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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團契年代，常唱一首聖詩叫《青年向上歌》，歌
詞有多句仍常縈繞心中，久不久也啍了出來：

「我要真誠，莫負人間信任深；我要潔淨，因為有人
關心；我要剛强，人間痛苦才能當，我要膽壯，奮鬥才能
得勝……」

有說這一代青年人面對的時局將比較艱難，不單是政
治、社會和經濟，也包括氣候、環境生態和各樣天災；而
教會置身此環境，也同樣面對極大的考驗。我們常說，教
會在過去半世紀是增長的高峯期，事工也極興旺；但有說
現時已進入「停滯」甚至「衰退」期，而今日教會的青年
人，面對的正是這個充滿考驗的時代。

這時代重温《青年向上歌》，也許給予我們及下一
代很大的啓示：活在危險重重的日子，真的需要真誠、潔
淨、剛強、膽壯等等質素；而我們更加要確信，上主樂意
把這些質素賜給祂的兒女，也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吳思源
總編輯

編

輯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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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文：	回顧過去廿五年，你會形容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請分享你在教會中的事奉及擔當的
角色。

朗程：	我會形容自己是一個多變的人。高中時修讀商科，大學卻選修了文科，現於本會屬下中學任
教，在教會服侍青年人，所以很理解教會在學校工作的困難。

穎茵：	我希望能帶歡樂給身邊的人，無論朋友或教會弟兄姊妹在工作或學業上遇到困難，我都樂於給
予支持。在教會中我擔任早堂詩班的司琴，我的加入彷彿成為兩代溝通的橋樑，拉近兩代的距
離，使年長及年青的兩輩更能明白彼此的想法。

凱瑩：	我現職幼稚園老師，過去數年的社會事件令我深感前線教育工作者需要建立兒童正確的價值
觀。在教會裏我較多服侍青少年，與他們分享信仰、幫助他們分辨是非、與他們同行是很重要
的。

卓怡：	我現於社福機構工作，協助S E N學生。我未看透上帝對我的呼召，也不知道召命是否一定
與地域有關。我沒有隨家人移居海外，不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召命與香港有關，而是向上帝順
服，在等候中接受裝備，學習使用恩賜去服侍。

子軒：	我從事 IT工作，自小已參加基督少年軍，現在是一名導師。我自覺有一種使命要帶領隊員認識
福音，他們多來自基層家庭，透過基督少年軍，家長們也有機會認識福音。我慶幸自小參加這
團體，導師的教導及信仰成就了今天的我。

安翹：	我會形容自己是一個安慰者。自小身邊的人都會向我傾訴煩惱，讓我想從事幫助別人的工
作。其後修讀護士課程，病人或家屬都會與我分享他們的憂慮，我覺得是我獨特的恩賜。在教
會中我服侍青少年，他們除面對學習壓力，亦面對社會等壓力，當中我就是扮演聆聽、橋樑協
調的角色。

翊翠：	我在成年智障人士宿舍工作，還未清楚自己的使命，但在工作中看到不同的愛——父母的
愛、同工對院友的愛，看見上帝的恩典。院友及其家庭當然經歷不少苦難，但也看到很多愛在
其中。

為
了解教會年青新一代，《會訊》
特別舉行一個專為青年人而設的

座談會，邀請於一九九七年出生、有參
與堂會事奉之年青新一代出席，分享
對個人、社會、教會、世界之所思所
想。七位出席的青年人分別來自亞斯理
堂、愛華村堂、觀塘堂及天水圍堂，他
們與香港回歸同年而生，廿五年來與香
港共同經歷起伏。座談會由文字事工委
員會副主席謝曉沁女士及委員陳偉文先

生主持。	

右起：後排——陳偉文（北角衞理堂，分享會主持）、

 冼朗程（天水圍堂）、吳卓怡（觀塘堂）、

 廖子軒（觀塘堂）、蔡安翹（亞斯理堂）

前排：謝曉沁（北角衞理堂，分享會主持）、張穎茵（愛華村堂）、

 余凱瑩（愛華村堂）、陳翊翠（亞斯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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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文：	你們都是從事人的工作，無論甚麼工作、在甚麼地方，只要心安，求問上帝的心意，發揮恩
賜，相信無論去或留，都有上主的祝福。

曉沁：	你們都在教會有不同的事奉崗位，社會及政局不斷改變，你認為教會未來十年會面對
甚麼衝擊？

翊翠：	移民潮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加上防疫措施，影響了事奉的人手。教友要移居海外我們很難留
住也很難控制，但要思想如何在他們離港後仍能保持聯繫，使他們能持守信仰。

朗程：	因為防疫問題，堂會的敬拜隊只能隔星期有實體崇拜，這是我們很不願看到的事。

卓怡：	在疫情下多了非主流的教會，以分享形式代替傳統教會的聚會。當主流慣常的手法不再可
行時，教會也要思考要以甚麼方法走下去。我們有否胸襟接納弟兄姊妹轉而參加了這些教
會？教會又如何回應？移民潮下教友流失，牧者如何牧養？有危亦有機，人手少了，事奉的
機會多了，信徒有更多機會去做帶領的角色，但相對地也是考驗信徒靈命的時刻。

