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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香港教會的未來之移民篇                 佘健誠牧師 

  自從社會運動和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移民」已經成為

香港市民（包括基督徒）日常生活的熱門話題，根據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20 年 9 月進行一項電話調查發現，有四成

多的受訪者表示打算計劃移民，逾 15%受訪市民近期已為移民

或移居作好準備，相比去年 9 月顯著增加，有關比例亦是近 3

年（2018 至 2020 年）的新高，而首選移民的地方是英國，其

次是澳洲和台灣，加拿大和美國排第四和第五位。這份調查報

告中也指出，考慮或計劃離開香港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頭四

個主要原因都是與香港政治有關，第五個及以後的原因才是居

住、經濟、前途和教育等問題。又因 2020 年英國宣布放寬 BNO

持有人的移民要求，例如港人最多可在英國逗留 5 年，再定居

一年後可申請入籍，後來又公布成年人的「太空人」計劃，成

為港人移民理想地點。受放寬條件的刺激，有赴英的移民公司

查詢急升 5 成，據統計 2020 年 7 月至 10 月中，已有 2000 多

名持有 BNO 的港人和親屬等獲批「Leave Outside The Rules」

（LOTR）身份，取得 6 個月居留期在當地工作、讀書。英國政

府預計，今年底 BNO 持有人會突破 73 萬，估期在短期內將會

有 20 萬港人移居英國。再者，最近香港民意研究所於 2021 年

3 月 19 日發佈最新移民潮調查結果，結果顯示，超過兩成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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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難怪在 2020 年多間名校出現「退學 

潮」，其中包括英華書院，該校校長鄭鈞傑回復《明報》查詢 

時指出，上學年學期末已有約 40 至 50 名學生退學。至於沙田

堂，現時同工得知在 2021 年至少 8 個家庭會出發移民海外，

但計劃中又沒有告訴我們，就不知道有多少？故此，近年香港

出現「移民潮」是不爭的事實。 

  不論九七前或現在的移民潮，不少基督徒對基督徒移民有

很多的疑惑和問題，甚至有負面的情緒？如：移民的基督徒是

否對上主缺乏信心？或他們是否對香港缺乏承擔和責任？基

督徒決定移民，他們是否清楚上主的旨意？以上種種容易造成

教會的爭吵或分化？難怪有些基督徒認為移民這個話題是教

會的禁忌，應盡量不多提及、分享和討論，甚至有些決定移民

的基督徒，事先沒有透露任何口風，極其低調處理，到了出發

那一刻才通知教會和弟兄姊妹，這容易造成彼此之間的傷害和

破壞關係。究竟聖經對基督徒移民有何看法？聖經沒有「移民」

這個詞語，但聖經中記載不少移居外地的故事，包括：亞伯拉

罕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創十二章）；雅各帶同一家七十人移

居埃及地（創四十六章）；拿俄米帶同路得返回伯利恆（得一

章），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記）；以色列人被擄

到巴比倫（王下廿五章）和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除使徒外，

所有信徒都離開耶城往別處去（徒八 1）等。每個移居外地的

個案情況都不同，筆者歸納如下： 

 有上主的命令和吩咐。如：上主命亞伯蘭要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創十二 1） 

 因身處的環境而自己選擇移居外地。如：以利米勒因伯

利恆遭受饑荒，帶同妻兒移居摩押地（得一 1）和耶路

撒冷教會大遭逼迫，最後結果是使徒留守耶城，所有信

徒分散猶大和撒瑪利亞各處（徒八 1）。這些故事，我

們看見個人的選擇，從中看不見他們迫切禱告或清楚

知道這行動是上主的旨意。 



 

