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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彼此祝賀時一句常用的賀詞
「長命百歲」，科學家研究的一個熱門
課題是人如何以延長壽數、抗衰老，我
們大多數人都會期望長壽，不過又知道
我們會日漸衰老，甚至社會對人口老化
視作一個問題、負累。筆者即時想起在

聖經中與老有關的經文是十誡中的「得享長壽」，一個人因能行孝
而得著從神而來的祝福：長壽而能「享」，這個享字很關鍵，如何
能享長壽呢？
　　常問自己，我們有甚麼能夠與我們的壽數成正比的，以致我們
能享長壽？因克勤節儉而儲蓄到的金錢？外貌？學歷？經驗？美
食？其實，能與壽數成正比的，只有我們每天經歷到神的恩典及其
大愛，我們在靈裏得着神話語的成長。
　　《播道月報》在上半年講了不少靈修的話題，今期請來長者談
談他們與神同行的生活、屬靈的操練，一定有所領受的。字裏行
間，見到的是神話語的豐富，禱告的契通，神同在的恩典安慰經歴
不完。一個一生有神同行的人，面上會多點安祥，如果喜樂的心與
壽數成正比，所流露出的笑容叫面上多了的皺紋也變得美麗一些。
一位通達和藹的人，不單只與神和好，也叫人容易親近，人與人也
和好！
　　聖經中，箴言的作者可以說是智者的代表了，他們一生中多番
的閱歷及經驗，因着聖靈的引領，留下這卷聖言為我們的亮光，我
們相信神希望任何年紀的人都不斷藉着與祂相處親近而得着更大的
福氣，直至回天家的日子。筆者相信自己或有一天，身體會衰弱到
不能再走動了，要坐輪椅，或只能卧在牀上，不過，只要能呼吸，
腦筋仍能清醒，仍可以禱告親近神，還是可以海濶天空的，這個老
者，若嘴角仍可以掛個微笑，多好，阿們。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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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一九九九年我成為基
督徒之後，已開始學習看聖經。
整本聖經已看過三遍，現正開如
看第四遍。其中有很多不明白，
有些又覺得很沉悶，不明白的
地方就在上主日學的時候請教
導師。她會不厭其煩的解釋給
我聽，真多謝導師的悉心教導。	
	 箴 言 是 其 中我最喜歡的
經卷，它教導我很多做人的
道理，例如，不聽從惡人的誘
惑，謹守誡命，聽從訓誨，分
辨善惡，要謙卑，說話謹慎
等等，使我實在獲益良多。	
	 愛，在我們基督徒中更是一
條很重要的誡命，要愛人如己，
愛人不可虛假（太二十二39）。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
嫉妒，不自誇，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
喜歡真理，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林前十三4-7）。我正在慢慢
學習中，求神給我智慧和能力，
勉勵我、教導我，不要放棄我。	
	 看聖經後懂得凡事交託，
不靠自己，只要靠神。凡事藉
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

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四6-7）	
	 禱告亦是我靈修的一部份。
每天早晨我必向神禱告，無論
是教會的事，家庭的事，丈夫、
媳婦、女兒等各人信主的事，姊
弟妹們每個家庭，患病的朋友等
等，都是我禱告的對象。晚上睡
覺前亦會向神祈禱感恩，感謝神
由早到晚的帶領和保守。神常常
眷顧我，聽我的禱告。年前我的
家姐患病，我逼切的向神禱告祈
求，又請長青團的姊妹為家姐禱
告，而我每天早上大約六點四十
分左右一定打電話給她（她在美
國紐約居住的）與她一起向神禱
告，連續三個多月，家姐雖然未
信主，但神接納我們的祈求，憐
憫她，施恩典給她，現在她已痊
癒多時。但我現時仍不斷的為
家姐禱告，我衷心的讚美神，感
謝神。神真是一位永活的真神。	
	 我會繼續靈修，用神的話語
充滿我的心，使我能從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奔跑不困倦，行
走不疲乏。（賽四十一32）播

莫勞月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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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修 是 甚 麼 ？ 對 我
來 說 ， 是 把 時 間 挪 出 來 ，
平 靜 地 進 入 一 種 境 界 ， 可
以 說 是 與 神 相 遇 的 時 刻 。	
	 這 時 段 只 有 自 己 跟 神
相通，如果你認識了祂，你
必定會讀祂的話語，敞開心
門，檢討自己所想所行是否已
經毫無保留順從祂的旨意。	
	 起初似乎是單向式的「交
流」，慢慢地就深入了，體會到
是有回應的，祂向你說話，是甚
麼話？這是因時因境而異，但必
須放下心事，專心安靜去聆聽。	
　　靈修也需要熱身。我會
先祈禱，求聖靈引導；然後
讀經。如果你熟習經書，可
以 自 己 先 計 劃 閱 讀 甚 麼 經
文；有系統的安排，總比每
天隨意翻一頁去讀來得好。	
　　讀經之後默想，有疑難嗎？
可以祈禱，讓聖靈幫助你，再
反覆誦讀、默想。終於會明白
有所悟了。原來很多時候神藉
此令你開竅，祂在向你說話呢。	
	 這 是 一段樂透心靈甜美
的時光。不要把煩雜的事或自
己所需的要求放在第一位。這

樣做太自利了。當確信祂有慈
憐公義，在我們未開口以先，
祂已答應。神的大愛應常充
滿我心，讓我去感激讚美祂。	
	 「恆久禱告，時時謝恩。」
用這個方式去迎見神。你可有加
入禱告勇士的行列？每天把代求
的事帶到主前，向祂陳述，請求
看顧和成全。為了關心教會而親
近神，也操練了敬虔，更表現了
愛神的心意，不是很美的事嗎？	
	 你 愛 神嗎？祂在你心中
佔第幾位？你倚靠神嗎？遇
事時常第一個想起的是祂還是
他／她？不要「無事謝主唸唸
有詞，遇事徬徨無主無依。」
信心是隨日夕操練而增強的。	
　　願與大家分享以下的經文，
這寶貴的金句使我多年來在多種
大事上，持定了正確的方向和
選擇。神免去了我流放異鄉的奔
波，神卻成就了兒女成材的教
育，賜給我一位賢慧的媳婦。	
	 請相信這是全能神的諾言：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
靠憑衪，衪就心成全。」(詩三十
七5)	