穎茵：	事奉人手不足是問題，平時青少年崇拜已經很吃力，相信未來事奉將更難有足夠人手。移民
潮下離開的多是家庭或中年人士，對教會奉獻有一定影響，加上社會誘惑多，很難帶新朋友
回教會或讓新朋友留下來。

朗程：	學生的物質生活豐富，無論教會活動多豐富也難以讓他們留下。移民潮掏空了中年層，只餘
下老年及青年，但他們又未預備好承擔出缺的事奉位置。然而我覺得這正是信心的學習，天
水圍堂最近開展Awana兒童事工，在金錢、人手和地方都不足的情況下踏出第一步，學習讓
上帝帶領。

安翹：	除了教友流失、事奉人手不足、社會政策外，人與人之間的誤會也是一個挑戰。教友中不同
的信仰經歷也可以出現標籤，影響相處，需要更多的溝通及彼此包容。事奉上有被挑戰的時
刻，年長一輩未必認同青少年的工作，我會求問上帝的心意，多祈禱，重尋事奉的初心。

子軒：	事奉人手不足，加上工作的拉扯，令人疲於奔命，但會提醒自己即使累仍是享受其中，感恩自
己的恩賜得以發揮，累也是值得。我們未必有完全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不要輕看自己的堅持，做
好本份，以身作則，保持良好心態，希望能藉此影響身邊人，感動他們來一起事奉。

卓怡：	教會人手不足可以重整架構，不要為做而做，畢竟人是有限制的。我曾參加外國的教會，他們的
小組活動比較輕鬆，沒有很多催谷，讓我反思何謂服侍，是應付堂會的事奉，還是容讓自己的
生命有空間去成長和在生活中作見證。

朗程：	本會有很多會議、很多訓練，會否因而忘卻教會的意義？作為青年人不要過着因循的教會生
活，繼而迷失信仰，忘卻應有的機動性，失去年青的活力。教會要真誠聆聽及真誠的接納意
見，讓教會成為教會。

凱瑩：	移民潮中堂會也流失了很多骨幹成員及中層家庭教友，雖然堂會想推行各種事工，但也反思
有否足夠人手去接收新教友，怕令他們失望，最後以離開告終。未來教會的挑戰之一，也許
是與政府合作或接收資助時，如何秉持聖經的立場及原則。

整理：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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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文：	為何面對很多困難、時間的拉扯仍願意去服侍，乃是出於愛。我們小小的行動，可以成為別人
很大的幫助。以為是微不足道的事，會帶來想像不到的果效。願大家一起加油！

曉沁：	對未來的社會有何看法？有否計劃移民？

陳翊翠

張穎茵

翊翠：我不太樂觀，但我愛這裏的人，很想去了解不同想法的
人，去愛他們。我未想過移民，以往的經歷讓我明白到上帝
的計劃並非我所能猜度，縱使未來的路難行艱苦，但身為基
督徒，我知道所靠賴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的力量，祂會一
直拖帶指引我，我不用擔心將來或前路有何困難。

安翹：事情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仍有發展的空間，提醒自己在這些
時間更要信靠上帝。沒有天色常藍的日子，但在最壞的時間
上帝仍在作工。無論香港是我的安舒區還是給我的挑戰，我
也想留下來，看看上帝想我做甚麼。

子軒：	牧者在講道中提醒我們要有盼望，但說易行難，每天的工
作和人際關係有很多挑戰。上帝總有祂的安排，不是我們
可以理解，我們要以單純的信心去信靠。人是一個地方最
重要的元素，我對香港仍有歸屬感，相信留下來也有留下
來的使命。

卓怡：		假如我選擇離開，不是因局勢，反而是想跳出
安舒區，探索世界。我相信去留仍有上帝的祝
福，留下的人更需要勇氣。無論去到哪裏，都可
以帶着使命在身處之地作見證，學習堅守信仰。

凱瑩：		我的工作是教導小朋友，讓我感到社會仍有希
望。移民潮讓留下的人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選擇
留下是希望照顧家人，與大家一起走下去，為上
帝做更多的事。

穎茵：		大部分朋友在港，也要照顧逐漸年長的父母，留港
更能發展自己的事業，更有挑戰。對未來的時局我
已有心理準備，沒有甚麼期望。

朗程：		對未來沒有甚麼想法。曾到日本交流一年，時間
愈長愈加掛念香港。縱然香港人各有不同的立
場，但有些東西是我們的共同點，成為我們的文
化，例如「拮魚蛋」、雲吞麵，茶餐廳，讓我們
更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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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瑩：	提醒我要站立得穩，在信仰上更新，更認識上帝，更多讀
經。

朗程：有一首詩歌《平安》，歌詞如此說：「平安，是我心中不
再憂慮，平安，疲倦抑鬱苦惱盡除，平安，猶似飛鷹空中
起舞，平安，唯獨主可賞賜。」我們這個年紀，可能剛出
社會工作，面對各種問題，我們與沒有信仰的人有甚麼不
同？就是信仰令我們不一樣！

