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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是個收割的季節，正如我

們上兩期之報導，亞洲區播道會大會

之青年領袖大會，又或上期之播道年

會，一如收割後我們藉着休耕的時候

大家的相聚。無論我們想描述的是農

作物的生命週期，或是人的生命週

期，能夠到這一個階段都是難得的，經過春天的發芽，夏天的生長，

到了秋天收成期，所得的無論是多是少，大家都珍惜這陣子所獲得

的，所有的。信仰生命亦然，由初信、成長，到成熟，能為主所用，

那份經歷都是可貴的。

	 水滸傳中，有句話：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說的是生命如草一

秋（一年）之短。不過草的生命雖短，卻原來在大自然中是極之重要

的，同樣，在事奉主的歷程中，一件看起來微不足的服侍，或崗位，

都可以是重要的。明顯，秋是蕭瑟凄凉，或是莊稼滿地，稻穗滿滿笑

彎腰，在乎我們如何選景，在乎我們心中的主調，我們生命中所看重

的是甚麼，任何一件微小的服侍都可以與我們所盼望的永生有關連，

所以我們只管忠心的作就足夠了，也無需一定要得到別人的欣賞或稱

讚，有甚麼會比主說：「你忠心又良善」重要？我們就把那點點所能

作的，看似個小小的果實獻與主作個感恩祭。

	 這一期信仰人生的「秋」，編委們還是自告奮勇執起筆來，寫寫

編委們所看到的景緻，這個小小的事奉團隊，大家合作多年，未必有

資格老氣橫「秋」，卻是過來人，可以是現有這個團隊的一個小結。

雖然這是一份宗派的刊物，還是沒有太多的圍牆的，有時也敢試敢

闖，我們仍會期望有多一點不同的思維亮點，能多一些「隊員」加入

必然更好，所以當我們用「秋」來寫這個崗位，若你願意「加盟」，

卻可以是閣下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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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以春夏秋冬來形容人生的
四季，當生命去到秋天時，很多人
就將之比喻一個人的生命已進入倒
數階段當中，那無怪乎歷古以來，
人就喜歡將秋來喻意人生之暮年，
好像《淮南子》所言：「見一葉落
而知天下之將暮。」顯示人每每將
秋天看為人生之暮年，「人生之
晚」近矣！所以，悲秋、哀秋之情
常常見之人間之感覺當中，「世事
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
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蘇
軾：西江月)	詩中悲秋之情揚溢，由
秋葉飄零，生命盛衰交替之自然律
撩人愁思，感懷身世。
	 可見，悲秋之情常見，因為
近冬，如日落一樣，大多是灰的，
因為近死，大多是無盼望的。可
是，對我來說，雖然我喜歡蘇軾的
詩詞，喜歡他的情感滿滿，有人生
之情，有味道，但我並不悲秋，沒
有秋愁。反之，我喜歡秋天，多於
其他三個季節。有人喜歡「春回
大地、生機處處」，有人喜歡「我
愛夏日長」，有人喜歡「冬之藍天
白雲」，而我卻愛「秋高氣爽」。
秋天的天氣特別怡人，最爽而又不
冷不熱，給人有一種穩重厚實的感
覺，所以我以為人到了秋天，就覺
得穩健得多了，不再那麼輕佻，不
再那麼膚淺，好像一切從絢爛歸回
於平淡。
	 俗語說：「秋收冬藏」，秋

天是農耕的終結期，也是收成期。
昔日以色列人習慣將將收割之穀物
收藏，然後獻給耶和華神，以示感
恩。今天，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將收
割物(收益)，為感恩而奉獻歸回上帝
呢？筆者任職之循道衛理會於每年
的11月的第三個主日定為「收割感
恩主日」，是將以色列在舊約時代
三大節期中的「收割節」(出二十三
14-19)及美國的「感恩節」結合起
來，為的是要提醒信徒要存謙卑感
恩的心，常常倚靠上帝的恩典於世
上生活；又要常存感恩，思念上帝
的供應和保守。在《讚美詩》集有
一首〈收成謝恩歌〉，就是唱出了
收成感恩的心聲，歌詞是這樣的：
「讚美聖天父，恩典廣無量，春風
與夏雨，秋收與冬藏，粟米像珍
珠，莊稼有清香，工作雖勞苦，生
活得安康。讚美聖天父，保佑我民
眾，父教萬物長，父使五穀豐，我
來獻感謝，高唱樂無窮，頌揚好生
德，榮耀造化功。」
	 故此，我們從此延伸來看，秋
不是灰，秋不是完結，秋是另一個
開始。以色列人的開始從秋開始，
猶太人的新年(又名「吹角節」)從
秋天開始，猶太曆的七月，大概就
是我們現今的九、十月。除了新年
外，以色列人的秋天節期還有「贖
罪日」和「住棚節」(又名「收藏
節」)。它們是以色列人的偉大秋天
的節期，被稱為至高的聖日。它們

盧錦華（本會康福堂會友、本刊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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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們要反思上帝在我們身上的
作為，個人靈命的更新等。可見，
秋天是一個新開始，是開心快樂
的，充滿感恩頌讚的。
	 至於我，正值生命之秋，立
於人生中的中年時期，一般來說是
穩健沈實的，能夠給別人看來有多
一點信心的。我的事奉，我的工作
和人生發展，並不是一個終結期，
不是處於「秋愁、悲秋」的階段，
反之，乃是一個開展期。就如新約
聖經使徒行傳，大多數人都認為是
寫於主後63年的秋天至66年的夏天
之間，而保羅的宣教之旅也多與秋
天有關的，例如他於第三次宣教旅

程，回去安提阿，他說：「就辭別
他們，說：『神若許我，我還要回
到你們這裡。』於是開船離開了以
弗所。」(徒十八20)	 他大約於主後
52年秋天履行了他的諾言。另外，
他去羅馬為主作見證之旅，據使徒
行傳的記載(二十七1-44)，他們也是
於秋天的時間動身的。
	 總言之，在我的感覺裏，秋並
不是人生的終結之始，不是黃昏日
落之始，秋乃是人生另一個開始，
猶如現時自己的事奉道路，猶如保
羅的宣教人生一樣，都是一個開
始，都是十分「爽」的，像秋高氣
爽一般，怡人怡己，感謝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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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陳麗玉（本刊編委）

	 在農業社會中的秋天，是一年
工作的收成期，看到金黃的禾田，
滿心歡悅的整理努力而來的成果，
也為下一個種植作好計劃。
	 然而又如何從人生看秋意呢？
四季中我最愛秋天，那份恬靜令我
神往，我也愛看樹葉在季節更換時
從樹上跌落的景象，彷彿在思索及
整理人生前期的學習，為下一個階
段作反思、整理與前瞻！
	 感恩在進入人生秋收的歲月，
有一次很不一樣的經歷。