 被迫而沒有選擇的移民。如以色列民被擄到巴比倫地

（王下廿五章）。 

  以上三個情況，最常見是第二種，都是因自身的處境而作

出的選擇和決定。例如：徒八 1 記載「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

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

各處。」經文只講出這個情況，但沒有交代為何只有使徒留守

耶城，其他門徒就離開耶城？也沒有交代他們有沒有經過多少

個會議和禱告而清楚上主的旨意來作這個決定？當然有聖經

學者認為當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的時候，那裡有時間舉行會

議和禱告會，時間應該很緊急，各人可能按自身的處境、看法

和領受作出決定，當然過程裡我們深信有上主的心意和計劃。

但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見無論使徒選擇留守耶城或所有

信徒選擇逃離耶城，我們都看見他們都得到上主的祝福和恩

待，耶城和各處的教會紛紛被建立，信主的人不斷增多，再者，

我們也看不見上主對他們選擇留守或離開有任何的評價，不

過，這故事的重要不是留守或離開的選擇或決定，而是不論選

擇留下或離開，都要持守信仰和見證上主。因此，信徒在移民

上要多禱告和尋求上主的旨意，在移民的過程中留意上主的工

作和開路，但並非每一位決定移民的基督徒，決定這一刻，完

全清楚上主的旨意，也有基督徒不想以上主的旨意來支持他的

移民決定（我個人反對信徒濫用上主的名去行事），加上他們

認為移民，主要是因為處境和自身考慮多於已經聽到上主的允

許的聲音，當然在移民的過程上，若得不到上主開路和賜平安，

移民是需要付上極重的代價，筆者相信在移民上，信徒是經過

多方考慮和評估，不會作出魯莽的決定，因為移民也要承擔後

果的，另外，筆者認為移民沒有對與錯之分，是個人的決定，

當然每一位基督徒最終都是向上主交帳，所以，我們不應妄加

批評，應該以寬容的心對待移民的基督徒，當然不移民的基督 



 

徒，要反思自己如何有這樣的決定？你對香港有何使命和承擔

呢？無論如何，筆者認為不論選擇留下或移民，最重要是持守

信仰和見證上主。 

  至於在移民的事情上，沙田堂如何作出牧養呢？筆者有以

下的建議： 

 在崇拜講壇信息的教導。「移民或留下」這個課題，應有

聖經的教導，讓弟兄姊妹知道重要的事情不是我們去或

留的決定，而是我們在何處都要活出信仰和見證上主。 

 談論移民不是禁忌。教會不講，不代表他們會不做。故

教會對這方面持開放的態度，彼此坦誠分享，從中讓牧

者和會眾了解弟兄姊妹移民或留下的原因，給予鼓勵、

同行和支持。其實，移民與否，是個人的抉擇，沒有對

錯之分，不要讓移民者感到愧疚和罪惡感。 

 若有需要，可舉辦移民或留下的講座（可與其他堂會合

辦），表示教會對他們的關心，若需要，教會可為移民的

肢體提供移民的資料，以作支援。 

 呼籲移民者不要離開小組的社交網絡群組。希望各組員

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互相關心和慰問，不要在移民後，

斷絕與香港弟兄姊妹的聯繫，在疫情下，也有小組以視

像形式聯繫香港和海外的組員，一起開組。 

 牧者連繫移民各處的弟兄姊妹，讓身處不同地區的會友

都能建立關係，從關心中知道彼此的需要和代禱。 

 教會也要關注留港的弟兄姊妹，教導他們如何自處和如

何實踐信仰使命。 

 有弟兄姊妹移民，他們原本在教會事奉的崗位，教會需

計劃如何補足和儲備事奉人手。 

（全文完） 



 

 

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當值同工 

1/5 
午堂 

李皓昕 

羅定獎宣教士 
逆境中的 

普世宣教行動 

(徒 8:1-4 及 11:19-21) 

鄭詠怡 

鄭嘉慧 

2/5 
早堂 

呂彩嫺 
詹志誠 
鄭嘉慧 

2/5 
午堂 

何啟康 
謝駿麒 
鄭詠怡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使徒行傳 8:1-4 及 11:19-21 

宣  道                  逆境中的普世宣教行動 

奉  獻                       去去記住去 

家事分享及祝福/祝禱   鄭嘉慧宣教師 / 佘健誠牧師 / 王桂芳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參
與，蒙上帝的呼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承蒙竹居台支持宣教士：恩澤服務有限公司執行總監羅定獎宣
教士蒞臨證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由於培英中學校舍需用作 DSE 考試場地，25/4、2/5 及 9/5 的週
日午堂崇拜將改為在博康幼稚園舉行，時間早上 11:00 不變，
請弟兄姊妹留意。 

4. 溫馨提示：本堂聚會現維持場地容納人數的三成，無論有否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均可出席聚會。 