偉文：很欣賞各位的分享，心中充滿感恩。不論我們是在哪堂
會，都是循道衞理的大家庭的一分子，We are ONE！盼望
各位繼續努力！

偉文：	無論去留，總有原因，要互相尊重。縱然大家看法不同，但仍愛惜身邊的朋友，互相扶持。

曉沁：	面對日益緊張的局勢，信仰有否給你不同的領受？如何幫助你？

蔡安翹

余凱瑩

翊翠：	信仰帶給我平安，縱使世道不安，在上帝的愛顧
下，我是安全的。

安翹：	信仰是一種提醒，提醒我身為基督徒，在動盪不安的世
界，更要彰顯上帝，為祂作見證，這不需要做偉大的工
作，可以是由身邊做起，多關心別人，為別人代禱，相
信能帶來改變。

子軒：	在世上很難有盼望，但因着我們有信仰，心中仍要
持守盼望。我們看似微小不足，但可以在能力範圍
內關心身邊人，一起同行。

卓怡：	要作見證。身邊的人都有不同的需要，要思考如何
盡力回應他們的需要。當中體會到人的軟弱和有
限，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更新，活出上帝的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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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接受這個與九七回歸年出生的弟兄姊妹訪談

的項目後，心裏確實萬般興奮及期待，令我憶起約廿多
年前參加科大一個五天全港性讀經營，題目為「深淵
中的拯救」。尤記得營會某天，我們呼籲所有在營裏各
堂的循道衞理會友一起去飯堂共進早餐，結果老中青不
同堂會人士聚在一起，雖然第一次見面，但因為循道衞
理會的關係大家都好像一家人般，那份愉悅感至今仍難
忘。想不到回歸廿五年後能透過與不同堂會的年青一代
交談溝通，重拾那份感覺，實在棒極了。

經過一晚的交流，我再次質疑所謂「一代不如一
代」的看法。無論是談論個人成長抑或教會事奉，社會
大勢以至去留方向，年青一代給我的印象是踏實而不離
地，投入而不疏離。面對無法預測的將來，仍抱有從基
督而來的一點點信心與盼望。面對生活及信仰上的各種
掙扎時，總會為主為身邊人留地步留空間，誰說我們的
教育不濟？誰說我們的年輕人不能承擔大任？

當然，很多話題也離不開兩代之爭、長幼之別、顏
色隔閡等，但萬幸大家也願意以愛為先，以主為要，努
力在新時代共建神家，並且對教會未來的發展有發人深
省的提醒及諫言，值得每一位循道衞理會會友細味。謝
謝當晚出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盼望廿五年後仍有後繼
者延續我們的對談，說說笑笑循道衞理人的故事。

陳偉文
北角衞理堂

愛我們的上帝，感謝祢
讓我們在今天晚上能同聚一

起，從不同方面，坦誠地分
享想法。這幾位青年人對自
身、對教會、現今社會，甚
至世界都有熱切的期盼，求
主保守他們的熱心，大大使用
他們；在信仰路上，尤其在這
多變的世代，與他們同行，願
祢的恩惠和平安常與他們同

在。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
字祈求。阿們！

謝曉沁
北角衞理堂

我們對教會的期望：

落地做，一齊做，不要只叫口號！

打開耳朵，聽不同的聲音！

了解服侍對象的需要。
累了就休息，不要死頂！

重視每個人的意見，即使是微小的聲音！

少啲Formal，多啲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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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從一開始，就是需要傳承，無論是由創世時上帝對亞當和
夏娃的囑咐，或是在選召亞伯拉罕時，甚至在主耶穌基督升

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都十分強調傳承的重要性。事實上無論今天
我們有多敬愛上帝，或是教會有多美好的服侍和見證，如果沒有了
下一代，一切都會變成在歷史中的曇花一現。

可是在實現中，教會正面對老齡化的危機。過去教會有很多的
青年人，他們也很容易便吸引到其他青年人加入教會，只是今天這
些青年人都已經變成不再年青了，而且新一代的青年人似乎較過往
更難回到教會，即使我們已經投放了大量的資源在他們身上。背後
的原因相當複雜，甚至牽涉到整個社會文化和教育制度，而我亦不
是專家，但作為教會的一個負責人，我相信上帝不會希望或容許我
們放棄青年人，所以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為我們教會的下一代創造
更好的環境，讓他們可以在教會中繼續蒙恩、成長和事奉。

近年我們教會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從多年前本會利用發展
專款開始了大規模的宣教幹事計劃，目的除了讓宣教、教育和服務
有更好的結合外，也期望可以讓更多青年人有體驗全職事奉的機
會，而成果亦甚為顯著，他們大部分都有十分美好的經驗，當中
更有不少聽到了上帝的呼召，成為了今天的教牧同工。另外，我們
更修改本會的〈法規〉和〈附則〉，讓更多的年青會友可以進入堂
區議會、總議會代表部及常務委員會。其實不同會友都經常會有意
見，有說這樣的安排似乎是偏重了青年人，對成年人好像有點不
公，亦有說青年人對進入議會的興趣不大，這樣的安排只是我們一
廂情願的想法。當然這些意見都可能是真實的，但我卻從另一面看
到這個改變的最大好處，就是突顯了我們整個教會對青年人的重
視，也盼望能夠感染我們屬下的各個單位和會友，一同在所身處的
處境，用我們認為最好的方式去重視青年人，相信也唯有這樣，我
們才可以跟這個世界抗衡，讓我們寶貴的信仰和上帝所託付教會的
大使命可以繼續好好地傳承下去。