	 7月23日是早在兩個月前就定下
的退修日的開始，我於下午拿着行
裝，在大風雨及三號颱風下到達長
洲，快到營社時職員來電詢問：「
快八號颱風訊號你會來嗎？」
	 我回答已在門前請開門便可！
當晚由八、九至十號強風，風很
大，在山頂的營地四面無阻，只
有風聲。四天下來只有風和雨為
伴，營地是禁說話的，四天的談話
對象是上帝。在反思中才發現神的
計劃，上一次掛十號風球是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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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在無預警下掛上十號強風，
同樣地我身處長洲，又是在作四、
五天的個人靜思。兩次經歷在風雨
中感到上帝所賜的平安。風在吹，
但心境卻是如此平靜，我能靜看風
雨。
	 十三年前的我，在盛夏的年歲
作退修，目的在整理個人未成熟及
不足的部份，為自己未能成長的部
份流淚，也接納成長中不盡完善的
部份。而今次在初秋歲月，對自己
認識多了，強、弱點也有所掌握，
在人生工作年日的中場作回顧，在
最精壯的時間為自己尋找生命的路
向。多了一份期盼，對神巧妙的安
排深感驚訝，專心在小山上等待神
的話語，在回顧中放開心懷檢視自
己再走下去的可能方向，總結經驗
中發現自己，回顧省察。在這次神
的強勁推動下有很深刻的發現；「
我真實的需要是？」、「時間－何
為神的時間？何為我的時間？」
	 這將會是初秋到深秋的主題，
確認自己的真正需要，接納神行使
祂大能作為的時間，在秋收的日子
帶着信心前行。
	 細思時間；曾經有人提過，
小孩與成人計算時間速度的分別，
是以年齡作基數，孩子感受時間進
程比較慢，常聽到孩子說悶，說無
事可做，確實他們還未為自己的人
生而忙碌。相反成人看年日的速度
越近秋收就越快，一天一年轉眼便
過，為自己未如進度而困擾，也為
無法實現理想而自責。人進入中年
時期，就教育學家艾瑞克森稱這時
其為創造力（生殖力）的階段，如

能好好運用，是思索人生下半場的
時機，如未能清晰生命的方向，有
機會出現成人期的停滯，引致灰心
自我放棄。如何取得平衡，這幾天
退修中神的話再一次提醒，為自己
預備改變的空間。尋找自己的真正
需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退修覺
醒與神的關係，首先醒覺到那份不
足及距離。明白到過去這十三年由
盛夏進入初秋的日子，經歷重病、
進修、工作定位、親人離世、轉換
工作、個人成長等等，花去許多心
力及時間，也少了一份與神親密的
機會，忙、亂是十多年運作的過
程，是時候回歸心靈的需要，由外
向回到心靈。由主動去尋找，進到
靜思的等待，與神聯絡，才看得到
生命前路的可能，如實面對想變的
意願，真誠接納要改變必須經歷的
沖擊，也帶來一定的抗拒，才能進
到下半場的新可能。
	 這次退修使我在心理上有一點
預備，也了解到憂慮的部份，也彷
彿領受到兩年的時限，這是主觀就
現時學習及工作安排初步計劃。無
論如何，若要進到秋收不想停滯，
就需要預備更多可能的機會，接觸
不同的事物，整理過往的經驗，明
白自己的成功與失敗的部份。我感
恩停下等候神的經驗，可以自我反
思，雖然未有最清楚的答案，但有
一個初步的構思，求祂給我開放的
心懷跟祂一步一步前行，慢慢地在
同行中發現神在我生命中的心意，
相信有無限的可能在前面哩！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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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自己的人生或信仰生命，
就不能少了這一頁，因為原來在我
的認知中是沒有的，也不曾想像過
自己會有，就是接觸文字工作。還
記得最初接觸的教會刊物，是堂會
的月刊「靈聲」，初信主的兩三年
曾在當中寫過一篇半篇分享，不過
筆者卻是對刊物及爬格子全不沾邊
的。後來卻因為教會某年屆初，因
遞補執事空缺成為文字部長，才負
責起堂刊的工作，之後在總會文字
部任部員，及後參與月報，一直至
今。這文字方面的服侍，是神使筆
者由無變有的，所以一直都不敢輕
忽。
	 回想在這個月報小小的事奉團
隊中參與多年，收穫是滿滿的，最
基本當然是自己爬起格子來，想當
年用的是原稿紙，原稿紙是四百字
或五百字一張的，後來用鍵盤在電
腦上寫，今天已轉到「噯瘋」上的
觸摸螢幕行文了。由起初只是努力
地填滿那一或兩頁原稿紙，至今則
進展成為以分享的心情寫稿了。
	 另一方面，月報的內容涉及播
道會不同的單位與堂會，層面及角
度，因着常常要留意着整個播道會
的步伐，日積月纍，在心裏會常織
出一幅一幅不同的圖畫，那份感受
是深的；此外，筆者亦漸漸發覺，

當使用文字去處理這些想法，組織
這些思維時，會比起用說話去表達
強，所以筆者現時是話少說一些，
字多寫一些！雖然是這樣，所寫的
還需更簡潔，仍在鍛鍊中。
	 編委們參與主要是出席編委
會，定主題及內容，或幫助約稿，
題目合適的也會親自執筆。每期月
報能出版，及送到大家手上，編委
中執行編輯付上了不少。從這些走
過的日子中，最寶貴還是與編委們
多年來的相處，還記得相繼有成員
病倒了，叫大家掛心起來，神的恩
典，至今各位都得蒙保守！
	 多年來有不同的編委加入，或
離開，在那些相處的日子中，很多
難忘的小片段，也回味那些合作過
的日子，當然仍然期望有新的成員
加入，甚至能接棒。屈指一算，現
任的成員相信是合作最長的一個組
合，因合作無間，會議經常很有效
率，之後一同去吃甜品，或不時可
以很早「散會」回家，彼此也珍借
這份相交。這是一份「宗派」的刊
物，卻仍有點「團刊」的影兒，定
內容時有游走探索的空間，筆者相
信，無論是新編委的加入，或是現
有的繼續，相信這個小團隊仍然可
以繼往開來，在播道眾肢體中服侍
大家。

