則應愈謙卑。最後黎牧師鼓勵四任傳道，今天教會

贈送的是牧師袍，將有一日神給予的是祂的榮耀。隨後四位傳道述志，各有感恩、

立志及自我反省等。(詳見本期主題文章)

	 按牧典禮由莫樹堅牧師聯同襄禮陳培明牧師、何志滌牧

師、郭文池牧師、許亞光牧師、李國樑牧師、羅錫堅牧師、

黎家翹牧師、余仕揚牧師及袁麗連牧師，按手禱告，及後總

會主席郭文池牧師頒發牧師證書。並堂會代表贈禮予四位牧

師。其後有蘇穎智牧師感恩祈禱。最後由四位新任牧師祝福

後按牧典禮圓滿結束。

	 四位牧師雖來自不同堂會，但一同舉行按立典禮，事前

hhhhhh按牧典禮 h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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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協調，如堂會贈禮統一為牧師袍，一同祝福也經過綵排，非常認真及有心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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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中事
播道會和平堂
招聘全職福音幹事
職責：
協助管理本堂轄下自修室日常運作、會
員及社區關顧、宣傳推廣、組織及發展
義工團隊，結合本堂少年及大專青年發
展方向，在自修室服務中，策劃及推動
相關事工的計劃和活動，為區內青少年
人提供服務；需平日晚上及週六當值，
享年假，醫療及進修津貼等福利。
資歷：
認同本會宗旨及使命，大專畢業或以
上，具帶領小組、活動及相關工作經驗
者優先，中英文良好，擅長與青少年人
建立關係、主動、強組織能力及具良好
溝通技巧。
有意者請致函附履歷及得救見證、期
望薪酬、近照及諮詢人資料，電郵到
recruit@woping.org.hk。
所有資料，只作是次的招聘用途及絕對
保密。

屯門福音堂
誠聘傳道／牧師 
神學學士或道學碩士畢業，願與教會領
袖同心推動門徒訓練，實踐埋身牧養，
傳承「銳意門訓」召命。繕履歷寄屯門
彩暉花園7-8號地舖播道會屯門福音堂人
事小組或電郵至christy@efcc-tmc.org，
資料只供招聘用。

播道會同福堂
招聘多媒體傳道1名
(hr113@tungfook.com)
工作範圍：	
與教會不同事工及部門協調，讓教會能
運用多媒體平台作傳福音及牧養工作；
推動多媒體事工，鼓勵及裝備信徒藉網
絡平台分享福音；編製教會的宣傳及報
告檔案，供網上崇拜使用；撰寫及編輯
社交媒體內容，參與拍攝及影片製作；
需於晚間、星期天及公眾假期當值工
作。
要求：
認可神學文憑，或同等學歷；能掌握各
類文件、簡報、海報、宣傳單張等製
作，熟悉MAC及PC排版；熟悉使用設計
及後期製作的相關電腦軟件；抱有熱誠
和幹勁，良好人際溝通技巧及責任感；
於同福銅鑼灣堂上班。
申請須知：
如有興趣申請以上職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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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行政主任陳太收，或電郵致申請職位
的專用電郵地址，同福堂行政主任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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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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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家中事
播道會靈泉堂招聘同工
(1) 傳道同工
道學碩士或以上，負責發展家庭、青少
年職青事工。栽培信徒靈命，建立教會
增長。需具備牧養心志、策劃能力及重
視團隊合作。如有音樂恩賜更佳。每周
44小時工作，需六及日上班。灣仔區工
作。
(2) 文職幹事
大專以上，具事奉心志及責任感，重視
團體工作。負責教會行政事務，懂電腦
文書及基本影音工作。每周44小時工
作，需六及日上班。灣仔區工作。
履歷電郵到pastoric@lingchuen.org	
(資料只用作招聘之用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泉福堂
幹事
職責及要求：
資訊及行政幹事（支援IT及音響，兼任辦公
室及佈道行政工作等）
熟悉電腦文書及常用軟件(Word、Excel、P
owerPoint、YouTube、Zoom等)、電腦操
作及管理、網站管理及協助處理音響系統、
協助辦公室日常行政事務，如：文書處理及
活動支援、支援佈道事工。
青少年幹事（支援青少年傳道同工、事
工、支援辦公室行政、協助傳道同工等）
熟悉電腦文書及常用軟件(Word、Exc
el、PowerPoint、YouTube、Zoom等)
、YOWorship行政/影音。參與並籌備，青
少年部恆常的事工/大型活動。參與青少崇
拜、青少團契帶組。
兒童幹事（支援兒童事工，支援辦公室行
政、協助傳道同工等）
熟悉電腦文書及常用軟件(Word、Excel、P
owerPoint、YouTube、Zoom等)、協助兒
童事工事奉團隊處理一切Awana事工相關工
作，如：行政文書、購買及管理相關物資、
安排場地及音響器材、影音製作等。於所有
Awana兒童聚會及特別兒童聚會中支援有
需要的導師和兒童。協助辦公室行政事務，
如：文書處理及活動支援。