教
會
新
一
代
林
津
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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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是世界語言，能撫慰人心，將不同的人連結起來。循道衞理中心於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舉
行「零距離」跨代共融音樂會，來自不同年代的歌唱好手，透過合唱不同類型的歌曲，將跨代

共融的信息發送予公眾，讓大家都知道縱然年紀、背景，甚或種族不同，在社會上都能和諧共融；正
如音樂一樣，不同曲譜都能奏成美妙的樂曲！

音樂會上，有來自長者及青少年樂隊、長
幼無伴奏合唱及兒童合唱團等表演單位合力演

出，歌聲繞樑三日。我們更邀得「2020年十大
傑出青年」視障女高音藝術家蕭凱恩小姐演唱並
分享心路歷程，藉着音樂的力量激勵人心！

感謝各個表演單位傾力演出及各位現場觀眾

支持！

「零距離」
跨代共融音樂會

循道衞理中心

邀得視障女高音藝術家蕭凱恩小姐演唱

社
關
點
滴

10



神
經母細胞瘤是兒童期常見的腫瘤之一，是香港較罕見的癌症，每年只有數宗新症，但此腫瘤生長
迅速，對患者有相當大之風險，必須及早治療。

九歲的昱錕是其中一位患上神經母細胞瘤的兒童，他於四年前的某天突然無法走路，並持續低燒
一個多月，經過詳細檢查及化驗後，昱錕被診斷為第四期癌症。

「我當時腦海裏一片空白……為甚麼這個病不是發生在我身上，而是要一個五歲的小孩子去承
受？」爸爸向學校社工憶述當時的心情。

經過一年多艱辛的治療過程，昱錕成功戰勝癌魔，醫生表示體內所有癌細胞已清除，胸口的喉管
亦可以拔除，昱錕帶着健康的身體升讀小一。正當一家人以為生活已重回正軌之際，昱錕於二〇二一
年四月癌症再度復發，而更不幸的是癌細胞已擴散至骨、淋巴及肝臟等多個地方，即時被送往兒童醫
院接受治療。高強度的化療及放射治療使昱錕十分痛苦，為免昱錕的身體繼續承受長期化療及放射治
療的損害，醫生建議由爸爸捐出骨髓，為昱錕進行骨髓移植手術。縱然手術具一定程度的風險，亦有
不少手術失敗的例子，但昱錕卻擁有頑強無比的意志。

「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想同爸爸、媽媽、弟弟一齊！」昱錕強烈的求生意志，促使爸爸下
定決心與昱錕並肩作戰。

「我從未有一刻想過放棄，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將昱錕救活！」爸爸當時腦海唯一的想法。

由於整個治療涉及多種昂貴的自費藥物，總開支近二百八十萬，龐大的治療費用對來自基層家庭
的昱錕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數字，若未能支付費用，昱錕只能白白錯過治療的時機。

當學校社工收到爸爸的求助，服務處立即透過不同渠道尋求解決方法，最後成功聯繫「香港01
眾樂基金」，為昱錕進行籌款報道，而爸爸及昱錕亦鼓起勇氣分享他們的故事。報道刊登後，服務
處、學校及教會即時向身邊的人作出呼籲，盼望一同支持昱錕渡過難關。在這段時間，也有商界的朋
友留意到昱錕的故事，並主動聯絡服務處捐出善款。主的恩典超乎人所想所求，在短短三日內，善款
已達到預期目標。這次籌款為昱錕及其一家帶來極大的鼓舞，讓他們感受到社會人士對他們一家的關
心，並體會到只要不放棄，生活總會有希望！

在預備進行手術前，校長、校牧、老師及社工都不時探
訪昱錕，為昱錕一家禱告及打氣，並送上來自不同群體的祝
福，鼓勵昱錕帶着信心接受手術。現時昱錕的治療已接近尾
聲，治療的過程雖有少許波折，但整體進展非常理想。感恩
上帝一直看顧昱錕和他的家人，而服務處及學校的同工將繼
續密切關心昱錕的情況及需要，繼續與他們一家同行。

昱錕生命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人於患病時的無助和渺
小，同時也看到上帝工作的奇妙，就如聖經上所說：「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四：6-7）讓我們學習於
生命中不同的環境，都能帶着信心倚靠我們的天父！

陪伴癌病兒童家庭
走過生命低谷

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昱錕的畫作

一家人同心禱告，求主看顧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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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聯合衞理公會來港差遣員畢茱廸女

士（Miss Judy Joanne Butler），剛於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於香港律敦治醫院安息
主懷，在世生活七十七載。她的安息禮拜已於
二月六日假香港聖公會赤柱聖士提反堂舉行。