陳士衡（本刊主編）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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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是一個收割的季節，
若以二十年栽種一棵樹，所種的
也應有所收成吧！我在播道總會
事奉，不經不覺已踏入二十個年
頭，我不敢說結果纍纍，對我來
說卻是一個自我檢視的時間。	
	 二十年算起來不算長，但對
於在同一機構事奉的人來說，是一
條不短的路，在事奉中經歷許多挑
戰，在人生中也經歷許多起伏，這
是一個我事奉的地方，也是一個讓
我成長的土地。
	 個人方面，這些年間，我
失去了兩位至親─我的外婆及妹
妹，自己也曾患重病，我雖曾為
此痛過傷過，但感恩的是，許多好
友、同事及牧者伴我一同走過這段
路，其中多位是我在播道總會事
奉當中才認識的，原來我們不經意
地在一同事奉當中建立了情誼，
更感恩的是，他們待我不只限於
工作上的伙伴，更是一個可信任
的朋友、一隻需要照顧的小羊！	
	 事奉上，感恩有許多學習機
會，出版上從《播道月報》、《
播道年報》，到《乖乖之友》及
《兒童之友》，從各類書刊的編
輯，及至近期協助鮑會園牧師神學
叢書編輯出版，都有不同學習機
會。接觸層面廣泛，從內容到理
念，及與作者及讀者群的互動，都
給予我很多嘗試和學習的平台。	
	 另一層面的事奉是外向性的，

如籌備活動、聚會、講座、展覽，
及後網頁的參與等等，每一個都是
新挑戰、新學習。多年來，神讓
我在不同的事奉參與中，與不同
的人合作，不單有付出，更藉此
種種經驗，充實了我的人生。我
感謝給與我機會的上司們，與我
一同配搭的同事們，更多謝我的神
賜與我能力及勇於新嘗試的心。	
	 從這些事奉中，我更了解自
己的長短之處，可以繼續發展的
地方，需要學習的地方，也有很
多意外驚喜；某些我以為自己不可
能做到的事，原來也可做到，如網
頁，或面對百多位讀者及家長分
享等等……也認識了各方面專長
並很精彩的人，樂意無條件地付
出及一同合作，讓神的工作順利
完成，讓更多的讀者受幫助。我相
信不是個人有任何號召力，而是
神先感動了他們，以致他們願意付
出個人專長，放下權威的身分，為
神的聖工毫不計較地參與事奉。從
他們身上，我認識到一個真正謙卑
的人，才能完完全全被神使用，也
從他們身上，看到主耶穌的光芒。	
	 二十年過去，期望我仍有下一
個二十年為主工作，我從不認為我
的事奉只有一個方向，未來年日，
我願意為神作更多的嘗試，為要完
成祂的工！

主

題

文

章 孫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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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郭碧貞（播道會恩福堂東九分堂）

Anthony）論及不同階段未婚男女對
婚姻的焦慮情況、4歷雲信（Daniel J. 
Levinson）就成年人的生命週期，提
出與未婚者在某些年齡階段有關的生
理特性的重要課題、5艾力遜成年期三
個階段的心理發展理論，6務求為未婚
人士的生命週期作更全面、更立體的
勾畫，從而整合各年齡階段的特性及
需要，作為成長的指標： 7 

高青期（18-30）
1. 對家庭以外的世界，如工作及友

誼，採取更自主的角色。
2. 改變與家庭的關係，重整與家庭的

互動，從倚賴到獨立導向。
3. 認識和接納自己
4. 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5. 婚姻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
初成期（30-40歲）
1. 進入迷惘期 (Entering the Twilight 

Zone) ：適婚年齡而未有對象的人
生關卡。

2. 擴闊人生的目標(不單止結婚)
3. 重視友誼，不論男女朋友。
4. 朋友會比家人重要
壯年期（40-50歲）
1. 專注於事業及嗜好
2. 尤以40歲為人生重要的過渡期，回

顧過去，展望將來。
3. 界定生命的真正意義，及如何在單

身的處境中達成之。
4. 成 為 其 他 單 身 肢 體 的 師 傅

（mentor）
5. 為自己界定在原生家庭的成人角

色；知道何時獨立，何時需要尋求
家人幫助。

6. 建立屬於自己的家，有更多的個人

吳聯梅（總會教育部總主任）                                                                                                  

單身生命周期與家人關係的互動
 上文論及原生家庭如何影響未婚
者與家人的關係，本文則探討單身生
命周期，如何作為未婚人士的成長指
標，及與家人關係的互動。

一、單身生命周期
 按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
的 理 論 ， 1已 婚 人 士 是 以 子 女 成 長
的各階段，作為他們成長的指標。
對於未婚人士，娜丹莉（Nata l i e 
Schwar tzbe rg）、嘉芙（Kathy 
B e r l i n e r ） 、 狄 瑪 利 （ D e m a r i s 
Jacob）提出「單身成人生命週期」 
（single adult life cycle），作為成
長的指標，2她們的理論認為：（1）
未婚人士的每一階段是以其生理時鐘
或年齡作基本架構，並以工作、經
濟、同儕網絡、家庭文化為成長的指
標，藉此明瞭未婚者與其家庭和社會
的配合；（2）由於家庭成員的情緒
互相關連，皆受着各人現在與過去的
際遇及其意義所影響，因此要了解未
婚人士的生命週期，不能抽離其家
庭處境而獲悉；（3）此外，由於家
庭成員的發展階段（developmental 
stages），影響着未婚者如何處理其
單身現況，因此整個家庭也要因其家
中的未婚成員，重新建構家庭的定
義。歸納來說，她們的「單身成人生
命週期」，乃未婚人士在其人生各個
階段的發展，及其與家人關係的互
動，而產生的情緒過程（emotional 
process） 3。 
 筆者嘗試根據娜丹莉等的單身
成人生命週期，糅合冠羨和安德頓
（Carolyn A. Koons & Michae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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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7. 準備／進入更年期帶來的生理變化

及情緒困擾
8. 接納自己可能沒有機會結婚
9. 男性對婚姻的焦慮比較大
中年期（50-60歲）
1. 確立工作、人生的意義
2. 渴望為下一代作出貢獻
3. 從幻滅的夢想中尋找自己的身分，

活出真我。
4. 注重過優質的單身生活
5. 成為父母的照顧者（Caregiver）
6. 面對及經歷摯愛親友離世的哀傷
7. 準備退休
8. 男性對婚姻的焦慮比較大
晚年期（60歲或以上）
1. 適應退休生活
2. 健康問題帶來的情緒困擾
3. 面對死亡的威脅
4. 接納自己曾經活過的人生
5. 仍然等待婚姻，女性對婚姻焦慮比

