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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的工作就是撒種的行動，佈道的人只是將道種撒在慕道的人心中，我們不能只怪責他們有沒有

興趣？吸不吸收？願不願意聆聽？佈道者的傳達也非常重要。所以筆者常常呼籲要用多元化生動活

潑的方法將真理傳遞，使人容易吸收，一聽便明，同時產生共鳴，進而接受信仰。所謂「福音不變，

方法萬變」，佈道的人只是撒種而已，成功與否在乎撒種的方法，事前鬆土的工作，事後的澆水

施肥，使其生長的是上帝的工作，正如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使它生長。

可見，栽種的算不了甚麼，澆灌的也算不了甚麼；惟有上帝能使它生長。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勞苦得到自己的報酬。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同工……。」（林前 3:6-9）

不錯，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我們絕不孤單，讓我們努力做好「撒種」的工作。不過，有時我們

也「收割」，「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辛勞的，別人辛勞，你們享受他們辛勞的成果。」（約4:37）

將來也有人享受我們勞苦的成果，所謂「前人種樹後人收」。無論如何，「我告訴你們，舉目向

田觀看，莊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上帝不是應許我們嗎？「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詩 126:5）

我們努力「撒種」吧！

不過，我認為這比喻除了對聽道的人有所提醒之外，對

講道的人，撒種的人也有很大的警惕。因為種子落在不

同的地方，撒種的人也有很大責任，撒種的人大力些，

少力些，遠些，近些，都有不同的後果。還有地土本身

有沒有預備好，也有責任，地土是否已鬆好了？水份夠

不夠？有沒有事後施肥灌溉？還有種子本身的健康肥壯

與否？這些事情都要注意的，使種子發芽生長，是多方

面都要關顧的。同樣地，一篇好的道，不單聽道的人心

田準備好了沒有？還要道的本身是否有生命？如何傳達

分享？表達的方法是否生動活潑？內容是否充實？是否

能引起共鳴？是否能夠促使聽者身體力行出來？這都是

撒種人（傳道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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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佈道團

「撒種」的比喻三本福

音書都有記載

（太13:1-23，可4:1-20，路8:4-15）

耶穌講完這比喻之後，他解釋最詳盡。

耶穌用比喻講道都是當時群眾親身經

歷，最貼身處地的，不但最易明白，

而且萬古常新，直到現在，二千年後

的我們亦不易忘記。撒種的經驗一講

就明，種子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淺

土石頭上的，有落在荊棘叢中的，也

有落在好土上的，我們常常都照着耶

穌的解釋集中在聽道的人對所聽的道

的不同之的回應。「撒在好土裏的，

就是人聽了道，明白了，後來結了

果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

三十倍的。」（太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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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穌一生所走的路，我們可知城市絕對是祂所關注的。低