畢茱廸確是活出了一個美好的生命見證！
她的座右銘是「Live! Laugh! Love！」，用
中文說就是「生活得好！常掛笑臉！盡力去
愛！」這位姊妹是個熱情開朗、對身邊人愛心
關顧、常面帶笑容的好伙伴。她原是以短期宣
教士身分來港，卻終其一生愛上香港，獨身而
又好友衆多。

畢茱廸在美國俄亥俄州出生及成長，六
歲開始就立志成為小學教師。在佛羅里達大
學畢業後，她即在美國擔任了六個月的小學
教師。一九六七年二月，當她參加宣教大會
時，被一位剛果宣教士的分享觸動了。經過禱
告，上帝便為她開路、為她預備，讓她接受了
美國聯合衞理公會海外宣教部的差派，以差遣
員身分到海外擔任兒童英語教師。

畢茱廸的心意，原是在菲律賓或香港的
小學英語教師職位之間徘徊的。菲律賓的門
很快便關上了，於是香港即成了她唯一的選
擇。由於她從來未想過要服侍教會，或到海外
工作，這轉變可說完全是出於上主的帶領。當
她告訴家人要去香港的決定時，父母都非常驚
訝，卻沒有反對，因為他們就是要培育女兒能
獨立思考，好作屬於畢茱廸個人的決定。

完成為期六星期的宣教士訓練課程後，時
年二十二歲的畢茱廸便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九

日，獨自登上美國飛往香港的航機，當時她在
香港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來港後，她先用四個
多月時間學習廣東話，接着四年就在北角衞理
小學任教英語，在此期間，她出任香港衞理
公會教育部委員及代表該會出席香港影音佈

道會。此後，她回到美國述職和整休了九個
月，再度回港轉任基協實用中學的英文打字教
師。在此崗位工作兩年後，便以一年時間擔任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英文通訊期刊編輯，期間
參與一個基督教的教育關注小組，鼓吹包括取
消升中試的教育改革。

畢茱廸女士（Miss Judy Joanne Bu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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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合衞理公會差派畢茱廸來港工作
的時期共計九年，完成差傳任務後她便回到美
國。當時她本想繼續進修，但旋即感到增加實
際的教學經驗更為要緊，於是在一九七六年再
度返港，以個人身分於香港國際學校任教了七
年時光。在八十年代初，她正式離開了學校的
建制，轉為私人補習教師，專注對兒童的英語
教學。在近月身體不適前的卅九年間，她一直
不離教學的工作。畢茱廸認定每一個轉變都體
驗到上主的帶領，而每一個崗位都讓她能分享
信仰和基督徒的價值觀。

畢茱廸一直關愛孩童。任職北角衞理小
學的四年間，有些學生會與她特別親近，不時
到她的家中探訪。那時畢茱廸老師會彈着結
他，跟學生一齊唱歌。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二年
間，她更與補習的學生一同創作出版了三本書
籍：Panda Myths（熊貓傳奇）、Hong Kong 
Myths（香港傳奇）及  Animal Myths（動物傳
奇）等，其中內容皆是要學生發揮想象力，例
如想想熊貓為甚麽會有黑眼圈。從這些作
品，可見她教導孩童創意思維的教育理念。  

海外宣教委員會屬下口述歷史工作小組

畢茱廸的另一召命是小丑事奉。一九八四
年她受一位國際學校的老師啟發，開始學習扮
演小丑。此後她參與多個小丑工作坊，接受了
舞蹈、手語和布偶等各種有關小丑的訓練。終
其一生，她在教會、學校、社區中心、街
頭、以及朋友家中演出，以小丑角色以及默劇
形式去演繹聖經的故事。

綜觀這位始終以教育為念，但教師生涯
別樹一格的好老師之事奉實踐，容我以畢老師
為自己安息禮拜預先選定的經文作結：「我
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
28）既然畢茱廸跟我們都是蒙主選召的人，願
我們都像她一樣遵主所託，榮神益人！

Judy the Clown

家中擺放五位教子教女們兒時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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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路上我們會遇見不同的人，有人在本地
宣教，也有人去海外，但無論在哪裏，我

們都在承擔主使命。

我在海外宣教，不時會接待訪客；有些
是蒙召去非洲服侍的尋路人，他們來工場考
察，求問上帝的心意。另一類訪客是來短宣
的，他們來幫助工場，或會上去前線，或會留
在後方支援。我認為他們都勇氣十足，來一
個自己不熟悉、文化和語言差異大的地方服
侍。他們的出現，令外派差遣員有種忽來甘露
的感覺，叫平時人少的工場充滿了生氣和活
力；然而有不少人對於短期宣教感卻步。今次
我希望與大家分享「短宣」的事（時間由一兩
個星期至兩三年，短期在海外宣教服侍，簡稱
為「短宣」）。