較大。
 以下就未婚成人生命周期的各階
段，探討單身人士與家人的互動，從
而建構和諧的關係。

二、各階段與家人的互動
1. 高青期
 「離巢」乃單身人士在這時期的
特徵，標示個人與家庭進入成人世界
中的變動、轉化與磨合，生命邁向成
熟。
 在「還未結婚」（Not Married 
Yet）的高青初期，單身人士設定個
人的界線十分重要，藉以確立其個人
的身分。界線能幫助他重整與家人的
關係，尤其在心理和情緒上作好「離
開父母」的準備；同時在平衡工作、
社交與家庭的生活上亦十分重要。 8 
 這時期的單身人士對將來充滿焦
慮，除了尋求人生的目標與事業外，
對婚姻滿懷的憧憬，然而當踏上30還
未拍拖，對婚姻的不明朗，成為他們
與家人產生焦慮與壓力的焦點。面對
這方面的困擾，單身信徒須首先認識

有關聖經的婚姻觀與單身觀，作為選
擇婚姻或單身的立場和態度，同時要
與家人在這問題上坦誠溝通，達至共
識，亦需要為單身及婚姻作雙贏的準
備：過精釆的單身生活，在等候配偶
的過程中，為婚姻作好準備。9  
2. 初成期
 這時期的單身人士，為要抗衡因
沒有伴侶而帶來的孤單感，他們渴望
擴闊社交圈子，不論與異性及同性的
朋友，建立深化的友誼；然而他們的
單身狀況，亦成為家人特別關注的課
題，一方面由於在家庭以外建立情
感的支援網絡，同時為避免父母催婚
的壓力，而採取被動或緘默的態度，
都會形成雙方關係的疏離和焦慮的情
緒。 10 
 與此同時，單身人士透過放眼世
界，尋求人生的目標與使命，俾擴闊
並領會其生命的意義，除婚姻以外，
人生還有許許多多寳貴的事情有待完
善，11從而採取積極的生活態度，感
染身邊的家人。
3.  壯年期
 經過前期的階段與家人的磨合，
單身人士在原生家庭的成人角色亦臻
成熟，他們擁有更大的自由過自主的
生活，同時亦需要與家人設定清晰的
界線，讓大家在親密與獨立兩者間取
得平衡，在專注事業的同時，亦需要
平衡家庭、社交的生活。單身人士不
應以工作來躲避某些無法解決的家庭
衝突、人際問題，以它作為「情感的
避風塘」，最終成為工作的奴隸。12 
 父母在退休後，尤為害怕失去
在子女心中的地位（特別對已婚的
子女，他們的地位被子女的配偶所取
代），有不再重要的感覺，遂形成焦
慮，因此單身的子女倘能表達在某些
方面需要父母的幫助，讓他們付出關
懷行動，則有助促進雙贏關係的局
面。
 一方面因着教會女多男少的趨勢
與相同信仰的因素，另方面隨着年齢
的遞增及生理時鐘的響號，結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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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亦趨渺茫，單身人士不但個人
須接納沒有機會結婚的可能性，以及
沒有親生的子女，他們的父母亦需要
接受這現實。
4. 中年期
 不少單身人士從這時期開始，在
與父母相處及照顧的角色上有所調
換，他們扮演父母的角色照顧年長的
父母，而父母則成了他們的子女，因
此他們與父母之間的關係需要有很大
的調節與適應。
 自壯年期起至今，最容易引發單
身人士與已婚兄弟姊妹產生衝突與
積怨，在於經濟及家居生活上獨力照
顧年長的父母，未能得着支援所帶來
的壓力，因此他們需要與其他家人作
好共識與安排。已婚的家人不應將責
任完全推卸給未婚的成員，尤以其退
休在即，更能騰出時間、空間照顧父
母。單身人士同樣需要為其退休作好
計劃與安排，俾能順利過度。
 正因中年是人生開始經歷喪失
（loss）的高峯期，單身人士更應珍
惜父母尚在的時光，克盡孝道。13親
人與好友的離世，對留下來的人，需
要經歷一個哀傷的過程，特別對單身
的人士，父∕母的喪亡，尤其與父母
同住者，他們不但需要處理自己，同
時亦需要關顧父或母一方失去配偶的
哀傷情緒。
5. 晚年期
 這時期也是單身人士經歷健康喪
失的高峯期，家人對他們提供的關
顧，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筆者發現一現象：由
於人的壽數提升，單身長者在退休
後獨力照顧年邁父母的年日亦相應增
加。他們退休放下工作，隨即長年累
月「瞓身」照顧體弱多病的父母，沒
法享受退休生活，善用餘暇；一旦父
母離世，他們頓然成為斷線風箏，父
母「離巢」的失落感，令他們情緒陷
入低潮，因此，單身長者在這方面的
需要必須正視並尋求出路。
 正視死亡，在身、心、靈三方面

作好準備，其中與家人冰釋前嫌、珍
惜相聚的時刻、傾出摯誠心底話，也
是單身人士進入晚年時的重要課題。

結論
  單身生命周期是建構未婚人士與
家人關係的重要藍圖，透過本文的討
論，勾劃了一梗概的陳述，下期文章
開始探討如何創建和諧的家庭時，再
作詳細的論述。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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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Erikson老年研究報告—人生八大階段》（台北：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9，78-79。
7 吳聯梅：《魅力一族齊展翅—教會未婚單身人士的處境
及事工探討》，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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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 Single In A Married World:A Life Cycle Framework 
for Working with the Unmarried Adult, 59-61。
9 吳聯梅：《魅力一族齊展翅—教會未婚單身人士的處境
及事工探討》，頁33-34、89-91、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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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Smith,Harold Ivan. A Singular Devotion:366 
Portraits of Singles Who Have Changed the Worl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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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位單身人士在不同崗位上的成就，貢獻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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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隨基督、生命轉化、燃亮人間」是方向小組向總
會建議播道會未來發展的主題。楊詠嫦院長在上期月報已
就「追隨基督」表達了其背後的理念。筆者現嘗試在宗派
發展的層面就「生命轉化」作出一些分享：

1.	一個身體
	 以弗所書對「教會」的真理提供很寶貴的教導。教會
是蒙神揀選的一群，藉着基督的救贖得着神兒子的名份，
更要成為神榮耀的出口。(弗一章)
	 在個人層面，「生命轉化」是表明「我們原是祂的工
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
備叫我們行的。」(弗二10)在宗派和堂會層面，「生命轉
化」可以是要我們「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
牆」(弗二14)，藉着基督成為一個新人，歸為一體，靠祂
「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聖靈所住
的所在」。(弗二21-22)
	 播道會現有50多間堂會，也有不同的社會服務單位和
機構。我們有些堂會聚會人數上千，甚至逾萬，有些則有
數百，甚至只得數十，但大家都在神帶領我們身處的社區
及環境忠心地為主作明亮的燈台。事實上，不同堂會和機
構的文化傳統、發展策略、資源多寡，甚至在教內和社會
名聲都有不同，然而，我們在基督裏都是同屬一個身體。
因此，我們為着個別單位的興盛而感恩，也不忘記念正在
面對不同挑戰和缺乏的單位的需要。過去不少堂會和機構
在合一和互愛互重的基礎下彼此支持、合辦事工和資源共
享，總會各部門亦以僕人的角色，增強了各單位間的聯系
和支援，這都成了美好的經驗和見證，亦可成為我們整體
未來發展的參考榜樣。