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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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

神我的救主為樂。」

	 「靈修」對於這一代繁忙的

信徒來說，實在是一個挑戰，但

對於來自香港循道衛理宗婦女聯

會聖樂組組長及循道衛理香港堂

婦女團契路得組組長─陳太，其

對「靈修」的心得，就是簡單的

一個重點：就是「全心全意」！

	 陳太，生於基督徒世家，

為人認真，一絲不拘，想不到快

將有80年華的她，仍是如此有幹

勁，很自然流露出她的信仰生

命。陳太從小喜歡聲樂，無論是

《普天頌讚》或是《生命聖詩》

，她都十分熟悉，對所有詩歌都

朗朗上口。現代資訊發達，很多

人都喜歡聽MP3詩歌，默想神的

愛，陳太信主多年，同樣坦率地

分享，透過唱詩歌，有助她建立

陳太 (循道衛理會)

與神歷久彌新的關係。

	 不少人會跟隨陳太學習聲

樂，發現她看重的不是學員的歌

唱技巧，反而是對歌詞的朗讀默

想，陳太樂意花時間與人分享，

詩歌中聖經的教導及她個人的領

受，幫助學員以生命唱出詩歌，

引述她常掛在口邊的語句：「每

一首聖詩都是一篇信息、每一

首聖詩亦是一段禱文」。細心一

想，這不等同靈裏親近神嗎？

不但如此，看着陳太無論由練習

唱詩前的預備，到琴譜的擺位，

都是如此細心。即使沒有音樂襯

托，單聽陳太由心而發的美妙歌

聲，隨之是一份喜樂和滿足洋溢

在她臉上，這樣一種敬畏上帝親

近神的態度，真是令人值得反

思。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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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長者們對「福氣」的

理解大都不礙乎是兒孫滿堂、身

體健康等，但你有否想過可以閱

讀聖經，明白真理亦同樣是福氣

呢？對於一群目不識丁的長者來

說，要透過閱讀聖經來親近神，

確實有點難度。

	 夏婆婆筆參加了一個名為

「有福氣識字班」。她希望透過

識字班，學習聖經金句，並藉此

了解認識信仰更多。很難想像一

位「文盲」的人怎樣突破自己的

限制軟弱，連基本讀聖經也有困

難，莫講甚麼靈修生活呢？但從

夏婆婆的故事，令人有很大的反

省。

	 從夏婆婆手袋中取出一疊

又一疊的「習字」，當中全都是

我們耳熟能詳的金句，簡單一句

「神愛世人」，屈指一數，重覆

寫了過百次，其中一張是特別過

膠的，原來她會選出寫得最好的

一張過膠，之後貼到家中的牆壁

上，幫助重溫，並提醒自己努力

唸記，不忘主恩！即時想到，婆

婆家中的牆紙大概全都貼上這些

手抄金句吧！一位對神的話如此

渴慕、如此珍而重之的長者，令

人切實體會到聖經中「唯喜愛耶

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

為有福！」

	 反之，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

實在太幸福了，一切都覺得是理

所當然，往往忘記了對神基本的

回應，亦很少會像夏婆婆般如此

珍惜神的話，期望藉著此片段，

令我們有新的角度去思想「靈

修」，並反省自己現在親近神的

態度，學習一個「尊主為大」的

信心生活。互勉之！

夏婆婆 (循道衛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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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
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
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
人要見異象……」(徒二17)。我們
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
一切相信的人，包括青少年人。
也要澆灌青少年，給他們異象，
興起為主。因着這個信念，我們
逆流而上，舉行「飛BOOK特工
隊」青少年佈道精兵訓練。
	 「飛BOOK」針對青少年對
多元經驗之尋求而設計的佈道練
兵：「貧窮工作坊及體驗」、「
人生舞台」、「魔術佈道」，都
是不同的角色扮演及多元體驗。
特別是貧窮體驗，青年人先模擬
貧窮人的生活，像主耶穌道成肉
身般住在世人中間，了解人的感
受和需要。因此當特工走入貧窮
人家庭作探訪、慰問，就更能
耐心聆聽，用心觀看，敏感人的
真實需要。當聖靈的感動臨到，
少年人也都勇敢分享得救見證，
傳講福音，祝福代求，福音的大
能活靈活現地在傳講的人身上動
工，也在聽福音的人身上產生功
效。
	 「飛BOOK」特工來自四
間教會的20位青少年人，被主
激勵，為主見證。整個過程中，
不同的教會及弟兄姊妹為我們代

飛BOOK特工受訓精兵及牧者同工

禱，特別是旺角佈道及三天福音
營，我們都經歷代禱中聖靈的大
能﹗感謝主﹗
	 訓練雖是短短九天的時間，
但喜見受訓青少年精兵繼續在堂
會作見證，參與校園派單張、教
會探訪，佈道火熱持續蔓延。主
若許可，傳道部盼望年年都有機
會為青少年佈道練兵，願播道青
年成為具感染力的佈道精兵，教
會火種，助長堂會成為有熱誠感
染力的教會，進而促進播道會成
為具感染力的宗派。

旺角街頭魔術佈道

播

林美珍 (總會傳道部主任)