5. 2020 年 4 月-2021 年 3 月的奉獻收據於本週派發，請崇拜後到
招待處領取，如未有領取的收據將於下週一寄出，敬請留意。 

6. 本堂現正招聘兩名教牧同工及一名行政助理，詳情請細閱週刊
內頁。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祢是我的一切 

1.祢是我依靠的力量 祢是我尋求的寶藏 祢是我的一切 

2.祢好比貴重的珠寶 我怎能放棄祢不要 祢是我的一切 

3.擔當我罪債和羞辱 死裏復活我蒙救贖 祢是我的一切 

4.我跌倒時祢扶持我 我靈乾渴祢充滿我 祢是我的一切 

副歌：耶穌神羔羊 配得大讚美 耶穌神羔羊 配得大讚美 

 

祢真配得榮耀 

詩集：生命河敬拜讚美系列 01 - 願你裂天而降，10  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祢真配得榮耀 配得尊貴 主我舉雙手敬拜祢 我要尊崇祢聖名 

副歌：祢本為大 祢行偉大的神蹟 無人能與祢相比 無人能與祢相比 

 

感激主愛我 

1.主基督 每當想起犧牲的愛 燃盡祢一切 存活至死 

多欣喜 這新生美好的恩惠 令我再次接近祢 令我再次捉緊祢 

2.主今天 被高昇至高者之處 在那處作王 來日跪拜祢 

今驚喜 祢施出的恩典拯救 令我再次讚頌祢 令我再次感激祢 

副歌：如今再次見祢捨身十架中犧牲 憐憫我使我甘心破碎謙卑一生 

一再次感激祢 將一生再奉獻給祢 

**感激主愛我 感激主愛我 感激主十架犧牲 (感激主犧牲十架) 

 

傾倒 

曲、詞：張思言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打破這香膏在祢腳前 破碎我自己與祢面對面 

我每口呼吸 我心渴望體貼祢靈 我生命只為祢 

副歌：傾倒我所有 願祢旨意成就 生命每分 每秒毫無保留 

能傾倒我所有 是我今生所求 從今以後永不回頭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全然傾到在祢腳前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全然傾倒給祢** 

 

去去記住去 

詩集：和撒那新歌，158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去去記住去 天天都要去 往普天下去得蒼生 

步步重跨千個角落 敲敲每家千百遍 珍惜每顆靈魂 為神贏取每顆心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敬拜上帝 
曲：吉中鳴  詞：區展熾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來敬拜上帝 來讚美上帝 榮耀至尊彰顯於世間 
來敬拜頌讚 全聖潔上帝 完備救恩千載到萬世 
副歌：萬口讚奇妙 稱頌祢 創造大能遍宇宙穹蒼 
來敬拜上帝 齊獻上活祭 傳頌我主恩典到萬世 

 
我心敬拜 

詩集：更新之歌第 01 輯，10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活著 用盡用盡我心敬拜 讚美讚美救主盡力 事奉事奉我的神 
道路 順服順服我主帶領 愛我愛我救主日夜 護佑護佑賜安慰 

副歌：唯願傾心靈 完全完全奉獻仰望 
一心敬拜 以真心頌唱 盡是盡是祢恩情 

齊用真心靈 完全完全奉獻仰望 一心讚美 我的生命祭 盡為盡為祢擺上 
 

將天敞開 
曲：游智婷、鄭懋柔  詞：甄燕鳴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萬代至尊 無窮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神降世間共永在 
號令四方 祢看雲霧正敞開 全地也下跪 榮耀君主尊貴 

副歌：四處各方 一起敬拜 投入頌讚基督 十架救贖 今當得榮耀 
四處各方 神榮光裡跪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看萬世君尊 受無盡擁戴 祢攝住了萬眾眼光 
看萬世君尊 得歡呼擁戴 榮耀裡讚頌不休止* 

 
我願為祢去 

曲、詞：林婉容  版權屬小羊詩歌所有 

1.聖潔的火給我心洗禮 來讓我滿載那屬天恩膏 
讓聖火燒毀心裡的污穢 唯願我跟主心意 

2.成為我異象一生去宣講祢 名利富貴對我現已失色 
讓我有勇氣不怕多挑戰 唯願我跟主心意 
副歌 1：主引導我往前行 主耶穌請祢差遣 
看萬事皆有損 苦楚不埋怨 我靠著祢渡每天 
副歌 2：主引導我往前行 主耶穌請祢差遣 
看萬事皆有損 苦楚不埋怨 全靠祢恩典去渡過 