參與短宣的掙扎
我記得有人曾經說過，憂慮自己不能夠

適應異國文化的服侍，語言不通；更怕自己會
幫倒忙，成為外派差遣員的負擔，他們很掙
扎，要不要去短宣？

我欣賞做事慎思的人。如果我們對海外宣
教有感動，第一，請不要抹煞聖靈的感動，好
好禱告，求問上帝旨意。第二，裝備自己，按
恩賜與工場配合服侍。第三，我們可以問問牧
者的意見，請牧者與我們一起祈禱。我相信主
必帶領我們作合乎祂心意的決定。

獻上最好的給主
去年有幾位弟兄姊妹來工場服侍，他們願

意奉獻一年的時間給上帝，趁着還可以事奉主
的時間去短宣。他們在教會有參與事奉，如佈

道、初信栽培等。為求更好的服侍，在出發之
前，他們跟一位非洲弟兄學習法語。最後，他
們在工場作了美好的服侍，與當地人建立了良
好關係，在教會按自己的恩賜服侍，例如：帶
少年人領詩敬拜、參與批發區和鄉村佈道、在
基督教學校的幼稚園做助教，還教當地婦女煮
中菜等，其實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服侍，我就
不一一介紹了，總之，他們在工場的事奉，不
單祝福了當地的福音工作，他們自己也樂在其
中，經歷主恩典；當地人也很喜歡他們呢！

服侍與成長
有時候我們以為短宣是一味地付出，我們

去幫助工場，去做事情，着重「Doing」，其
實更重要是當地人能夠感受到我們的愛、我們
的同在與同行，從而認識到我們背後的主耶
穌，所以「Being」也很重要。不少人在短宣的
旅程中經歷上帝，自我成長。

如果你們未曾去過短宣，我鼓勵你們參與
起碼一次，奉獻你們的時間給主，經歷一個不
一樣的旅程！

Mission Possible

短宣有可能 陳錦嬋會吏
本會外派差遣員

陳錦嬋會吏（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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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暨校董會會議日期

本
會屬下各委員會暨中、小、幼校董會二〇二三年上半年會議日期經已編定如下；至於會議之提
案、舉行之時間及地點等將於會議前一星期另函寄奉，敬希列位委員、校董預留時間屆時撥冗

出席。又，依照本會《會議及程序附則》第十二（甲）條之規定，討論提案可由十分之一或以上之成
員（惟不得少於三人），於會議前十天聯署交主席及書記列入議程之內，敬希垂注。

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 三月二日 （禮拜四）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九日 （禮拜三）

文字事工委員會 三月六日 （禮拜一）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三月廿九日 （禮拜三）

循道中學校法團校董會 三月九日 （禮拜四） 李惠利中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三十日 （禮拜四）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十日 （禮拜五） 筲箕灣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三十日 （禮拜四）

義務教士委員會 三月十日 （禮拜五）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三十日 （禮拜四）

九龍西聯區議會 三月十三日 （禮拜一）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校董會 三月三十日 （禮拜四）

亞斯理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十六日 （禮拜四） 循道衞理田灣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三月卅一日 （禮拜五）

常務委員會「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三月十七日 （禮拜五）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六）

澳門事工委員會 三月十八日 （禮拜六）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六）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二十日 （禮拜一）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六）

香港、九龍東聯區議會 三月二十日 （禮拜一） 北角循道學校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六）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二日 （禮拜三） 宣教牧養委員會 四月三日 （禮拜一）

牧師部週年會議（一） 三月廿三日 （禮拜四） 華英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四日 （禮拜二）

循道學校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三日 （禮拜四） 常務委員會「營地管理委員會」 四月十一日 （禮拜二）

觀塘循道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廿三日 （禮拜四） 社會服務委員會 四月十二日 （禮拜三）

牧師部週年會議（二） 三月廿四日 （禮拜五）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四月十二日 （禮拜三）

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四日 （禮拜五） 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四月十三日 （禮拜四）

丹拿山循道學校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四日 （禮拜五） 海外宣教委員會 四月十三日 （禮拜四）

常務委員會「調派專責小組」 三月廿四日 （禮拜五） 何文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校董會 四月十三日 （禮拜四）

葵涌循道中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四日 （禮拜五） 愛華村堂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四月十四日 （禮拜五）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廿四日 （禮拜五） 學校教育委員會 四月十八日 （禮拜二）

常務委員會 三月廿五日 （禮拜六） 牧師部座談會 四月二十日 （禮拜四）

北角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七日 （禮拜一） 法規委員會 四月廿一日 （禮拜五）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七日 （禮拜一） 財政產業委員會 四月廿二日 （禮拜六）

信徒培訓委員會 三月廿七日 （禮拜一） 常務委員會 四月廿九日 （禮拜六）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八日 （禮拜二）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 五月廿六日 （禮拜五）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廿八日 （禮拜二）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 五月廿七日 （禮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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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是基於哈利‧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註所著《祈禱的意
義》（The Meaning of Prayer），未見有中文譯本。