註：主動積極，能彈性協助教會各類事
工，有責任心，具團隊精神。具教會或
機構工作經驗者為佳；須於週六及日上
班，並有需要時於晚間及公眾假期工
作。
申請辦法：請連同個人履歷、應徵信及
近照，並註明申請職位及期望的薪金；	
(1)寄收九龍彌敦道233號佐敦薈9樓，
或(2)電郵致spring@springchurch.hk	
陳小姐收。(3)資料保密，只供招聘用
途；(4)凡申請者寄出信件或發出電郵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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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道會港福堂 誠聘
福音幹事1名
主責支援青少年福音事工、文書及聯絡
統籌工作；支援行政主任委派辦公室
事務；大專畢業，熟悉video	 editing,	
indesign,	 photoshop,	 propresenter；
良好英語，有傳福音熱忱，具備委身及
團隊精神。
以上工作每周五天半，每天八小時，需
周六及主日值班。福利包括：銀行假
期、有薪年假、住院及門診團體醫保、
進修津貼等。有意者將履歷（包括工作
經驗，薪津要求，及得救見證）電郵
hr@kongfok.org至本堂，合則約見。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用途)
網頁：www.kongfok.org
電話：2521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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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平安 三宗教牧周年盛會
 一年一度的三宗教牧周年盛會，本年六月十六日於播道神學院順利舉
行，當日現場參加教牧有約一百三十人，網上參加者有約二百人，下午的工
作坊現場及網上共有約三百二十人參加。反應相當踴躍，顯示移民潮及線上
的牧養是現代香港牧者所關注及切身的問題。
 早上許亞光牧師帶領敬拜，羅錫堅牧師致歡迎詞後，莫
樹堅牧師分享主題信息：移民浪潮下的危與機。莫牧師訪問
了香港十二間不同宗派的教會及牧者，了解香港信徒移民的
情況，及對教會實際的影響，並提出教會對去與留的信徒牧
養方向，莫牧師從對時代的認識、教會觀重塑、基督徒天國
子民身份、教會內部建立等五方面，分享面對移民潮帶來的衝擊。最後，莫
牧師以保羅的例子，與教牧及領袖互勉，教會今天面對移民潮，下次可能遇
到其他困難，但願一同靠主勝過困難。
 回應講員陳潮源牧師(生命頌浸信會主任牧
師)、陳傳華牧師(播道會雅斤堂堂主任)、陳韋安
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他們從養的實
際角度分享教會現況及相應的牧養形式改變及方
法。隨後有45分鐘答問時間，教牧們的討論非常
深切及投入。
 下午安排了四個工作坊分別是：李
志剛牧師（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
分享「探討國際支援移民網絡」、屈偉
豪博士（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分享「從
輔導學和教牧學處理別離」、陳明泉牧
師（旺角浸信會主任牧師）分享「教會
線上／下的牧養策略」、蔣文忠博士（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及蔣
賴玉芳老師（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
講師）分享「疫情下的靈性觀重建」
。不同的課題，教牧們按所需選擇不同
的工作坊，相信藉交流分享能為教牧提
供幫助，深願也藉此可以幫助教會及信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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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羅美珍院長