播道會追求之方向（二）：「生命轉化」

黎漢華
（播道會厚恩堂
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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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能力泉源－聖靈
	 我們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
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弗一13-14)。聖靈
已內住於每一個信徒的心靈是不能否定的事實。保羅為信徒
祈禱時，求聖靈使信徒「知道祂(神)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
力，是何等浩大。」(弗一19)「知道」是深切的經歷和體會；
「能力」是基督復活的大能(弗一20-22)，是生命轉化的要素；
「向」是穿透而射出。換言之，「生命轉化」是內住在我們之
中的聖靈的工作，使我們能深切經歷和體會基督復活的大能，
並使這能力進入我們的生命，更加穿透和照射出來，最終叫神
的榮耀得着稱讚。
	 無疑，追求被聖靈充滿的不同方式對一些播道會信徒實在
敏感，但「生命轉化」實在少不了聖靈的動工，教會的發展和
成長亦需要聖靈賜下的能力。「被聖靈充滿」的意思不論只是
生命完全被聖靈管治，或是有時會有超自然的事情彰顯，我們
有責任要謹慎而開放地去從聖經探究，又結合現實生活去體驗
和反思。播道會的其中一特色是：很認真的相信聖經的教訓…
只要是聖經的教訓，我們就遵行。如果沒有聖經的根據，我們
就可以不要。今日，很多神學家、牧者和信徒們都虛心、真誠
而謹慎地去研究聖經，更加堅固我們信仰的理性基礎，但有時
也會出現一些不同的研究結果和領受。筆者完全接納人有限的
理性不能完全了解和掌握神無限的智慧和真理，因此也學習尊
重不同屬靈傳統的追求和表達方式，祈求聖靈賜恩和使用忠心
跟隨和事奉基督的堂會，讓大家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最終叫
神的榮耀得着稱讚。

	 「生命轉化」雖然必須從信徒個人開始，但在宗派的層
面，我們也當不斷反思、更新和變化，察驗神在不同時代要播
道會發展的方式和方向。祈求播道會不斷蒙主使用，繼續成為
主明亮的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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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播道會榮休宣教士呂美節教士安息主懷

	 美國播道會榮休宣教士呂美節教士(Mis s	
Mildred	Newquist)	經多月來之身體軟弱，於8月13
日在美國安息主懷，在世九十三載。安息禮拜已
於8月18日在美國內布拉斯州(Nebraska)萊星頓巿	
(Lexington)	舉行。
	 呂美節教士於1947至1983年在廣州及香港事
主三十六載，於1983年榮休返美定居。呂姑娘與莊美信、晏美瑜
及申路德三位宣教士同乘一挪威貨輪來廣州，初期為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籌劃主日學及任教英文聖經班，來港後曾在播道神學院（
當時稱「廣州聖經學院」任部份時間講師，教授英文，又開辦兒
童經班，開辦兒童經班，並曾在學校教授聖經。1966年開始播道
會文字部事奉，與鮑許冰清女士並肩事主，多年來擔任播道書局
經理，亦曾與梁景芳姑娘（已榮返天家）致力舉辦初級夏令會，
貢獻良多。
	 呂姑娘曾在多間堂會開辦英文聖經班，曾一再駕駛差會之
客貨車，載送同工往徙置區及郊區舉行露天佈道會，先後協助活
泉、道真等堂會的事奉，稍後以福泉為屬靈之家，多年來委身該
堂，栽培多位肢體成長，其中一位為曾任播道總會主席之蘇振豪
先生。
	 本會於1988年舉行百週年會慶時，呂教士撰文致賀，引述哥
林多前書十五章58節，鼓勵信眾「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
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如今謹以上述金句追思榮
返天家之呂姑娘。
	 呂姑娘遺言在喪禮中若收到花圈金，全數撥歸中國之宣教事
工，經美國播道會向駐港宣教士諮詢後，決定獻給呂姑娘平素關
心之兒童之家，作擴建費用。呂美節教士畢生愛主愛中國人民，
溢於言表，正如啟示錄十四章13節云，「…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
福了…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們。」倘有堂
會或會友，願意向呂姑娘之遺屬（姨甥Mr.	 &	 Mrs.	 Pierce）表達
慰問者，可於九月底前將慰問咭或心意交由總會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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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誠聘總幹事，領導總會同工，推

動本會聯合聖工，對外則代表本會。

應徵者須具五年或以上牧會經驗，本

會會友優先。待遇依本會同工薪酬

表。請將履歷及近照寄來本會（尖沙

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樓）

物色總幹事小組主席收，合則約見。

播道會總會誠聘總幹事

播道會活愛堂

誠聘教會全職幹事
辦公室行政及其他指定工作。有

事奉心志，高中畢業，懂電腦，

善溝通，須週六、日值班。履

歷寄石峽尾南山村南偉樓平台

107至110號播道會活愛堂黃牧師

收。只供招聘用。

誠徵功課輔導老師
（石峽尾南山邨）

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四時至六

時

對象：小三至小六

學歷：預科畢業或以上

薪酬：約每月	$3400

合約期：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

	 授課（可洽談續約）

有志者請電93264568梁先生

或電郵至wootoi@yahoo.com.hk

播道會恩泉堂啟德社會服務
誠聘「中心主任」

播道會恩泉堂啟德社會服務誠聘中心
主任，領導中心日常運作，建立團
隊，結合社會服務及福音工作，聯繫
中學、組織及推行青少年活動。應徵
者為註冊社工，具社工學位，五年或
以上有關工作經驗，具學校服務工作
經驗優先，性格主動、成熟，能獨立
工作，具團體合作精神。有意應徵者
請於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前將履歷(
寫明所屬教會)及期望薪金寄來九龍
城侯王道39號恩泉堂主任收，封面
請寫明「應徵中心主任」，合則約
見。(只供招聘用)