飛BOOK特工隊 – 青少年佈道訓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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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8月參與了總會傳道部的
青少年佈道訓練及福音營，我們的堂
會在參與期間也有同工出席參與策
劃及預備過程。以下節錄其中的片
斷，分享我們的喜悅和經歷上帝的恩
典。「青少年佈道訓練」取名「飛
book特工隊」，祈盼參予的青少年以
Facebook的速度趕快向人傳福音，
以Faithbook的深度，忠於聖經，活
出信心。
	 在六天的特工佈道訓練中，上帝
在攪動人心，激勵一群青少年人每天
透過靈修、分組活動、佈道訓練及才
藝工作坊，全面受栽培作主的門徒。
街頭佈道及體驗基層生活的經歷，更
讓他們深切體會別人的不同生活場
景，也能關懷弱勢社群及福音未及的
群體。
	 當我去回想，旺角街頭佈道的一
幕幕在腦海中重現，少年人熱切地為
主擺上，重要的已不是他們在學習佈
道法中付出的精力和時間，而是他們
每一個在生命中親自經歷主的恩領與
陶造。此時他們在臉上、行動上都展
現了基督精兵的風釆。這訓練使參與
的少年特工、牧者及各同工們經驗了
上帝要建立祂所愛的年輕人。
	 這些少年人經過六天的訓練後，
緊接在「E世代Playstation福音營」
配搭服侍新朋友。在營會的初期，營
會將各堂會的團友、導師們分佈在不
同的小組，彼此並不太熟悉。我們也
在留意這些少年人，與新朋友及導師
的互動性如何，常常守望。感謝神！
很多肢體的代禱，營友好快能投入，
彼此也有欣賞和鼓勵。大家雖然來自
不同教會，卻能彼此交流，歡笑聲亦 受訓精兵在旺角街頭佈道

充滿了整個營會。
	 在營會中十分欣賞總會同工的盡
心盡力，少年人的投入，亦感受到一
群職場的義工導師對青少年的愛和關
注。在營會中見證很多主的預備，衪
的作為叫人讚嘆不已。在最後一晚，
嘉賓講員呼召團友回應上帝時，一些
少年人都表示願意相信主，不少是已
徘徊信仰路上多時的團友。最後牧者
帶領為少年人祈禱，我們都知道主真
的愛我們。上帝的工作很奇妙地在營
會中大大彰顯，我們肩並肩，彼此扶
持，大的、小的都願在神國裏延伸天
國特工精兵的使命，叫人更認識主。
	 願榮耀全歸我們所相信又倚靠衪
的主耶穌。

2011之「飛BOOK特工隊」與「E世代Playstation福音營」後感

李月明（本會觀塘福音堂傳道，是次訓練同行導師）



8

1. 改變人心
	 在這次佈道訓練中，最令我感到
深刻的是當中活潑的敬拜，以及有感
染力的信息及見證。其中一位講員透
過耶穌醫治一個又聾又啞的人，一方
面宣告耶穌的權能，另一方面提醒我
們對於耶穌的教導「不明白就順服，
明白就跟隨」。這句「不明白就順
服，明白就跟隨」更成為了參加者到
如今仍然會記着的「金句」。我看到
有參加者流着淚願意立志謙卑在主
前，有願意一生為主而活，也有願意
奉獻作傳道的，真的感恩！
2. 激勵人心
	 有很多生命在佈道訓練中被激
勵，有弟兄靠着神向已拜佛數十年的
母親傳第一次福音；有姊妹為未信主
的母親痛哭流淚，並迫切的求神感動
母親的心；有的現在一提到傳福音就
很興奮。信泉堂位處一中學內，傳福
音的禾場就近在咫尺。現在開學了，
我打算招聚參加過飛BOOK佈道訓練
的同學定時在校內傳福音，所得的回
應都非常積極，盼望神繼續使用他
們，也讓他們經歷甚麼叫「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3. 創意傳福音
	 這次佈道訓練教導參加者如何藉
着詩歌、多媒體、話劇及魔術傳福
音。我本身不喜歡魔術，但因為某些
原因我被編排到魔術班。這是我第一
次學魔術，當我一接觸，就被它吸引
了，真的很有趣，很神奇。我發現福

音魔術很奏效，可以提供一個很自然
的平台讓人講解福音，我還將其中一
個魔術介紹了給教會的長者團契呢。
4. 體驗貧窮
	 有一個下午我們要外出體驗貧窮
的生活。我們學露宿者睡在隧道裏
面、撿紙皮，及從垃圾桶內找東西。
感覺不良好、很髒、很臭……那天回
到家裏仍想着這事，心想香港的貧窮
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事，這牽
涉到整體香港政策的問題。再想下去
似乎真的很灰心，但當我想到耶穌基
督曾走遍各城各鄉，接觸的大都是弱
勢的社群。他們都因着得到耶穌的拯
救而重過新生活，客觀的條件不會成
為他們的限制。同樣，耶穌基督都能
成為現世代弱勢社群的出路。盼望今
天越發走向中產的教會能多顧及貧窮
人的需要。

貧窮體驗之露宿街頭

陳福勤 (本會信泉堂傳道，是次訓練同行導師)

「 飛 B O O K 特 工 隊 」 — 佈 道 精 兵 訓 練
走 過 鼓 舞 人 心 的 旅 程

播

活潑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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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二次戰後的嬰兒潮（baby	
boomers），半世紀後接着而來
的，是現今的退休潮，1不但香
港社會，基督教圈子亦然。面對
退休的課題，筆者認為，在心理
上作好準備，尤為重要，然而，
也是最困難的事。退休前，我們
不少人是上司、老闆、崗位領導
人，有下屬、伙計等聽從指揮，
退休後便覺得今非昔比，有被去
權（disempowerment）的感覺，
因而感到自卑、失落，內心確實
不好受。
	 約翰福音三章25至30節記
載，施洗約翰也面臨人生相似的
關卡，他怎樣面對這挑戰？
	 按上文記載（v.22-24），
在耶穌受試探和施洗約翰被拉下
監之間的一段時期，他們是肩並
肩地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當主耶
穌的名聲逐漸顯揚時，向來跟隨
約翰的眾人，現在都轉向跟隨耶
穌，約翰的門徒看見，心裏替他
不忿，忍不住提醒約翰（v.26）
，他們言下之意是：約翰的地位
被人取代了，原來跟隨他的，現

在轉去跟隨耶穌，他的名聲現在
被耶穌掩蓋了。面對這情景，施
洗約翰以甚麼態度回應？

一、知身份——各安本位，恰如
其分（v.28）
1. 知「我不是誰」
	 施洗約翰在主後27年後期開
始在約但河一帶工作，他的工作
是替人施洗和傳道，叫人悔改歸
向神。由於當時百姓指望基督來
臨，很多人心裏猜疑，約翰或許
就是基督，之前，他們曾差派人
來問約翰：「你是誰？」（路三
15）。這次，他再強調說：「我
不是基督」，藉此聲言，他不是
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位，在舊約
預言有一天要來臨的「彌賽亞」
，即新約的「基督」，好澄清別
人對他的傳疑。
2. 知「我是誰」
	 接着，施洗約翰清楚表明
他對自己身份的界定：「我是奉
差遣在他面前的」（v.28）。之
前，他也曾經介紹自己說：「我
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