*神聖之火燃燒我 奇妙大愛我不忘 
使命承擔因主呼召 主的靈啊 拖緊我* 

 
去去記住去 

詩集：和撒那新歌，158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去去 記住去 天天都要去 往普天下去得蒼生 
副歌：步步重跨千個角落 叩叩每家千百遍 

珍惜每顆靈魂 為神贏取每顆心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願諸天歡呼歌唱 
曲、詞： 河用仁 版權屬萬國敬拜與讚美所有 

願諸天歡呼歌唱 同聲宣揚父神榮美 
願一切被造世間的萬物 齊來讚美祂榮耀 

副歌:一切高山深海歡呼歌頌 彰顯神的權能和祂大作為 
一切全地四方揚聲歡唱 慈愛公義真神 

創造我的主宰 賜寶貴生命 祂名已被高舉 遠超過一切 
全能君王要在榮光中降臨 讚美祂到永遠 

 
讚美祂 

讚美祂 讚美祂 我們用歌聲高舉祂 讚美祂 讚美祂 我們用歌聲高舉祂 
祢是榮耀的王 祢是萬主之主 祢用大能救贖了我 我要衷心讚美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 每個刑罰為我承受 
恩典如海 四面環繞 失望羞愧時 祢仍擁抱著我 

副歌：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 祢永不放棄我 
主耶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 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 
**何等長闊 何等高深 天離地多高 祢愛多浩大 
無法測透 永遠無盡頭 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請差遣我 

曲：吳秉堅、詞：吳秉堅、梁沃厚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感慨 造物與尊貴 褪色 墮落 變更 
百載磨練 律法指引 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 掛十架成贖祭 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 誰可替我預告 
副歌：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祢是神 

誰亦需要 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 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 見證真理 請差遣我 
2.驚歎 叛罪與歪理 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 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巳近 世代快成絕韻 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去去記住去 

詩集：和撒那新歌，158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去去 記住去 天天都要去 往普天下去得蒼生 
步步重跨千個角落 敲敲每家千百遍 珍惜每顆靈魂 為神贏取每顆心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一、二日（週六午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員：羅定獎宣教士 

講題：逆境中的普世宣教行動 

經文：使徒行傳 8:1-4 及 11:19-21 

 
使徒行傳 8 章 

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
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馬利亞各處。2 有虔
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3 掃羅卻
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監裏。4 那
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使徒行傳 11 章 

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
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只向猶太人講。20 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21 主
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一、二日（週六午堂/週日早堂/週日午堂） 
講題： 逆境中的普世宣教行動 講員： 羅定獎宣教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求主賜給弟兄姊妹有宣教的心，逆境中能參與普世宣教行動，實踐主的旨意，

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2. 求聖靈充滿和更新弟兄姊妹的生命，求主幫助他們在疫情中，在社會和政治

變化中，在職場的艱難中，在生活的困境中，在身體的病患中，有主賜的智
慧、能力和信心去面對，能靠主得勝恐懼、焦慮、擔憂，有主超然平安和喜
樂，經歷主恩。 

3. 求主保守已經移民、即將移民或計劃移民的家庭，有主的同在和同行，更多
倚靠主，明白及實踐主心意，更深體驗主的恩典和作為！ 

4. 請為聘任兩名教牧同工及一名行政助理代禱，求主預備，賜下合適的同工，
一起服侍。 

同工： 
請為蔡碧翠姊妹和蔡榮欣弟兄的爸爸祈禱，感恩已出院回家！有待 5 月 7 日開始
做第一針的化療。求主保守和減輕蔡爸爸的痛苦，有好的狀態去應付治療，除去
化療的副作用和早日見到效用。求主保守蔡媽媽有體力去照顧蔡爸爸。 
堂委： 
1. 請為李偉禾弟兄的聲帶的恢復情況代禱，他近兩個月聲音一直沙啞，求主醫