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鼓舞生命的服侍

	 我是透過義工簡介會認識「播道兒童之家」的工作，並展開了我
的義務工作生涯。我選擇ECH是因為地點就近我的家，能讓我更積極
實踐「多做義務工作」的承諾。此外，我不抗拒和孩子相處。
	 在ECH曾經參與多項活動，如陪伴孩子賣旗、義賣、開放日籌辦
義賣攤位、大總結年度頒獎活動幫忙做「打雜」、每周一至兩次在女
家舍幫孩子補習及幫忙入院訊寄發等服務。參與ECH義工快三年，回
想第一次和孩子的見面，真的戰戰兢兢。自己對待家中的孩子都傾向
嚴肅，並且不擅於與孩子開玩笑，很擔心這會築起我和孩子的隔膜，
令她們害怕問功課，那怎能幫到她們呢？我所接觸的ECH孩子是肯努
力的孩子，每次補習時大家都按秩序排隊，輪流問功課。我笑着讚賞
她們的時候遠比板着臉教訓她們的時候還多呢！女孩子多數較難掌握
數學科，但見她們鍥而不捨地做練習，不禁要為她們吶喊：「加油！
不要俾男仔叻哂！」
	 孩子們也有發脾氣、吵鬧鬥氣的時候，她們需要的是提升控制情
緒的能力。故此我通常會提醒她們「靜一靜、想一想」，加上家舍家
長的教導，她們很快便會冷靜下來。有時新來的孩子有情緒困擾，其
他孩子也會伸出援手。我覺得感動之餘，更會提醒自己要易地而處的
設想︰「每天與孩子一起生活的人們，全不是自己的親人，要和諧共
處並非一夕之事。」作為她們身邊的成年人，愛和包容需要再多一點
點，讓她們的心靈更強壯一點，懷着滿滿的信心踏上成年階段！
	 在家舍，孩子們有家舍家長及社工的教導，又有宗教的引領，
孩子長大後離開家舍的生活也有ECH「信有出路」計劃1看顧。大家
有沒有留意我們身邊也有不少年青後輩等待我們的幫助？家庭破碎或
有困難的青年人不勝其數。他們不會主動告知他人，長大後在職場上
表現有時會較飄忽，甚或做人處事會較幼稚，但只要我們在工作上能
以「多一點包容，多一點關心」來代替抱怨青年人的不濟。即使不在
ECH，相信我們也有很多造福青年人的機會，讓他們成為出色的生力
軍，創造更美好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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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ie姐姐．ECH義工

	1	「信有出路」-	青少年家舍及就業、輔導服務。



	 中國傳統核心價值十分重視孝道。
「孝」一字，從字形結構來看，是「子
承老也」的意思。換言之，為人子者，
須有一天背負照顧父母的責任。
	 當我還是年少的時候，常常聽到人
說「養兒防老」這句話；當時的父母在
子女踏入社會工作的時候，會要求子女
「上繳」部分薪水，實在是一件很普遍
的事情。
	 然而，時至今日，已經很少聽到有
人會說「養兒防老」了，他們對兒女供
養自己也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相反，
父母撫養兒女的日子越來越長。年青
一代，似乎越來越難以獨立。有些家長
甚至害怕兒女沒有能力置業，自己辛辛
苦苦，為孩子多供一個住屋單位。由此
看來，父母與孩子的互動進入了惡性循
環，父母承擔的責任越多，孩子就變得
越難獨立。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
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以
弗所書六章2節）中國人重視孝道，與
《聖經》的立場相符。因此，我想提醒
基督徒父母：父母不要放棄要求兒女孝
順父母，原因如下：
	 一．孝敬父母，是上帝給兒女的責
任。首先，我們要對上帝有信心，無論
我們的兒女將來是否照顧我們，上帝依
然會看顧我們，因此，父母教導兒女孝
敬自己，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兒女
學習聽從上帝，讓他們過蒙上帝祝福的
生活。
	 二．中國人有句說話：樹欲靜而風
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表示為人子
者，須好好珍惜和父母一起的日子，並

盧偉成 (播道書院校長)

孝順父他們。中國人十分重視葬禮，然
而，「風光大葬」，都不如生前好好孝
順父母。我們不要讓自己兒女的人生有
遺憾，盡早讓他們知道要好好對待父
母。
	 香港人金錢掛帥，因此，一提到孝
敬父母，大多想到物質上供養父母。
然而，孝順父母，遠遠超越物質供應的
層次。要孝順父母，還須與他們好好相
處，在言語和行為方面，表達對父母的
關心。
	 我曾經問過一些小學生：「父母愛
你們嗎？」
	 他們回答說：「當然愛啦。」
	 我再問他們：「那麼，父母怎樣愛
你們呢？」
	 他們一一道來，表現得十分雀躍。
之後，我追問他們：「那麼，你們愛父
母嗎？」
	 他們異口同聲說：「愛！」
	 我隨即再問他們：「那麼，你怎樣
愛你們的父母呢？」
	 這次，可把他們難倒了。
	 我建議為人父母的，不要把自己要
盡的責任無限擴大，更要製造機會讓孩
子孝順自己。舉個例：假日共聚天倫的
時候，不要單單問孩子：「你喜歡吃些
甚麼？你要到哪裏玩？」我們亦應該引
導孩子問：「爸爸、媽媽，你們喜歡吃
些甚麼？你們要到何處逛逛？」
	 盼望：我們努力教導兒女學習孝
道，以身教和言教把孝道一代一代承傳
下去，把「養兒防老」的觀念再次興
起，以免失傳。

播 道 書 院

養兒防老？

寫給父母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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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謹訂於主曆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假播道書院（新界將軍澳至善街7號）

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按立本會彩福堂主任陳永就先生為牧師。

典禮由郭必鋒牧師主禮，
中國宣道神學院院長馮兆成牧師講道，
總會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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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必鋒牧師、
譚偉康牧師、王安洋牧師、蕭仲駒牧師及
彩福堂顧問牧師鄺士山牧師組成按牧團。

陳永就先生於中國宣道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
並於2007年7月10日起加入彩福堂事奉。
播道會總會暨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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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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
總幹事：郭必鋒牧師
執行幹事：陳文偉牧師
文員：黃淑芳姊妹
會計（半職）：梁麗華姊妹
主席：張秀娟姊妹
副主席：楊啟泰弟兄

文書：賴陳敏儀傳道
財政：吳漢求弟兄
董事：區敏耀傳道、吳漢求弟兄、劉業添弟兄、譚鄭綺雯傳道
電話：(852) 27159683　傳真：(852) 2721309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十四樓
電郵：admin@efcchkomb.org.hk 
網址：www.efcchkomb.org.hk

無 牆 的 教 會  七月台灣中壢播道會短宣見證分享

	 感謝神！透過參與中壢播道會舉辦
的兒童暑期聖經班，再次經歷神的信實和
同在，所得的比想像中還要多。感受很深
的是中壢弟兄姊妹對孩子們的愛心，只
有七至八位人手，要舉辦一週的暑期班加
宿營，實不容易，但他們毫無怨言，每一
件微小的事情都用心擺上和付出！當小孩
子鬧情緒時，他們都很有耐性和愛心去陪
伴，讓小孩子在愛中過了愉快的一週。小
組靈修時間，有中壢姊妹為着台灣福音的
困難而流淚，她愛人靈魂的心教我扎心和
動容。真的感謝神透過他們去鼓勵和建立
我。鄧慧賢姊妹（播道會恩褔堂）