	 疫情持續不斷，但主的恩典仍是夠用！
	 播道兒童之家進入65周年，以「助跑踏前見主恩	扶持飛躍慰人心」為口
號，這是孩子的集體創作，見證這65年來恩典滿滿。
	 「助跑踏前見主恩」—著眼於18歲離院青年，我們會延續提供過渡住
宿服務及職業輔導，希望他們有好的發展，成為有為青年，能夠自給自足；
更重要的是讓他們驚見上帝在他們身上的恩典，感恩前行，就是到老也不偏
離。
	 「扶持飛躍慰人心」—乃特別關注受創傷和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可以得
到跨專業治療及康復服務，讓他們身、心、靈盡早癒合，好好成長。我們將
會繼續與播道醫院合作，提供適時適切的醫療及臨床心理輔導等服務。未來
將在天台加設「感覺統合」房間，提供觸覺、平衡覺、本體覺訓練治療，幫
助改善身體協調，有效處理日常生活自理、社交和學習。
	 並且我們有一個夢想，推廣以上的感統訓練服務，更可惠及同區內其他
機構使用，讓有同類需要的學童及早得到介入服務，免問題惡化。作為基督
教的社福機構，提供福祉給弱勢社群，實也是在實踐福音，將基督的愛由教
會延伸至社區；透過關懷、共享及協作，在社區彰顯基督的榮耀。
	 數算65年上帝的恩典，真確地見證我們不以福音為恥，福音本是神大
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也讓我們真正成為活出愛的群體，孩子在這群體
中經歷被愛，與自己身、心、靈復和，並與家人復和。讓刻在奠基石那金句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成為我們的實踐愛的提醒，願主耶穌得着當得榮
耀。	
	 感謝有您們一直的支持，盼在未來繼續一同手攜手前行，見證主恩！

助跑踏前見主恩 扶持飛躍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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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不 再 是 問 題

總幹事心語

 一位基督徒朋友告訴我，她的姊姊生前是國泰航空公司的空姐。上世紀
六十年代，她所乘坐的飛機在日本富士山失事，二十多歲就離開世界，公司
把她安葬在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之後的三十多年，她的父親每星期都來到墳
場，將一束鮮花放在女兒的墳墓前，風雨不改。每一束花都牽動一個傷痛的
心，每一束花都帶來一個無奈的感慨。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1

 全世界每一個宗教都想解決的第一大問題就是死亡。為甚麼人類有這麼
多的宗教？因為對死亡這個問題找不到答案—除了基督教。
 基督教不單是一個宗教，也是神對人的啟示。耶穌基督宣告：「我就是
復活和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
永遠不死。」（約翰福音十一25-26）
 這裏說的「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遠不死」是甚麼意思？「永遠
不死」(never die)這詞句原文的意思是很強烈的，就是「never, ever, forever」。
耶穌的意思就是你和我還在世上的人，我們信了耶穌，我們就徹底戰勝了死
亡。我們的肉身雖然會過去，但我們離開這世界，就立刻進入一個永恆和榮
耀的國度。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54-55把這得勝死亡的意境刻畫出來：「這必
朽壞的既穿上了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時，經上的話就應
驗了：勝利了！死亡已經被吞滅。死亡啊！你的勝利在哪裏？死亡啊！你的
毒刺在哪裏？」
 我們這短暫的人生，飽受生離死別的傷痛，終極的原因是人犯罪離開了
神。但上帝沒有放棄我們，祂自己放下天上的榮耀，來到世間，在十字架上
擔負世人的罪孽。耶穌死後三天復活，證明祂已經戰勝死亡，並且一切相信
祂的人將來都會復活，這是人類千古以來等候的好消息！
 我鼓勵所有相信耶穌的人，把這好消息傳給你身邊的家人朋友，讓他們
也脫離死亡的枷鎖，得着永遠的生命。

1出自唐白居易《長恨歌》

羅錫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