治保護！ 
2. 請為劉子麒弟兄代禱，1. 感恩兒子剛滿兩歲，求主繼續教導他們成為好的父

母。2. 太太最近皮膚敏感，晚上都睡得不好，求主醫治。3. 工人姐姐已經三
年沒有回鄉探親，求主祝福她家鄉(菲律賓)的疫情，希望她今年可以回家一
趟。 

肢體： 
1. 請為沙靖區許寶珍(Jenny)及家人祈禱：1. 請為 Jenny 老爺祈禱，他剛確診腦

退化，在自理/認知及情緒都出問題，現留醫，求神使用醫護團隊，調較藥物
及住院治療有智慧。求神加醫務社工智慧，幫助他實踐出院計劃。2. 請為
Jenny 奶奶祈禱，她於去年十月確診血癌，現正醫院進行治療。預計今年五月
中會進行最後一次化療，求主保護她免受一切感染，並使所有藥物針藥發揮
果效，亦祝福她的復康之路。3. 請為 Jenny 兒子祈禱，因早產而發展遲緩，
記念他 7/5 要入兒童醫院進行腸道檢查，找出長期便秘的原因，到時亦會檢
查尿道下裂狀況，看何時適合進行手術修復。4. 請為 Jenny 和丈夫及叔仔祈
禱，他們俱感壓力。5. 願 Jenny 全家歸主。 

2. 請為黃國健弟兄（沙宣 Alice 的弟弟）代禱，求主提升他的血小板及中性白
白球，停止膀胱出血，他於 29/4 做了骨髓穿刺，抽骨髓出來化驗，看看骨髓
做血細胞情況是否有效，將於 14 日後知道結果，求主保守骨髓做血細胞有
好的果效。求主醫治國健的身心靈，賜他平安和盼望，減少痛楚，經歷主恩！
求主顧念他的家人的掛心，求主加力，賜他們平安的心，緊緊倚靠主！ 

香港： 
最近發現變種病毒在社區發現，求主憐憫和保護香港，遏止變種病毒在社區的爆
發，及早找出源頭，加以堵截。主賜政府、各行業和市民大眾有智慧和齊心去防
疫和抗疫，能有美好的果效！ 
世界： 
請為印度面對嚴峻的疫情代禱，求主垂憐、看顧和醫治，遏止疫情的蔓延，賜政
府智慧和能力，與人民一起抗疫，外國的支援能及時及適合使用，與本地資源能
有好的配搭，產生果效。 



 

 
                                                                                                                                                     

   



 

竹居台與你 

2021 年主席：梁志鴻牧師 

「竹居台」這名字對灣仔堂的弟兄姊妹來講，絕對不會陌

生，因為這是她們教會的地址，但在 22 堂的兄姊看來，又會

有甚麼意義呢？我們就在這裡談談吧！ 

「竹居台」的全名是「竹居台協會」，她的歷史悠久，起源

自 1977 年成立的「四堂聯合對外佈道委員會」（四堂即灣仔

堂、旺基、油基和鰂堂），及後因應家族中的堂會增多，易名為

「聯合差傳委員會」，一直承傳著「大使命」，差派宣教工人，

實踐跨文化的差傳服侍。 

因應時代變化，聯差於 2002 年改組，成立一註冊機構，

名為「竹居台協會」，各姊妹堂從出生的那一天，就成為她的持

份者，各堂無論大小，都派出兩位出席代表，而各堂的主任亦

是當然出席，另一位代表，則相信是各堂的差傳部長或差關成

員，大家可想而知，「竹居台」就是一群差傳發燒友的聚合！ 

「竹居台」是一個獨特的聯合差傳行動，發生於灣仔堂家

族的成員中，一起為天國打拼，我們相信「同行」總比「獨行」

好！「竹居台」的初心是集合資源，一同實踐大使命，達至機

動和高效的差派，所以，任何家族成員不會因一時的資源缺乏，

而窒礙差派工人，因為得到各成員的資源共享。一起參與又營

造了一片更有利實踐差傳使命的土壤，因為家族成員共同擁有



 