	 去年探訪中壢教會，了解教會過去
的經歷，希望可以運用自己較熟悉的栽培
班，參與這次短宣，但後來知道是次以服
侍兒童為主。我起初因沒有接觸過兒童
而有點卻步。感恩聖靈即時提醒我不要限
制神的國度，讓我有機會體會與神同工的

福樂。過程中看見台灣青少年們盡力的擺
上，火熱服侍。我應該是最不懂和小朋友
相處的一個，幸好有拍擋成為我的補足。
小孩有天真、活潑可愛的一面，有少部分
卻因家庭出現問題而導致情緒起伏，但願
福音臨到其父母身上。阿們。
陳雯慧姊妹（播道會恩褔堂）

	 儘管中壢教會是一間資源缺乏的教
會，但當看到同工對小孩子的愛心及耐
性，我明白何為「道成肉身」；回想與弟
兄姊妹一起作工，各人不計較的付出，我
到現在仍覺得很感動；個人而言，因不懂
得如何處理頑皮的孩子，所以從來沒有想
過參與兒童事工，但這次服侍使我跨過了
自己所設的關卡，不會否定參與兒童事工
的可能。看見有十一位未接觸過教會的小
朋友及兩位青少年決志信主，我慶幸自己
有參與其中。即使沒有我，神的事工也會
從別處得以成就，只是我會失去一次經歷



神的機會。「…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斯四14）
劉雪清姊妹	（播道會恩褔堂）

	 去年與十四歲的兒子到中壢播道會
短宣，兒子在數天成長了，從不大清楚短
宣的意義到積極鼓勵其他弟兄姊妹參與，
我看到神很大的恩典及生命的轉變。感謝
神！讓我實踐當天的承諾，再到台灣中壢
事奉，與其他堂會肢體合作，發揮團隊同
心「合一」，連於元首基督的精神。期間
雖有身體軟弱，但靈裏充滿喜樂，因有神
同在。結束時雖有點不捨得，但看到兩位
中壢青年人，及一群小孩子因着神的愛，
決志一生追隨主耶穌，着實很感動！願一
切榮耀頌讚都歸與神！盼望我們繼續分享
生命，彼此建立、鼓勵與祝福！			
陳姜倩雯姊妹（播道會康泉堂）

首次探訪中壢播道會，看見當地同工們處
身這片福音硬土，並在緊絀的資源中，對
神的事工及對人的靈魂仍然是不離不棄，
讓我深深體會真正為主擺上是不問收穫，
不問回報的！從同工身上，令我獲益良
多！很享受與小朋友相處的時間，他們有
些來自破碎或生活清貧家庭，但深信神愛
他們每一個！願小生命在神手中變得不
一樣！希望可以見證着他們各人在主內的
成長！願主堅立中壢播道會的同工，成為
當地人的祝福，神的名被傳揚，阿門！感
謝康泉堂及恩福堂的團隊！你們真的很棒
喔!!感謝主，讓我過了好豐富的一次短宣
旅程！陳潔儀姊妹（播道會恩褔堂）	

	 因服侍兒童及國語程度都很有限，再
加上等候工作，心裏有些猶疑，但想起：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都要加給你們
了。」就憑信心參加了這次短宣。以國語

講見證確實有憂慮，但神提醒：「不是倚
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靈方能成事。」感恩小孩表示聽得明白。
當為小女孩們決志而歡欣雀躍時，其中一
位拿着一串平安符，對我說是爸爸送給她
的。那刻我深感受到傳福音確實是一場屬
靈爭戰！我一邊祈禱，一邊教導她，願她
們在神的愛中成長。回港後神更預備了一
份工作給我，感謝神！希望可以再次到中
壢服侍他們。	
林德賢姊妹	（播道會恩褔堂）

	 我第一次參加短宣，感受到得着比付
出多。看見中壢教會在資源缺乏下，各人
用一個單純及全心來事奉，令我明白到原
來事奉主不論有多少能力，只需要樂意、
盡力擺上。有些小朋友起初表現不合作，
但後來因着弟兄姊妹的見證，帶着病及疲
累下來盡心服事而受到感染，甚至乎決志
信主！有一位姊妹國語不太靈光，但很努
力向一位的士司機傳福音，關心他人的得
救，自己也被鼓勵。實在有好多美好見證
如雲彩圍繞着我們，真是十分感恩！感謝
神！開了我的眼界，感受到事奉的喜樂和
被激勵。陳達才弟兄（播道會恩褔堂）

	 今次能與恩福堂及台灣中壢播道會
一起服侍是一份恩典，讓我享受到合一的
甜美、互動的能量，一切源於耶穌基督。
在眾多窩心的回憶中，最受感動的是中壢
弟兄妹妹温柔的愛心與青年人盡心盡力的
服侍，雖是二十多人聚會的小區教會，但
充滿着真誠和力量。感謝主！當中兩位連
續兩年來協助的青年人，最後决志跟隨耶
穌，使主內的家喜樂滿載。哈利路亞！				
孔德怡姊妹	(播道會康泉堂)



9 月 份 感 恩 代 禱 事 項 ：

＃以上乃各宣教士代禱需要的節錄，代禱信全文可於差會網頁下載，或致電差會索取。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凌雅芝校長
1. 感恩「南方醫科大學心理諮詢師」證書課程能開班，請為第二期之招生，以及全新推出「南方

醫科大學高級營養師」證書課程之招生代禱。
2. 請為「翱翔加油站」及「奇恩小組」之事奉人員代禱。
3. 請為實習神學生吳先生之適應及實習代禱。
4. 為剛重返崇拜而又重新被信息激勵的弟兄感恩。
5. 「持續教育發展意見書」舉行新聞發佈會，請為工作代禱。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朱麗娟姑娘
1. 為成人教育中心主日崇拜、栽培班、媽媽團契、奇恩小組代禱！
2. 請為每次入班分享福音，以及學生們願意聽福音和接受主代禱。
3. 為初信的丁姊妹、陳伯及嚴太有渴慕主的信心繼續代禱。
4. 為中心同工：Sally的外婆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另為Sally的母親及弟弟的身體，義工陳女