加波利、耶路撒冷、耶利哥、拿因城……，處處有着祂的足

跡，接觸各樣的人，當中不乏貧窮及被邊緣化的一群。

耶利哥城的瞎子（可 10:46）及耶路撒冷城的瞎子（約

9:1），都是貧窮人，在城中討飯，這是當代他們能夠維持

生計的方式。當其他人極不友善對待他們時（可 10:48，約

9:34），主耶穌卻停下來，用心關懷，予他們一份尊榮，以

致他們可認信祂（約 9:38），在路上跟隨祂（可 10:52）。

低加波利，其名原意是「十個城市」，是加利利海以南的聯

盟，亦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正如今天香港不同族裔一起

聚居，南亞裔家庭就是我們的鄰舍。

在低加波利發生了熟悉的趕鬼入豬群的事蹟（可 5:20）。

主耶穌是特意去格拉森的（路 8:22，26），以致被鬼附著

不能逃脫捆厄的人，能夠恢復生命的光彩，有新的開始。這

被排斥的人，能再一次走進社群（路 8:39）。

祂昔日醫治破碎的貧窮人，與邊緣化的人生命相遇，相信這

仍是祂今天的意旨——有福音傳給貧窮人。（路 4:17-19）

今天教會實踐城市宣教，不得不提貧窮人的福音

工作。城市宣教強調我們要關注所處城市中的重

要課題。香港堅尼系數升至 0.539，創歷 45 年新

高，貧窮人口超過 130 萬，而當中大部份都是神

國未得之民。

不少貧窮人居住於環境惡劣的板間房、劏房、中

轉屋，為了繳交租金、水費、電費等而三餐不繼。

他們生活困苦，極需要我們的關懷。

市區租金飈升，愈來愈多貧窮人搬入新界的寮屋

區。寮屋、豬欄屋或是貨倉等，都出現「劏房化」。

「呢個地方 $3500 租，仲未計電費，點夠開

銷……」莫伯伯在輪候公屋中，住在寮屋劏房。

他每月只剩下千多元，患有眼疾的他還要經歷長

長的公營醫療輪候時間，他真的擔心變盲呢。

當我們願意與貧窮人生命同行時，可看見不一樣

的改變。

我們認識一個單親媽媽，丈夫不在家了，傷心難

過，一個人獨力照顧兩個孩子，日子非常拮据，

感到喘不過氣來，在香港親友不多，想不過來時，

就萌自殺念頭。

在這時刻，神讓我們聯繫了教會，弟兄姊妹到地

關心同行，讓她有機會認識主，在低谷中走出來，

臉上再次掛住笑容。

邀請你，走多一步，與貧窮人同行，一起經歷神。

耶穌的足跡

香港的貧窮人境況

生命同行

開始招生 !

城巿睦福團契 ---
城市睦福差傳學院（城市宣教文憑課程）

在城市中

觸 動 生 命
學院及課程特色

以貧窮人為服侍焦點

著重生命的互動（Experiential Learning）—在工場體驗及實踐中塑造生命

自設貧窮人福音事工的實踐工場 ( 如少數族裔、寮屋區、中轉屋及收容中心、社區房、社企等 )

「頭、心、手」三向度並重的訓練—

「頭」：聖經及神學基礎和專項知識

「心」：靈命塑造和心志培育

「手」：服侍基層具體技巧及實務處事

課程設計

全年 3個學季，包括 3個必修科及 9個體驗實習課程。如有需要學員可申請於兩年內修畢課程。

(開學日期：2019 年 9 月 )

學院提供工場督導，以提高學員服侍基層的能力。另設個人靈命導引、導修/成長小組及不同營會，

以塑造學員的靈命和心志。

報讀詳情及方法

1. 可上網頁 www.peacemaker.org.hk 或掃描二維碼詳閱。

2. 報名日期：現時 至 2019 年 6 月底

3. 費用：學科學費，學生輔導及實習費全免。

查詢

歡迎以 whatsapp：5517-6568 文字查詢 或 電郵至：upsm@peacemaker.org.hk

關懷貧窮人 鄺玉婷博士
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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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從   而來
葉華回想三十年前的自己是一個病態賭徒，到處問人借
錢作賭本，並且有借無還，人人都怕了我，我以「爛泥」
去形容當年的自己。