Ⅰ.祈禱是自然的本能（富氏書第一章）
名作家撒母耳莊遜（Samuel Johnson）被問：「祈禱有何最強烈的辯護？」他回答：「祈禱是毋

須辯護的。」他的意思不是祈禱反理性，原意卻是，祈禱首先是源於人的自然本能。另一位作家卡拉
（Carlyle）加上一句：「祈禱除了是人的自然本能外，也是心靈最深的動脈（Prayer is and remains 
the native and deepest impulse of the soul of man）。」

是的，既然我們都是基督信徒，我們相信祈禱是十分自然的事。至於內容是甚麼，那是另一回
事。在這裏引用詩篇六十三篇一至八節：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的心靈渴想你，我的肉身切

慕你。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

讚你。我還活着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我要奉你的名舉手。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念你；

我的心像吃飽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因為你曾幫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蔭下歡

呼。我的心緊緊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

這篇詩篇的祈禱不需要甚麼辯護吧，以信徒來說。

Ⅱ.祈禱是與上帝融為一體（Prayer as Communion with God）
    （富氏書第二章）

祈禱不僅是人性的自然本能，也是與上帝融合為一體。祈禱不是祈求者，一個主體，對着空氣說
話，祈禱必須以上帝為對象。上帝也是一個主體，有生命的主體，甚至是高度屬靈生命的主體。故此
祈禱者是一個主體，有生命的主體，他向上帝祈求，上帝為有最高屬靈生命旳主體；祈求者與上帝融
合為一體。再說一遍，上帝不是無生命的實體（ i t），祂是一個有屬靈生命的祂者（Thou），而這
位Thou是受尊重的，祂也尊重祈求者的尊嚴。

使徒保羅在雅典的亞略巴古山上，向聚集的群眾詳述：「諸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
神。我到處走走的時候，仔細觀察你們所敬拜的，發現一座壇，上面寫著『獻給未識之神明』。你們
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向你們宣告：他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
在人手所造的殿宇裏，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甚麼似的；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
人。他從一人造出萬族，居住在全地面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為要使他們尋求
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徒十七：22-27）

祈禱入門——

甚麼樣的門？ 李景雄牧師

註

Harry Emerson Fosdick, Riverside Church, New York, （1940-60年代）被Martin Luther King 稱為 “the greatest preacher of this 
century”.16



Ⅲ.祈禱是與上帝為友，於生命中聚積起來的作為
    （Prayer is a cumulates life of friendship with god）

祈禱固然是人的自然本能，也是與上帝融為一體的大事；祈禱還要與上帝為友在有生命的生活中
聚積起來，成為恆常作為。

你有沒有學拉小提琴或彈鋼琴的經驗？拉小提琴靠一隻手按弦線，另一隻手拉弓，音樂聽覺靈敏
（ear for music）按弦線的位置與弓的手勢，幾方面都要靈敏。我們沒有這種聽覺靈敏度，所以學拉
小提琴不成功。彈鋼琴則有鍵盤和琴鍵，位置分明，不易按錯鍵子，所以比拉小提琴較易上手，但因
為我的ear for music不夠靈敏，仍然不是一個成功的彈鋼琴學子。至於練習祈禱，我本人要慢慢一步
一步來，而終於學會了。

我希望我和你們無論如何在學習祈禱方面都可有表現，即是在有靈性生命的日常生活中聚積起
來，與上帝為友的恆常作為。

《耶穌恩友》劉廷芳譯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負我罪愆擔我憂；何等權利能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多少平安我們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為未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看啊！生活中有像《耶穌恩友》聖詩活着，可聚積成為日常生活的恆常經歷。

以上經篇只是祈禱入門，進入打開的門的那邊，是閃着亮光嗎？是康莊大道嗎？抑或是崎嶇的山
徑，有低谷亦有高峰？

各位可彼此分享，互相砥礪！

Ⅳ.好！祈禱已打開心門了，那裏面是甚麼？
海闊天空•詩篇八篇一、三至九節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凡游在水裏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崎嶇山徑•詩篇廿二篇一至二節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的呻吟？

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也不得安寧。

誠然，人生、世事不可能時常一帆風順，風平浪靜，而是有時風捲雲起、山崩地裂。即使如
此，上帝不至於不理睬祂的子民。先知以賽亞的時代，以色列民被放逐，最後耶和華上主向他們說：

「⋯⋯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它的罪孽已赦免⋯⋯要在曠野為耶和華預備道路，在沙漠為我們的

上帝修直大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陡峭的要變為平坦，崎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

華的榮耀必然顯現。」（賽四十：1-6）
先知以賽亞的時代（公元前六世紀）有如此預言，今時代呢？最貼身的事件烏克蘭被俄羅斯侵

略，雙方傷亡慘重，有無希望和平？有無信念的人民、國家相最終會有。不但要有信念，還要有熱烈
的禱告（個人的、群體的），以及勇猛積極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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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關乎「打開心門的那邊」，福司迪《祈禱的意義》沒有直接提出及回應，可是書中某些
章節可有關連（如第九章「禱告的戰場」（Chapter IX “Prayer as a Battlefield”）。

Ⅴ.祈福是上帝關顧個人——連同他人？（富氏書第三章）
對信徒而言，上帝關顧個人，不難置信。那不要是順口開河，而要是實實在在的事，心內確信。

上帝關顧個人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我的救恩從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庇護所，我必不大大動搖。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於上帝；

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於上帝。

（詩篇六十二篇一至二、七節）

且聽加拿大籍醫生W i l f red  Gren fe l l  ( 1865 -1940 )  傳教士，他蒙召前往荒蕪的紐芬蘭
（Newfoundland）。為當地的居民建立保健制度及社會福利。他寫道：

The privilege of prayer to me is one of the most cherished possessions, because faith and 
experience alike convince me that God himself sees and answers, and His answers I never venture to 
criticize. It is only my part to ask. It is entirely his to give or withdraw as he knows is best. In the quist 
of home, in the heat of life, in the faith of death, the privilege of speech with God is inestimable.