吳聯梅（總會教育部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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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賽亞先
知所說的。」施洗約翰清楚知道
自己的身份與角色，就是作主耶
穌的開路先鋒，正如以賽亞書四
十章3節所預言；言下之意，乃表
明他不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只
是一把聲音，將人指引到耶穌那
裡，預備人迎接彌賽亞的來臨（
約一23）。		
3. 知「祂是誰」
	 為何約翰要強調他不是基
督？因為他要人將焦點放在耶穌
身上，讓人清楚知道「祂是誰」
。約翰福音一章26-27節，約翰
曾向眾人介紹耶穌說：「但有一
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
的，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
他解鞋帶也不配。」並且，他在
另一次又進一步介紹主耶穌就是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
一29-30）。施洗約翰又再為主耶
穌作見證：衪就是那位要用聖靈
與火給他們施洗（約一32-34）	
的；因他是目擊證人，親身看見
聖靈如鴿子從天降下，住在耶穌
身上，這就證明祂是神的兒子，
即是那受膏的救世主。再者，
施洗約翰見證耶穌的能力比他大
（v.31）：他為眾施行的水禮
是一個潔淨的禮，目的要人悔改
歸正，但最終是要將彌賽亞顯明

給以色列人，因耶穌的洗禮卻是
帶給人在神裏面的新生命。
	 總而言之，施洗約翰不但見
證了主耶穌那神性的位格，同時
也見證了他來世的目的和工作。
施洗約翰由於清楚知道自己的身
份，於是能清晰地在主耶穌和他
之間，設立合適、健康的界線；
他又能夠安心接受神的安排，盡
忠職守，做好自己的本分。
	 隨着人生不同階段，我們的
身份都會改變，我們需要接受現
實，以至能安於自己退休後的身
份。只要我們緊記，無論身份怎
樣改變，作為神兒女尊貴的身份
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的個人價值
不會隨着退休而失去（賽四十三4
，詩八）。

二、知進退——人生有時，安身
立命（v.29）
	 施洗約翰知道自己的身份，
而又知道耶穌是誰；再者，他以
新郎娶新婦的婚禮來比喻他與耶
穌的關係。在舊式的婚禮中，新
郎是主角，當「新郎的朋友」完
成了他作為介紹人的任務，並為
婚筵作好一切準備，他就退到幕
後，讓新郎和新婦成為中心人
物。施洗約翰比喻自己為新郎的
朋友，耶穌就是新郎，當他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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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完滿地成就時，他的喜樂
就滿足了。
	 要享受快樂的退休生活，我
們必須學效施洗約翰，當任務完
成時，便安然引退。我們需要接
受人的限制，知道甚麽時候進，
又甚麽時候需要退下來，就如新
機場落成啟用，啟德機場便完成
它的歷史任務，需要關閉；我們
面對人生不同的階段亦如是，不
然就會帶來很多矛盾和衝突。因
此，當退休時，我們便須接受我
們的任務要完成，在工作崗位
上是要退下來；同時也要接受「
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現實，讓新
一代接棒；但這不是否定我們過
往工作的成果，反而應當高興，
因為我們已完成了當盡的本份，
可謂不枉此生！與此同時，我們
大可積極尋找退休後的人生第二
春。

三、知目標——為榮耀基督，得
失榮辱何足掛齒（v.30）
	 最後，施洗約翰調耶穌作
為彌賽亞，必然繼續興旺，而作
為僕人的他，也應愈漸衰微，猶
見施洗約翰謙卑的態度。
	 縱觀施洗約翰一生以榮耀
神為他人生的目標，因此不求個
人的榮辱得失。他很清楚自己的

位分，為自己設定人生界線，以
至他能恰如其分，盡忠職守；他
不求討人的喜歡，只求討神的喜
悅，因而守他行事為人的原
則。最終他為着指正希律王娶其
兄弟的妻子希羅底，犯了姦淫的
罪，因而被陷害致死（太十四
3-11）。施洗約翰的一生雖然短
暫，卻是不枉此生，因他認定自
己的人生目標，悉力以赴。
	 我們要學效施洗約翰，以榮
耀神為人生的目標，個人的榮辱
得失，又算得甚麼！以至我們對
事情能看得開，不執着，懂得放
手，亦能夠放下自尊，這樣，退
休不會成為個人的威脅。正如保
羅在腓一20~21「照着我所切慕所
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
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
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額顯大。因
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
處。」
	 但願施洗約翰的生命，激勵
我們不論在退休，或準備退休的
境況下，都能安於現實，悠然自
得，為主而活，尋求衪的帶領，
享受退休後的另類生活和事奉模
式。

1	 	 「戰後嬰兒潮老大了退休潮來了」，參閱	
http://www.wretch.cc/blog	（瀏覽日期:	9月10

日）。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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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紅爆－主愛遍香江
全城紅爆
	 10月22日週六是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社會服務賣旗日！屆時的賣旗義工有長
者、學生、親子、教會肢體及社區人士，在全港的街頭巷尾、村內苑外、港鐵站內
外，穿著紅色的衣服、手繫紅色心形氣球，進行賣旗籌款。來，穿起你紅色的衣服上
街或上班，以此全城紅爆的行動，一起支持把關愛帶入社群。

主愛遍香江
	 本會（「聯會」）以教育及社會服務等，服務香港超過70年。本會獲社會福利署
批准於上述日期舉行全港售旗，活動主題為「Best	 Day.	 Love	 Now好．去愛」。弟兄
姊妹及市民透過賣旗，受眾透過買旗捐獻，又或各人可考慮從政府將得的六千元，捐
出十分一或部份，支持社會服務或其他需要，一起具體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本會
是次賣旗所得款項，將用作播道兒童之家添置新大樓的設施，以及本會轄下各區長者
中心、幼兒學校、家庭及社區服務中心的非資助服務／項目。