「竹居台」的宣教工人，能夠得到他/她們差傳生命的激勵；另

一邊廂，各宣教工人不單得到母會的關懷，更可以領受家族內

眾成員的支持，是多元的、寬闊的，這些正正是差傳的要點！

由此看來，「竹居台」明顯肩負著資源緩沖（resources buffer-

ing）和橋樑（bridging）的角色，一邊集合資源，一邊結連眾

成員與眾宣教工人的關係，從而產生巨大的差傳力量。 

多年來「竹居台」走過不同的階段，面對過不同的挑戰，

但大家一直秉持著初心，就一起跨越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今天

「竹居台」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甚麼呢？驟眼看來是經濟資源的

短缺，直至 11 月尾，差傳基金尚餘 40 萬元，今年每月平均不

敷為 10 萬元，明年的預算不敷為 200 萬元！ 

不過，最大的挑戰不在於資源，而是在我們的「心」，我們

的心是天父的差傳心嗎？如果「是」，我們仍然秉持著竹居台的

初心嗎？歷年來，我們的宣教工人數目由幾位，增加到十幾位，

最近更加增至廿幾位，在在告訴我們：「你們走在正路中」，上

帝正從我們當中興起更多工人，上帝喜悅我們的服侍！「竹居

台」的弟兄姊妹呀，一同起來吧！不走散！繼續一起貢獻、一

起發揮，同心同行，在新時代中，為主發更大的差傳夢！ 

 

 

大家可以透過轉數快直接奉獻竹居台，詳情請素描以上的

二維碼。 



 

2021 竹居台應付不敷 

1 目標：向弟兄姊妹分享需要，目標：240 萬 

1.1 我們現有宣教工人 22 個單位，讓支持者可以建立網上祈禱平台 

1.2 向各堂分享不敷 240 萬，以一萬為一個單位，需要 240 個單，

請各堂推薦弟兄姊妹聯合支持，可應領若干單位，可一次過支

持 1 萬元，或每月支持 1 千元為期 10 個月。 

 

2 推動方式： 

2.1 請各堂報告，填寫竹居台網上籌款 GOOGLE FORM， 

2.2 奉獻方法： 

2.2.1 奉獻可透過各堂代轉（按各堂規定） 

2.2.2 直接網上奉獻竹居台轉數快識別碼：166043489，並螢幕

擷圖致 90617000 之 whatsApp 或 Signal 便可，奉獻經核

實後便會安排收據。 

2.2.3 直接寄支票：抬頭「竹居台協會有限公司」，地址：香港柴

灣常安街 77 號發達中心 12 樓 B 室 

 

3 公開認獻表格 

3.1 向弟兄姊妹呼籲，支持 22 個宣教單位，以 1 萬作單位，需要

240 個單位， 

3.2 發出宣傳籌款表 

3.2.1 願 意 每 日 為 宣 教 工 人 祈 禱 ： 宣 教 工 人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會安排網上同行祈禱會） 

3.2.2 願意支持宣教工人： 

3.2.3 □$10,000 

3.2.4 □____________ 

3.2.5 □願意每月支持$1,000，為期 10 個月 

3.3 個人資料 

3.3.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2 堂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3 電郵或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發出電

子收據） 



 

                 
 

 

                                                                    

李偉良、韓昱宣教士家庭分享信 

豆豉和鬥士 

廚房調味架上的豆豉最近工作有點壓力，他的老友鬥士會這樣鼓勵

他： 

豆豉啊，你很有能力，只要堅持不放棄，一定成功。 

豆豉啊，這個任務難不倒你，你只是不習慣新方法而已，只要做多了，

就會成功的； 

豆豉啊，其實只要換個思考的角度，你就會發現，沒甚麼做不到的，

世界級大師都是這樣打造出來的。 

豆豉盯著窗外那朵輕飄飄的白雲，想：「可是……，我只要做好一盤家

常小菜——蒜蓉豆豉蒸排骨，簡簡單單，就很滿足了呀！……更成功、更

有成就……好累啊！」 

鬥士一邊吹著口哨一邊擦著鍋鏟，撇了眼發呆的豆豉，漫不經心地說：

豆豉啊，我看你又忘了，主人把妳放在這兒，早有他的計劃啦！成功和成

就都不是為你自己，你只要盡上小小本分，配合主人，主人自然會做出各

種美食！ 

約翰福音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他就結

出很多果子；因為離開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在籌備建校的過程中，感到自己就是那粒小小的豆豉，常常因眼前的