在1989年我第一次學人炒股票，一個星期便賺了5萬，

我開始萌起貪念，越炒越大，三個月輸了 30 萬。這是

我第一次因賭輸了這麼多錢，於是我將此事告訴了太

太，太太不單沒有怪責，並且幫我償還了這筆債項。

但過了不久故態復萌，我碌了 16 張信用卡，又向 4 間

財務公司借錢再去賭，第二次輸掉了 50 萬。自此我一

天做三份工還債，兩年後便還清所有債項，當時的我

還好驕傲地認為單靠自己都能還清所有債項。於是又

再賭，第三次輸了 20 萬，其中有 5 萬是借高利貸，我

的太太終於忍無可忍，要求離婚和趕了我出家門，記

得當時身上只得一袋衣物和一本聖經。

由那晚直到現在已 17 年了，我與賭博一刀兩斷了，那

是靠著主耶穌給我的能力抵抗魔鬼的引誘。由那晚開

始，我每天看聖經，早、午、晚祈禱，在聖經裏神喜

悅的事我便照著去做，神不喜歡的事盡量不做。後來

勸我的牧師帶我到工業福音團契戒賭中心，我看見許

多的賭徒像我一樣，被家人趕出家門，或避債出走內

地，亦有些太太以死相勸丈夫。我看見有這麼多的人

因賭博出現許多的問題，我便立志我雖然在賭博跌倒，

但我要重新站立對抗賭博。故此，我在工業福音團契

戒賭中心報讀了「戒賭十二步」課程，並且再讀了輔

導學。之後，成為了朋輩輔導員，並在工業福音團契

戒賭中心工作了 17 年。

好感謝神！當在中心工作時，我求神讓我回家，我為

此祈禱了大約半年，有一天晚上，我前妻致電話給我，

她告訴我整個月發了同一個夢，夢見我被人斬死，而

她發夢的時段也正是我為回家祈禱的時段，好像有股

力量正催促她去找我。我告訴前妻我在中心戒去了賭

癮和在這裡工作，當時她全不相信，但當她跟我去中

心親身看見我的工作，她便相信了。接著我們再拍拖，

我再次與家人有來往，並且 2005 年 7 月我們再次註冊

結婚了。神是聽禱告的神，感謝主！

現在，我有 3 個子女，6 個孫兒，大兒子是科大碩士

畢業生，小兒子是理工土木工程師，我們一家都在中

華基督教會小西灣堂事奉。感謝神！這一切全是我意

想不到的。當你信主後，你便會看見主的恩典充充滿

滿，所有恩典是從神而來，願榮耀頌讚歸給在天上的

阿爸父！

那一晚我獨個兒到了灣仔修頓球場露宿，我仍怪太太

為何在我絕路中不給我多一次機會，但我再深的反省，

發現太太已給了我十幾年的時間，但我從無悔過之心。

好感謝神！祂讓我在第二晚再次反省時，想起了我在

沉迷賭博的時期已有一位牧師輔導跟進我的狀況，自

己卻對牧師說謊，矢囗不認有賭錢，牧師最後只說了

一句說話：「如果你要改變，你不能夠靠自己，你一

定要靠主耶穌才可以改過。」當我想到這裏，就像刺

中我的死穴，為何賭博一直不離開我呢？原來是我一

直只是靠著自己的能力還錢。當時我雙腳一軟，跪在

地上，第一句同神說：「我是一個罪人，求神寬恕我

的罪。」

13 年前第一次參加柬埔寨宣教學習團，認識這個

國家的歷史和文化，發覺三十多年前（1975-79）

這個國家經歷了一場慘痛的大屠殺事件，過百萬人

失去生命，更多人家破人亡。這段歷史的影響，延

至今天柬埔寨人民對人的信任度十分之低，加上

政府施政問題，人民對生命和前途都十分悲觀。 

 

抱持著這份對柬國人民的感受，我們開始組織每年一次

的宣教學習團，讓本會會友可以在認識歷史之同時，也

學習跨文化的宣教。幾年間，我們凝聚了一班參加過學

習團的弟兄姊妹，成立了柬埔寨短宣團契，定期聚在一

起，分享前線工場情況，為宣教士們祈禱。之後，我們

又組織佈道隊，於聖誕期間，到該國本宗的堂會和大學

生宿舍進行活動，也是對當地同工的一種支持。

2014 年初，代表教會參加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的

宣教佈道委員會會議，聽到多個國家都有派醫療隊到柬

國服侍，馬上想到本會這麼多會友從事醫護行業，我們

都可以組織醫療服侍隊，作宣教工作的另一個切入點。

同年十月，本會首支醫療服侍隊，到達金邊郊區一條從

未有醫療隊到過的鄉村及教會，展開四天的服侍。看到

村民對醫療服務的渴求，我們承諾每年兩次組織醫療服

侍隊到柬埔寨。去年十月，醫療隊在同一次出隊中，多

到另一條鄉村服侍，接觸到更多村民。

回顧這十多年在柬埔寨的服侍，可以說是從學習中認

識，從感受到實踐。我們沒有長遠的發展藍圖，只是看

到需要就嘗試策劃和組織。對於這個國家來說，我們

可以作的實在微不足道，但對於接觸到的人民來說，可

以是他們重新建立對人信任的一個開始；而對於當地的

教會和同工來說，明白到是上主差遣不同群體去支援他

們，在困乏資源的環境下，可以得到一些補充。對於親

身到過柬埔寨、又願意繼續去服侍的本會信徒來說，

這是一個具體實踐耶穌基督大愛的功課。我們不能期

望短時間內可以改變這個國家，使好多人歸主；然而

持續的關顧卻是不可或缺的原素。與此同時，弟兄姊

妹每次都參加「海外宣教」課堂，學習在文化不同、

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可以如何把福音有效地傳播呢！ 

 