支持與禱告
	 請在這個週六與親友一同穿着紅色的衣服，以紅紅的愛心支持播道會賣旗日，你
們的參與至為重要！並請為這關愛行動禱告：神賜合宜的天氣；神加給工作人員及義
工活力及愛心，不懼繁重與陌生；神賜各參與者平安，並能有所學習；受眾踴躍樂捐
助人；社會上有需的人得着服侍；總要是順從主，踐行耶穌的吩咐「愛鄰舍」，延展
神國的福音。

全城紅爆－主愛遍香江，賣旗籌款需要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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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池
(本會迦南道真堂顧問牧師)

	 想當年，當我還在播道神學院就讀時，就已經
聽到「播道會少年聯會」的名字，那似乎是播道會
年青人所嚮往的名字，是所有堂會青少年工作者的
學效對象，包括他們曾在太子道明愛中心舉行的「
三S之夜」、在灣仔新伊館加入舞蹈原素的佈道會、
每年暑期間例必舉行的青年（19-25歲）及少年（15-
18歲）夏令會，還記得有一次在長洲舉行的少年夏
令會，主題是「生命藍圖」，我們全體營友一起到
長洲的大街小巷，包括走進長洲醫院作佈道工作，
這些情景，時至今天，還是歷歷在目。還有想當年
各堂會青少年團契「統一」的團歌：「我們是否盡
心盡力事奉神？是否存着無偽愛心以待人？個人靈
性……」，「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的團訓，
正好表明了多年來播道會青少年事工的精神。
	 想當年，播道會的青少年事工，最寶貴的當然
不是那些聚會，而是聚會背後及當中的「人」。「
少聯會」之能夠成功，很重要的當然是因為有好的
領導，包括推動整個宗派青少年教育事工的梁景芳
姑娘，雖然她行動不太方便，但卻多年來與青少年
人「上山下鄉」，成為他們的牧人及朋友，真叫今
天我們作傳道的汗顏；後來也加入了張國定先生（
現在是牧師及博士了），使整個青少年事工加添了
不少創意及推動力。除了總會的同工外，還有道真
堂的主任袁栢堅牧師，他那無窮的精力，真的晝夜
與年青人一起生活，深深影響了很多人的生命；還
有已屆榮休德高望重的陳黔開牧師、多年來擔任總
會主席的蘇振豪先生等等也是從「少聯會」成長的
及推動播道會青少年事工的先鋒。難怪今天很多播
道會的「老臣子」，談起「少聯會」時還是津津樂
道的。
	 但今天的播道會，根據最近教會更新運動為本
會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播道會一方面在全港的宗
派中算是一間增長不錯的教會，但另一方面，在年
青人的事工發展上，卻落後於整體香港的教會，這
個現象在二、三十年前的播道堂會，是不敢想像

反思青少年的工作
播
道
會
傳
承
系
列
文
章

播道會傳承系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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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那時的青少年事工，正是教
會的主要命脈。這即是說，播道會整
體，在過去二、三十年，在不知不覺
間，我們的青少年事工，漸漸地在走
下坡！今天要發展青少年事工，成為
很多播道堂會的首要目標（詳情請見
最近一期的播道年報），我們不禁要
問：青少年人在那裏？
	 當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
也許應先問：願意造就青少年人的
傳道、導師在那裏？今天隨便打開香
港基督教的報章及雜誌，各堂會急聘
青少年事工的廣告，真是比比皆是，
而各神學院的神學生平均年齡往往也
在三、四十歲以上，沒有年青的神學
生，自然就沒有太多做青少年事工的
傳道人，沒有這些傳道人，那就不容
易有蓬勃的青少年事工，相信就算今
天我們重新揮動「少聯會」的旗幟，
也不能解決這「結構性」的困局。
	 是甚麼做成了今天的困局呢？是
神學院過分強調只招收「成熟」的學
員嗎？是教會第一代的青少年人，過
去為了建立自己的事業及家庭，而錯
失了栽培下一代青少年人大好的二、
三十年黃金機會嗎？是教會沒法明白
香港八十、九十後的青少年心態嗎？
是總會長期以來沒有青少年事工主任
嗎？是保守的教會容不下時下年青人
的表現嗎？……筆者以為，面對這些
問題，我們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但筆者願意在這裏分享自己在過去十
多年來面對青少年事工的經歷及體
會：
1.	 要栽培青少年人的導師
	 相信我們都同意，導師是青少事
工的「靈魂」。但問題是，青少年的
導師在那裏？合適的人選往往已經在
教會中擔任很吃重的事奉，那會再有

時間投身青少年事工呢？大約十年
前，筆者看到教會出現青少年事工的
「缺環」，但同時在一間小堂會中苦
無合適的導師人選，筆者就毅然挑戰
一些沒有經驗、也沒有明顯服侍青少
年人恩賜的肢體加入作導師；又得到
教會執事會的支持，向神學院申請三
位神學生，在我們教會中實習兩年，
主要是與這些沒有經驗的導師為伍，
幫助他們成為好的導師。結果幾年過
去，我們前後多了十多位青少年導
師，兩個新的青少年團契也被建立起
來。因此，作為領導的，不能只等待
合適的人選在工場上出現，而是要在
工場上使人成為合適的導師。
2.	 讓青少人在經驗中體會信仰
	 在我們的小教會內，我們十分
重視聖經真理的教導，這包括了青
少年、甚至是兒童事工也不例外。但
同時，若只單向性的教導真理，往往
青少年都不會主動的實踐真理，這樣
我們就沒有好好的完成主給我們的大
使命（主耶穌是這樣吩咐我們去完成
大使命的，他說：「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二十八20
）。在過去幾年，在我們的小教會
內，神讓我們有機會作一些跨文化服
侍回教徒的宣教事工，就在這計劃一
開始時，我們決定應從青少年人開
始，在第一次的短宣時，我們只給二
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人參加，輾轉幾
年過去，我們看到最積極參與的仍是
這些青少年人，而其中有三位現已在
工場上代表着全教會，奉獻兩年時
間，全職服侍那裏的回教徒。因此，
筆者深深體會，也許我們太過保護我
們的下一代，結果產生了很多令人啼
笑皆非的「港童」及「港青」，相反
來說，讓青少人還年青的時候，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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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都是沒有白費的，今天看到有些
已擔起職員的責任，有些甚至考慮成
為全職的牧人，就教筆者老懷安慰。
不論在甚麼時代及環境，牧者父母心
腸，永遠是事奉者最重要事奉質素。
	 筆者無意說我們的小教會已有着
蓬勃的青少年事工（要走的路還遠
呢！）只想指出，愛護小羊、讓他們
經驗信仰、培育領袖是青少年事工的
關鍵，筆者也相信這正是播道會過去
無論在「少聯會」或堂會中，決定青
少年事工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就讓
今天我們面對播道會青少事工漸漸退
步的警示下，我們彼此互勉，再一次
得着我們的青少年人。