困難躊躇苦惱，忘記枝子是連結在葡萄樹上的，主必定要成就祂的計畫。

感謝天父讓我周圍有像鬥士一般的人物，尤其是石仔，及時給我提醒和鼓

勵。 

看，主在成就建校計畫 

說清楚了，就連一盤「蒜蓉豆豉蒸排骨」這樣的拈來小菜，豆豉也不

過是其中一小部分罷了。回顧建校計畫過去幾個月的進展，我清楚看到是

天父在成就又大又難的美事。 

過去幾個月，有兩位具豐富國際學校領導經驗的主僕加入我們的團

隊。其中一位是 Dr. Thomas J. Penland，他先後在馬來西亞和南韓當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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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國際學校校長，創辦其中兩間，雖剛退休，卻還要為福音使命再獻上自

己！Dr. Thomas 已正式答應成為第一任校長，並偕同太太幫助 DIS 奠立

穩固的行政管理根基，打造優質基督教國際教育平台。另一位是同樣胸懷

普世、具豐富香港國際學校教學、行政和門徒訓練經驗的同齡人 Brian Van 

Tassel，他雖然預備幾年後和太太來跟我們同工，但現在已經犧牲工餘時

間，一起籌備學校的軟體建設。 

回想當初我俩膽粗粗，還預備實在沒合適的校長人選時，石仔也會頂

上。誰曾預料上帝預備的遠超我們所想所求！ 

 

感恩 

1. 這次匆忙回港，因記掛小兒李蘅中學最後一年壓力大，期望給他一些支

援。感恩主內弟兄姊妹奉獻居所給過境宣教士暫住，正好靠近小兒住宿

的學校，方便見面。感恩主預備滿有愛心的主內專業輔導員，在我們最

無助的時候，給予最適切的關懷和幫助。 

2. 感恩在漫長的隔離期間，上帝預備家人和可愛的弟兄姊妹們把驚喜、溫

暖和禱告送入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 

3. 感恩天父賜予差會同工給我們及時全面的支援。 

4. 感恩天父保守在英國的女兒李珵健康平安，學業順利。 

5. 感恩相隔兩年終能跟家人、母會弟兄姊妹、朋友戰友、差會同工重聚，

主的愛讓我們相連，讓遊子之心得到安慰和支持。 

6. 感恩天父賜下忠心的本地同工，在我們回香港的日子，能繼續堅守崗位，

一起侍奉。 

 

代禱 

1. 求主引領小兒升學的前路，賜他平安和力量通過考試，保守李珵李蘅走

在主的道路上。 

2. 求主引領有異象的基督徒投資者來參與建校事工，希望在八月前再融資

20M 港幣，以開展建築工程。 

3. 求主保守我們建校隊工從小事到大事都走在神的心意裡，清心仰望主的

帶領，能同心見證神美好奇妙的作為。 

4. 求主保守建築許可証、土地出租等申請過程，幫助我們持守清廉公義，

勝過文化習慣方面的攔阻，為主作見證。  



 

2021年第二季裝備中心課程 
 

以敘事文體釋經法研讀〈撒母耳記〉 

課程簡介：〈撒母耳記〉的作者以獨特的文學敘事手法，透過多種人物角色

的塑造、情節的鋪陳、佈局的懸疑曲折，生動地記述了以色列這

個民族如何從支派為本到成為一個國家、從神權統治到君主政制。

這重要的以色列歷史事件及所涉及的人物，當中包含多面且錯綜

複雜的關係，很值得我們深入淺出的研讀，以能借古鑑今。 

導師：陳思語博士(建道神學院國際學院課程主任兼助理教授) 

日期：5月 9、16、23、30日（逢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30-3:45 

上課形式：幼稚園實體上課，視像上課或收看錄影。 

收費：$100（在職）  $50（非在職及學生） 

截止日期：2/5（今主日）                    https://bit.ly/3wJ7zzU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招聘啟事 

 

1）教牧兩名 

 牧養學生、職青或家庭群體； 

 需神學畢業； 

 認同小組牧養理念，團隊精神，成熟。 

 
2）行政助理一名 

 協助主任牧師執行教會行政事務； 

 管理行政幹事及庶務員之職務； 

 大專畢業或以上學歷，具兩年或以上行政相關 

工作經驗； 

 具事奉心志，有良好溝通能力、能獨立工作；  

 需於週六及週日工作，每週工作五天半。 

有意者請將履歷表電郵至 stc@cccstc.org 或寄交沙田石門

安耀街 2 號新都廣場 29 樓 9 室，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遴選

小組收，信封面請註明應徵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作招聘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