士，以及詠詩的奶奶，求主醫治他們！
5. 請為準備明年退休的安排及求神為中心預備一位新校牧代禱。請繼續為我需要籌募今年事工費

代禱，求神預備。

澳門氹仔福音堂：陳少初宣教士一家
1. 求神賜福支持我們的堂會及肢體。同時為我們能籌到足夠的金錢，繼續牧養開荒的教會至成長

自立。
2. 為已受水禮的肢體禱告，求神保守他們在委身教會的心志，追求神的力度，以及在服事主的火

熱上，不斷的多而又多。
3. 為氹仔福音堂禱告，在我們述職的日子中，聚會人數有下降的現象，求神保守眾肢體的心。

澳門慈愛家庭：董彩萍姑娘
1. 感謝神預備愛主肢體以低於市價的租金提供我合適的居住地方，傢具亦齊備。
2. 感謝神為我安排在述職期接觸更多教會，透過講道分享澳門事奉的異象。
3. 為慈愛家庭之家長和孩童的信心與靈命能穩定，戴民牧師和師母在教導及牧養順利禱告。
4. 在述職期間，參加27/8-21/9在澳門的跨越文化課程代禱，能學習順利。
5. 求神帶領慈愛家庭在9月開始的新課程，以及安排新地方（成教課室）的適應。
6. 求神在籌募事宜上幫助，早日籌足款額，再次踏上宣教歷程。

台灣內壢播道會：許瑞芬姑娘
1. 為福音晚會後與內壢國小學生的跟進，讓我們有機會與這些家庭保持聯絡。
2. 為現正接受栽培的信徒屬靈生命的成長，願主的話語可以進到他們的心裏。
3. 因常常要外出探訪及辦事，求主給我有好的精神和體力，以及預備一台新的機車，現時的機車

毛病越來越多，經常不能起動。
4. 請為計劃中的活動：9月的中秋BBQ和12月的聖誕晚會籌劃，求主預備有足夠的義工及同工，

當然更需要長期委身的同工。
5. 為今年出工場有足夠的奉獻，請記念。

總幹事快訊
過去多年播道差會經費無論是海外工場戶口或香港辦公室賬目都甚少缺乏，感激播道堂會一直對
海外的宣教事工的關注，在代禱及經費奉獻都不遺餘力惟近年差會竭力拓展事工，無論在宣教士
人數，工場數目都有所增加。連帶香港辦公室人手及本港事工都相應增長，經費預算及支出亦逐
年遞增。在某些宣教工場更有赤字現象出現，香港辦公室營運經費目前每月所需約在港幣12至
13萬元之間不敷情況更形嚴峻，目前累積赤字已逾港幣100萬元。極需堂會及肢體垂注，按月供
應在香港的宣教後勤支援事工。在此我亦列出目前已陷經費赤字困境的宣教工場及累積不敷的現
況：．法南圖魯茲	:	赤字累積約港幣16萬元．澳門成教校牧	:	赤字累積約港幣4萬多元
在此再次感謝播道眾肢體及堂會一直以來對差會事工的支持，但願我們繼續攜手努力，實踐主所
吩咐福音遍傳萬民的大使命。



1. 澳門宣教士陳少初江美玲伉儷闔府於8月完成在港述職服事，於8月12日假天泉堂舉
行異象分享會，並已返回澳門工場，開始新一期為時兩年的宣教事工。為着少初一
家完成第一次回港述職感恩。請繼續以代禱及奉獻托着他們一家的事奉，歡迎聯絡
差會索取他們的代禱認獻咭。

2. 日本仙台宣教士森昇牧師盧佩虞師母亦於今年8月份開始新一期為時4年「2012– 
2016」的宣教事奉，他們的代禱咭亦已印妥備索，歡迎隨時聯絡我們安排提取。森
昇盧佩虞伉儷仙台 [泉播道會] 宣教隊工曾於7月返港短暫停留，並於7月22日假恩泉
堂舉行異象分享會。

3.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校牧朱麗娟姑娘將於2013年夏季退休，查朱姑娘自神學院畢業後
曾於母會活石堂任傳道牧職及後長時間於播道醫院肩負院牧要職多年，至2004年毅
然踏上澳門宣教路。請禱告中記念差會及朱姑娘共同籌劃退休前後的安排，更為差
會正積極物識澳門成教校牧接任人選代禱。

4. 澳門宣教士董彩萍姑娘於今年4月份完成了首期一年的宣教事奉，目前在香港述職籌
募宣教經費，預計本年11月再度前往澳門宣教，繼續在播道會慈愛家庭服侍及牧養
智障兒童家庭。歡迎堂會致電差會安排董姑娘前往堂會分享她的宣教負擔及澳門智
障兒童家庭事工的異象，差會亦為董彩萍宣教士印製了代禱認獻咭備索。董姑娘澳
門宣教異象分享會定於10月14日（主日）下午3時假本會靈泉堂（灣仔克街6號廣生
行大廈1樓禮堂）舉行，歡迎踴躍結伴參加。

5. 九月份差會月禱會，代禱焦點 : 法南圖魯茲事工，日期：9月24日（週一）；時間：
晚上八時；地點：播道總會。 

 十月份差會月禱會，代禱焦點 : 台灣工場；日期：10月31日（週三）；時間：下午8
時正；地點 : 將軍澳宣道會。

差會消息

播道會香港差會二零一二年六月份收入支出報告

 本月收入 : 本月支出 : 本月盈餘/虧損 :   累積盈餘 / 虧損 :  
1. 差會本港事工費 75,167.28  133,178.20  (58,010.92) (1,143,774.46)
2. 差傳課程  0.00  0.00  0.00  28,949.82 
3. 宣教士費用 402,040.00  466,544.20  (64,504.20) 1,593,372.74 
4. 宣教工埸費用 84,700.00  78,390.00  6,310.00  298,685.42 
5.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 16,650.00  1,665.00  14,985.00  1,324,303.24 
6. 事工發展基金 0.00  0.00  0.00  284,667.95 
7. 台灣建堂流動基金  0.00  0.00  0.00  424,433.62 
                本月結算 :   578,557.28  679,777.40  (101,220.12) 2,810,638.33 

播道會香港差會二零一二年七月份收入支出報告
 本月收入 : 本月支出 : 本月盈餘/虧損 :   累積盈餘 / 虧損 :  
1. 差會本港事工費 156,023.50  130,701.39  25,322.11 (1,118,452.35)
2. 差傳課程  0.00  0.00  0.00  28,949.82 
3. 宣教士費用 354,835.00  396,401.70  (41,566.70) 1,551,806.04 
4. 宣教工埸費用 90,900.00  34,453.30  56,446.70  355,132.12 
5. 澳門成人教育中心 21,500.00  2,150.00  19,350.00  1,343,653.24 
6. 事工發展基金 0.00  8,795.60  (8,795.60)  275,872.35 
7. 台灣建堂流動基金  0.00  0.00  0.00  424,433.62 
                本月結算 :   623,258.50  572,501.99 50,756.51 2,861,3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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