執筆之際，正籌備今年五月份醫療隊的匯報聚會，和八

月份的宣教學習團，而十月份的醫療隊經已招募完畢。

願主悅納我們這些謙卑的獻上，成為馨香的活祭，祝福

更多柬埔寨的人民，使更多人能夠得著福音的好處，認

識耶穌基督的救恩。誠心所願。

不能自拔 更新蛻變

回家

恩典太美麗

愛的呼喚

爛泥

神

課堂
「海外宣教」

柬埔寨宣教 余恩明牧師 生命故事 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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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和事奉
的重點……

【漫畫】信仰探索

蔡頌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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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2019
奮興祈禱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13/03/2019
 - 10/05/2

019

 福音話劇培訓班@中華基督教會基道旺角堂

第三屆「佈道人．佈道心」
感謝主，第三屆「佈道人佈道心」於 4 月 7 日正式開課，願每位學員能在課堂中有所得著，在福音工作上作主精兵。

課堂前一同敬拜

第二屆學員帶領破冰時間

學員一同誦讀開學禮禮文

盧偉旗牧師讓學員認識

MEM 佈道工作

李炳光牧師講授佈道概論

學員互相認識

MEM 新春感恩晚宴

MEM 新
春感恩晚宴於 2019 年

2 月 17 日完滿結束，感謝

各方主內同道的蒞臨與支持，讓我們一同回顧當晚精彩

的花絮……

聚會回顧



13

MEM 佈道點

李景文會吏信息分享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劉建良牧師信息分享

@基督書院

文向恩宣教師信息分享

@紅磡信義學校

李英偉會吏信息分享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福音話劇「交換日」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卓廸舜會吏信息分享

@麗澤中學
福音話劇「一次又一次」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何珮頤姊妹詩歌分享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鄺奕泉弟兄、賴凱榮弟兄、

許慧心姊妹福音魔術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幼稚園

幼兒園校監校長座談會

福音話劇「帶著矛盾去相愛」

@衞理中學

佈道團隊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鄧民瀚宣教師信息分享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

杜敏玲會吏信息分享

@黃埔宣道小學

李雯希姊妹詩歌分享

@港澳信義會小學

福音話劇「蠟筆小黑」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林津牧師信息分享

@嶺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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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至 4 月聚會感

2019 年 5 月至 8 月佈道事工預

JAN
1 月 29 日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FEB
2 月 22 日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MAR
3 月 15 日 衞理中學

3月 27 日 麗澤中學

APR
4 月 10 日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4月 11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觀塘幼稚園）

4月 11 日 黃埔宣道小學

4月 12 日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4月 12 日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小學（長沙灣）

4月 12 日 基督書院

4月 13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幼稚園幼兒園

  校監校長座談會

4月 16 日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4月 16 日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4月 16 日 基督書院

4月 17 日 嶺南中學

4月 18 日 港澳信義會小學

本地佈道聚會

MAY
5 月 11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5月 12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望堂

5月 14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5月 18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5月 30 日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5月 31 日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JUN
6 月 19 日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6月 28 日 博恩浸信會

JUL
7 月 2 日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7月 28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本地佈道聚會

支持我們！
請奉獻支持 MEM 的佈道工作，本年度的籌款目標為港幣二百萬元，實在

需要仰賴上帝的恩典，同時我們亦很需要您的代禱和信心支持，一同在

聖工上同心同行。

我樂意

一次過奉獻支持 MEM 整體事工經費

HK$1000     HK$3000     HK$5000     HK$10000     其他 HK$_________

每月定期奉獻 HK$_________

（詳情請聯絡本團同工：電話 27088619 或 電郵 admin@mem.hk）

支持以下經費
本地佈道事工 HK$_________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HK$_________

培訓事工 HK$_________   文字事工 HK$_________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HK$_________

奉獻方法
支票－抬頭請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或“The Methodist Church,Hong Kong”

現金－直接交予同工或存入恆生銀行帳戶號碼 225-2-038902

＊請註明姓名、地址、電話等聯絡資料，連同支票 /銀行收據寄回本團。

需要奉獻收據，奉獻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 HK$100 以上可獲奉獻收據，作為申請減免稅項之用。

個人資料

關於個人資料之處理

＊本人完全明白及同意循道衞理佈道團收集本人個人資料只作為聯絡及

事工資訊通知之用，一切將會保密處理。

  本人不願意透過上述通訊資料接收循道衞理佈道團之最新活動資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粘貼口

JUN
6 月 15-16 日 廣州探訪交流之旅

AUG
8 月 15-20 日 馬來西亞 (吉隆坡 )佈道交流之旅

國內探訪交流

MEM 佈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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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貼
口