視他們，讓他們參與，甚至是領導事
工，他們的表現也許會令很多成年人
另眼相看。
3.	 要愛惜每一個青少年人
	 青少年人流動性很大、情緒的起
伏也變幻莫測、庸俗的大眾文化、
朋輩的影響、功課的壓力、拍拖的風
氣等等，往往都可以使多年栽培青少
年人的成果付諸東流，因此，對青少
年工作者最致命的兩個字莫過於「放
棄」。筆者在過去服侍青少年人時，
也曾與很多人一樣，很想放棄一些「
頑劣」的小羊，但主再一次憐憫他
們，更憐憫我，叫我多方的忍耐，成
為他們的屬靈父母，多年來的勞苦， 播

本會將於十月三十日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謹訂於主曆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
日（主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福
泉堂（九龍長沙灣長沙灣道681號貿
易廣場801-809及824-828室，長沙灣
港鐵站Ｂ出口向前行）舉行按立牧師
典禮，按立本會康福堂傳道李應新
先生為牧師。典禮由陳黔開牧師主禮，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主任牧師麥漢勳牧師講道，總會主席蘇振豪先生頒發牧師證
書，並由陳黔開牧師、郭必鋒牧師、朱蔭康牧師、甄達安牧
師、王安洋牧師及蕭仲駒牧師擔任按牧團。

李應新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並曾
在2004-2008年間於港福堂事奉，其後於2008年7月1日加入
康福堂事奉。播道會總會暨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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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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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事 ／ 行 政 同 工
分 享 日 營 2 0 1 1

	 由總會聯絡部主辦，以「點燃
火熱心」為主題的幹事／行政同工
分享日營，已於本年9月19日假突破青年村順利舉行，當日有來自播道
堂會約三十位幹事及行政同工參加。
	 早上乘坐專車到達突破青年村
後，首先有聯絡部部長黃華舜先生
致歡迎辭，後有郭志光弟兄帶領的
敬拜時間。在聯絡部副部長葉貴平
牧師祈禱後，開始了第一個集體遊
戲，下午另有一個集體遊戲皆由景福堂李啟超弟兄帶領，李弟兄藉着
不同的遊戲及分享，帶出團隊事奉需要的溝通、合作及彼此配搭，參
加者非常投入遊戲之中，在當中亦有不同的體驗。
	 早上的信息邀請了樂泉堂主任莫樹堅牧師分享，莫牧師以「一品

幹事」為題，從哥林多前書四章1-5
節，以保羅的見證，提醒參加者認
清作為神僕人的身份，服侍需忠心
於上帝，事奉中
亦需要有一個好

動機。莫牧師亦鼓勵幹事及行政同工們，雖會遇到
很多困難的事或人，只要在主前忠心自己的工作，
不怕受批評也不要批評人，上帝會掌管一切。
	 下午的「集思廣益」時間，李啟超弟兄預備了
一個特別的抉擇場景，讓出席者分組討論及思考，
各組在當中有不同的意見及爭辯，最後各組達到共識，共同制定一個
合一的方案，當中反省到我們在教會事奉中，可能會遇到不同的意

見，如何在討論中達到共識，而又一致去
實行，在過程中需要很多的溝通、解釋及
彼此了解。整體來說，各位參加者非常投
入是次日營，亦在當中認識了不同教會的
「同路人」，明白彼此的處境，期望藉此
日後有更多溝通及支持。

分享家 中事

播



師、許亞光牧師及蕭仲駒牧師一同藉
按手及禱告，授牧職予易志江傳道及
蕭旭欣傳道。總會主席蘇振豪先生頒
發證書後，兩位新任牧師分別述志。
其後由李健成先生及洪志娟小姐代表
教會贈禮。在張國定牧師感恩祈禱及
易志江牧師及蕭旭欣牧師為會眾祝福
後，按牧典禮圓滿結束。弟兄姊妹們
爭相與兩位牧師拍照留念，部份會友
與兩位牧師皆認識，雖然要忙着游走
在兩處拍攝地點，但嘉賓們也相當開
心樂意。

18

	 本年度可算是播道會的「豐收
年」，於八、九月舉行了三個按牧
禮，共有四位牧者接受按牧聖職。
	 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舉辦，
分別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四日
及九月十八日，分別為朱卓慈傳道、
易志江傳道、蕭旭欣傳道及黃天逸傳
道舉行按立聖職典禮。
	 朱卓慈傳道的按牧禮於八月二十
八日假本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舉行，
在主席郭必鋒牧師宣召、廖武洪牧師
祈禱、蕭仲駒牧師讀經後，蘇穎睿牧
師以「為牧之心」為題，從提摩太後
書一章1-14節勉勵朱傳道，牧養身邊
的人也應有「情、心、教」。
	 按牧禮由陳黔開牧師聯同襄禮的
蘇穎睿牧師、郭必鋒牧師、廖武洪
牧師、甄達安牧師、王安洋牧師及蕭
仲駒牧師一同藉按手及禱告，授牧職
予朱卓慈傳道。總會主席蘇振豪先生
頒發證書後，朱卓慈牧師述志，分享
過去得到蘇牧師的教導，從而成為同
工，有許多的學習，並感謝家人及弟
兄姊妹的支持。其後由執事會主席湯
國鈞弟兄代表教會贈禮。朱卓慈牧師
並立即穿上由教會贈送的牧師袍，為
會眾祝福。會後設有茶點招待來賓，
並一同拍照留念。
	 易志江傳道及蕭旭欣傳道的按牧
禮於九月四日假本會播道書院中學禮
堂舉行。在主席許亞光牧師宣召、羅
偉其牧師祈禱、張愛玲博士讀經後，
郭文池牧師以民數記二十七章13-23
節的經文，分享主題「承先啟後的牧
人」，勉勵兩位侯任牧師，承接福音
的棒，也將這福音的下一棒傳承下
去。
	 按牧禮由陳黔開牧師聯同襄禮的
鄺士山牧師、郭文池牧師、羅偉其牧