從傳教士Dr Wilfred Grenfel l的見證，祈禱對個人而言，是確實的事，不必審問當時的效果對
個人有何得失，上帝有祂的旨意。

上帝豈只關顧個人，也關顧他人——家人、友人、群體、國家。

個人是「我」——那可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個人事項，可是這個「我」亦可以是包括他人的主體
（subject）。不單是我個人，他人亦可受惠吧！

「他」也是一個一主體，未必是孤單的，亦可能是的。「他」是「人」加上「也」，他者也是
人，不是死物。為別人、親人、團體、種族祈禱，可稱為「代禱」（intercessory prayer）。我們出於
好心，知道別人生病、有困難、受苦，我們會自動說「我為你代禱」，可不要順口開河，甚至去「代
禱」。「代禱」是代入他人的困苦、失敗，而亦可是積極的，如考試成功、生意翻身過來、國家戰勝
敵國侵略。無論如何，代禱之能夠代為他人祈求，必須代入他者的心底處和處境，然後懇求上帝的憐
憫、施恩、拯救。我本人常用詩篇四十六篇為代禱的寶庫：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上帝必幫助這城。

最後，用福司廸一首聖詩結束。《求賜智勇歌》  (God of Grace And God of Glory)

領我步履崇高境地，羈我生活為主謀；

披戴基督恩慈盔甲，助人奮戰求自由；

賜我智慧，使我剛勇，榮神益人永不休，榮神益人永不休。

【附】文學大師魯益師（C. S. Lewis）最後的著作  Letter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有發人深省
的見解，例如：祈求而得不着，我們又怎樣？魯益師說：「每一場戰爭、飢荒、瘟疫，差不多每一宗
死亡，都是禱告沒有蒙應允的紀念碑。」各位，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吧，我們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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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垂詢，逕向本人或總議會辦事處徐瑞華編輯查詢（電話：2 5 2 8  0 1 8 6  / 

3725 4527；傳真：2866 1879 或電郵 l it@methodist.org.hk）。敬祝

榮
譽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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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MEM循道衞理佈道團使命
「邁進福音禾場。實踐主託使
命」，本團一直致力推動福音
佈道事工，第四屆「佈道人佈道
心」培訓課程現接受報名，鼓勵
信徒把握光陰傳福音，並裝備信
徒成為隨走隨傳的佈道人，能在
所屬教會策劃及推動佈道工作。

課堂目標：
學員能掌握佈道概念、佈道策略及實際籌備
工作，最後能為所屬教會設計一個佈道實習
計劃及所有學員一同籌備一個佈道會。

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

*課程以粵語授課

佈道概念及應用訓練
3/6（星期六）下午2:00	-	6:00
・佈道概論、認識MEM佈道事工
・基督教的使命觀

4/6（星期日）上午10:30	-	下午6:00
・當日設有崇拜

・個人佈道與群體佈道

・針對不同年齡或背景對象的  佈道策略
・信仰分享及引導決志技巧、信仰疑問解答
・如何籌備、推動及跟進一個成功的佈道聚會

13/6（星期二）晚上7:30	-	9:30
・境外宣教面面觀

佈道工作坊
20/6（星期二）晚上7:30-	9:30
・福音魔術佈道工作坊

27/6（星期二）晚上7:30-	9:30
・小丑佈道工作坊

4/7（星期二）晚上7:30-	9:30
・福音戲劇佈道工作坊

11/7（星期二）晚上7:30-	9:30
・詩歌音樂佈道工作坊

佈道實踐
6/8（星期日）下午2:00-	7:00
・佈道計劃匯報及回饋

  （日期待定）籌辦佈道會

畢業禮
2023年9月10日

上課地點：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
 衞斯理大樓11樓

對象及要求：
1. 12歲或以上基督徒。
2. 必須擁有佈道心志及願意積極參與訓練。
3. 必須由所屬教會牧者或福音機構負責人簽
署推薦。

4. 必須出席80%課堂及撰寫一份佈道實習計
劃，方可獲課程畢業證書。

課程費用：$1,500（包上課教材）

早鳥優惠：$1,200
 （17/4/2023 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二人同行優惠：$2,000

截止報名日期：2023年5月15日
報名或查詢：報名資料請下載表格
 （www.mem.hk）或
 致電本團3725 4566 或
 電郵admin@mem.hk

下載報名表格及

第三屆畢業學員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