按牧典禮
分享家 中事

朱卓慈傳道接受按牧聖職

朱卓慈牧師祝福

朱卓慈牧師與嘉賓合照



	 黃天逸傳道
的按牧禮於九月
十八日假本會播
道書院小學禮堂
舉行。在主席甄
達安牧師宣召、
潘 仕 楷 先 生 祈
禱、王康強牧師讀經後，建道神學院
院長梁家麟牧師講道，梁院長以路加
福音十四章25-34節中兩個比喻，分
享「計算代價的事奉」，勉勵黃傳道
有付代價的心理預備，付代價也不是
一次性，而是此時此刻。梁院長提醒
長時間堅持事奉主，其所付代價是真
實的。
	 隨後有活泉堂顧問盧炳照牧師訓
勉，盧牧師以約翰福音十章分享牧養
的挑戰，當中提出牧養的關係、目
的、範圍、承擔及榜樣等七項，提醒
黃傳道在牧養上要留意的要點。
	 按牧禮由陳黔開牧師聯同襄禮的
盧炳照牧師、鄺士山牧師、廖武洪牧
師及甄達安牧師一同藉按手及禱告，
授牧職予黃天逸傳道。總會主席蘇振
豪先生頒發證書後，黃天逸牧師以哥
林多後書四章17節作述志引言，分享
他在主前的幾個禱告心志，並期望與
弟兄姊妹一同走在這福音路上。其後
由執事會主席何啟泰先生代表教會贈
禮。在馮志雄牧師感恩祈禱及黃天逸
牧師祝福後，按牧典禮圓滿結朿。

蕭旭欣傳道接受按牧聖職

易志江傳道接受按牧聖職

易志江牧師及蕭旭欣牧師祝福

易志江牧師及蕭旭欣牧師與嘉賓合照

黃天逸牧師與嘉賓合照 黃天逸牧師述志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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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快成真」擴建大樓計劃快訊

擴建大樓異象
	 還記得2006年播道兒童之家五十周年的綜合晚會中，我
們向在座的嘉賓分享我們的「夢」，就是在院內興建一座大
樓，發展「青少年住宿及就業輔導服務」，幫助更多缺乏家
庭支援而需要面對獨立生活、學習投身社會的青少年。
	 感謝主，雖然在籌備擴建的策劃及籌募上遇到困難，但在2009年我們得到傅德蔭
基金的慷慨捐助，願意支持興建大樓的計劃。我們十分雀躍，因為上帝開了「綠燈」
。在工程上由探地底、拆卸樓宇，甚至開展地基工程，都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尤其地
基工程，比預料中還要遇上更大的困難。另一方面，建築費由2008年的造價到2011年
的造價已大幅上升，對於一個小小的兒童之家又豈能承擔呢？然而，上帝為我們繼續
開路，為着大樓的異象及使命要堅持下去，因此，我們再次向傅德蔭基金申請撥款，
解釋我們的難處。感謝主，祂實在是那位憐憫及施恩的上帝。我們再次得到幫助，而
且在過程中，上帝感動教會及弟兄姊妹主動捐獻支持大樓的需要。

我們興建大樓的使命：
1.	提供青少年安身之所，解決住宿困難
2.	提升青少年生活技能，學習自力更生
3.	支援低收入的家庭，強化家庭功能，建構和諧家庭

擴建大樓工程進展
	 感謝主，雖然在過去的日子在擴建大樓工程上遇
到不少困難，但最艱鉅的地基工程終於在八月竣工了，完工期比原定的計劃推遲了三
個月。2011年9月展開上蓋工程；若工程順利進行，預期於2012年4月完成建築工程，
待內部裝修及添置設施後，期望2012年夏天可入伙，繼續發展服務，幫助更多有需要
的兒童、青少年及家庭。
	 由於建築材料及建築業的工資不斷漲價及上升，估計整個建築費用尚欠HK$300萬
元。求上帝感動人心，為我們預備所需的費用。

擴建大樓計劃捐獻呼籲
	 我們已展開接洽慈善基金會商討捐助的可能性，亦希望透過不同的網絡分享本院
的需要。我們希望各堂會及弟兄姊妹與我們攜手見證上帝的供應。我們有不同方式的
捐獻，包括：房間及地方命名、大型設施的捐贈等。如有感動幫助我們，請瀏覽本院
網頁www.ech.org.hk「愛心捐助」下載表格或聯絡本院同工查詢2323	 8224	 內線117
。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
喜愛的。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
的善事。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圧(林後九7-9)

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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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位「六十後」。在我
成長的年代，年青人只要肯努力
讀書，或者專心學習一門手藝，
學會不計較，肯付出，懂堅持，
感受上，對將來的生活上總會有
點「肯定」。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的
下一代，就算考進了大學，畢業
後，仍難以估計自己的未來。我
個人認為，他們要走的路，比起
我同年代的人所走過的路，實在
更艱難。在最近幾次家長講座
中，我曾詢問出席家長的看法，
絕大部分的人竟然跟我有類似的
感受。
	 情況實在令人擔憂，孩子的
未來如此艱難，他們卻生活在一
個備受保護的環境之中。由於對
孩子的愛，作為父母的我們，對
孩子的照顧無微不至，這本無可
厚非；但是，我們有時候實在過
分照顧和保護他們了，就連他們
本來要自己承擔的責任，就如自
己穿衣服、自己動手吃飯，我們
也替他們完成了。我們的「愛」
，反而變為剝奪孩子成長的「凶
器」，到了他們需要獨立的時
候，才知道他們應付不來。
	 我曾經教過一位中學生，初
上中一的時候，每天由「菲傭」
接送上學和放學，入校門之前，

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出校門之後，都是由「菲傭」替
他背書包。為了他的好處，我終
於鼓勵他自行背書包，學習照顧
自己，怎料他父親翌日來信，為
他編了個藉口，說他脊骨有問
題，不能承受任何重量，這位「
爸爸」怎曉得我知道他的孩子是
足球校隊中一員猛將呢！
	 我住大學宿舍的時候，洗
衣、熨衣服、收拾房間，全部自
己來動手，自己照顧自己。不
過，聽聞現時有不少父母，孩子
進了大學，仍然不肯放手，親自
到孩子的宿舍充當傭人，使孩子
們錯過學習獨立的機會。
	 《聖經》教導父母：「教養
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離。」對於一些過
份保護孩子的家長，無論他們如
何包裝他們的溺愛，事實上，他
們似乎在「教養孩童，使他們不
能走路，就是到老，他也不能離
開父母。」這實在是多麼可悲的
事。
	 短文一則，盼望能提醒自己
及其他父母：我們要愛孩子，但
要愛得有智慧。「敬畏耶和華是
智慧的開端」，就讓我們從天父
的榜樣學習怎樣做過合祂心意的
父母。

不要過份保護孩子
播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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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之間，與教會一起經歷了很多重要的時刻：尋求神的帶領差遣一班弟

兄姐妹到播道書院道真堂開展福音工作、在堂主任的物色上經歷神奇妙的預

備、憑信心簽下五年租約租借一個很接近教會的地方讓教會有發展的空間、堂

會由幾個小朋友到今天能夠有幼稚級、初小級和少年崇拜、還有週末的初級和

初中團契、還有今年九月份教會按立牧師啦！（應該是播道總會按立才對！

）……你說不是很感恩嗎！

	 個人方面，說實話，牧會的甜酸苦辣我怎能倖免，但我很相信一件事：每

一份工作皆有其困難，作為一個牧者，靠着神面對千變萬化的挑戰能教我更有

信心與我的弟兄姐妹同行，最難的莫過於陪弟兄姐妹走過人生最後一程！不

過，畢竟是在「羊群」之中，最難的又有多難，已經很感恩啦。不得不提的是

我的好同工，包括已經離任的、榮休的，他們跟我都是有商有量，又會彼此體

諒支持，教我無後顧之憂。所以，說到個人牧養的支持系統，就不言而喻了：

神和我的好同工。還有神學院的同學，不常見面，但是也是最明白當中的掙

扎、心路歷程。我的丈夫更是我最不留情的會友呢！

	 未來我都是主力往少年人中「混」，因為我兩個孩子都在小學了，教會的

孩子又一個一個的升上中學，進入一個關鍵時期。請為神國的接班人禱告！

播道同工知多少
鄭婉玲姑娘（播道會道真堂）

在播道會事奉時間：約十年
	 播道會道真堂是我實習的教會，
想不到也就是我事奉的教會。我實習
事奉那一年，堂會剛好慶祝五十週
年。轉眼之間，去年已跟她一起慶祝
六十週年了！



總會	 2715-9683
播道醫院	 2711-5221
播道神學院	 2337-0111
播道兒童之家	 2323-8224
播道會文字部	 2715-9683
播道書局	 2382-4922
兒童之友	 2715-9683
播道會香港差會	 2715-9683
播道書院	 2366-1802
天泉堂	 2381-2941
	 天泉青少年空間	 2381-8417
恩泉堂	 2382-2366
	 啟德社會服務中心	 2382-6010
道真堂	 2774-4966
活泉堂	 5802-2755
靈泉堂	 2574-7474
福泉堂	 2778-3803
甘泉堂	 2321-4008
迦南道真堂	 2771-5325
觀塘福音堂	 2343-2988
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2711-0293
基泉堂	 2568-3030
樂泉堂	 2774-6316
屯門福音堂	 2452-6988
新福堂	 2320-4173
景福堂	 2464-3526
	 白普理閱覽資源中心	 2464-3526
康福堂	 2637-1911
	 康福堂長者中心	 2648-9829
	 康福堂白普理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2648-9811
彩福堂	 2753-8066
	 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2753-8380
太古城堂	 2567-4282
信泉堂	 2744-9200
港福堂	 2521-2500
順安堂	 2341-6435
	 順安堂社會服務中心3	 428-5040
山福堂	 2457-5823
和平堂	 2361-0986
顯恩堂	 2696-3178

恩福堂	 3552-7701
福安堂	 2497-5535
福安堂長者中心	 2497-3333
興田村道真堂	*	 2772-7744
	 愛禮信長者中心	 2772-7789
康泉堂	 2539-6969
寶雅福音堂	 2650-9980
	 寶雅幼兒學校	 2650-9286
活基堂	*	 2310-8083
	 和平樓自修中心	 2729-9878
同福堂	 2887-0566
國際堂	 2567-4120
尖福堂	 2721-4433
天福堂	 2660-9333
活愛堂	*	 2711-3206
厚恩堂	 2702-3886
	 厚恩幼兒學校	 2704-3222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2702-3116
藍田福音堂	 2709-0439
天恩堂		 2617-3401
	 天恩幼兒學校		 2146-7891
靈福堂		 2565-8509
	 靈福教育中心	 2565-8509
奇恩堂	*	 2148-4102
	 美孚長者中心	 2745-8839
茵怡堂		 2997-0770
	 茵怡幼兒學校	 2997-0777
屯恩堂		 2452-6698
愉景灣國際堂	*	 2987-7061
愛泉堂		 2416-9531
福溢堂	*	 2217-0180
樂恩福音堂	 2338-3522
愛秩序灣堂	 3196-4807
播道書院道真堂		 2701-0744
望福堂	*	 2393-3662
安福堂	*	 2643-7878
泉福堂	 2317-7696
恩福堂	(東九分堂)	*	 2173-7700
(*未自立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