粘
貼
口

請貼郵票
S T A M P
H E R E

循道衞理佈道團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Methodist Evangelistic Ministry
16/F Wesleyan House, 271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MEM自 2005 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多元化和活潑之方式於本地及海外巡

迴佈道，實踐主託付的大使命。本團以多元化的佈道配套方式到

不同地方，向不同會眾傳揚主恩。誠邀您加入以下服侍團隊，運用不同恩賜同

心興旺福音！詳情請與本團同工聯絡：2708-8619 或 電郵 admin@mem.hk。

話劇組（編劇或演員：參與編寫或排演劇本於佈道會中演出）

歌詠組（詩班員：以合唱團頌唱傳統詩歌的形式讚美上帝）

敬拜組（領唱者或樂手或和唱：以現代流行詩歌一同敬拜讚美）

魔術組（魔術師：以魔術作為傳講福音的媒介，透過視覺效果表達聖經的真理）

祈禱組（代禱者：參與月禱會，以禱告支持佈道工作）

後台組（後台及音響人員：負責佈道會後台工作，如音響、燈光及後台支援等）

拍攝組（攝影師：負責聚會的拍攝及錄影工作）

陪談組（陪談員：負責陪談工作，與新朋友分享信仰）

支援組（支援義工：大小事務的支援，如：包裝信件，搬運物資等）

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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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事工 - 「佈道人。佈道心」
感恩第三屆「佈道人。佈道心」在 4 月 7 日開課了，求主保守賜智慧給 21 位學員，幫助他們在學習上保持

最佳的狀態，又求主使用並祝福各課堂的講員，在預備講義上滿有主的智慧和能力。願主藉課堂培訓更多佈

道人，火熱他們的佈道心，一同起來為主作工。

本地佈道事工
感恩過去一至四月蒙上帝的祝福，順利完成了 25 場佈道聚會，共接觸 11,028 人。求主繼續在本地佈道事工

上大大使用 MEM，祝福更多的生命。

海外國內佈道事工
MEM計劃有3個事工，於6月前往廣州、8月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和10月前往清遠，主要探訪當地教會、

跨文化服侍、了解當地華人福音事工及生活文化。求主帶領籌備工作順利，又求主加力給 MEM 團隊，願一切

都在上主的看顧和帶領中成事。

財務需要
MEM 營運經費一直靠賴各主內同道在奉獻上的供應，求主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奉獻上支持 MEM，讓 MEM 在

金錢和資源充足供應下，能繼續在不同地方傳揚福音和推動佈道工作。

事奉團隊
MEM成立為要承擔主所吩咐的大使命，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多年來在本地、國內及海外主領了多場佈道聚會，

領人歸主。亦不斷舉辦不同的佈道培訓課程，積極推動各主內同道們成為佈道人，將佈道之火傳開。求主祝

福保守 MEM 同工們、服侍隊員，堅立各人手所作的工，同心合意為上主作美好的見證。又求主祝福團長李炳

光牧師有健康的身體和喜樂活潑的靈，繼續帶領佈道團向前邁進。

MEM 代禱事

誠邀您出席 MEM 每月祈禱會，彼此分享及同心

為 MEM 福音事工切切禱告。

日期：14/5，11/6，9/7，13/8

時間：晚上 7時至 8時

地點：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ＭＥＭ每月祈禱會

誠邀您每月一週一祈禱，為ＭＥＭ

不同的事工及佈道聚會代禱，以禱

告支持我們的佈道工作。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雅各書 5：16)

本地佈道事工 

( 目標 72 萬 )

培
訓

事
工

 

(
目
標

22
萬

)

文字事工 

( 目
標

14
萬

)

佈道團發展及
行政經費 

( 目標 56 萬 ) 

海外及國內
佈道事工 

( 目標 36 萬 )

2019 年各事工籌款目標 ( 合共 $200 萬 )

收入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奉獻及收入總額

支出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總支出

盈餘 /( 虧蝕 )

HK$
227,439 

83,231

67,979

31,478

190,460

600,587

支出
184,168 

54,001

37,804

41,456

192,873

510,302

90,285

2019 年 1-4 月
財務報告

收入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奉獻及收入總額

支出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總支出

盈餘 /( 虧蝕 )

HK$
774,468 

344,594

96,831

86,081

455,545

1,757,519

支出
663,346 

275,454

76,792

83,260

546,280

1,645,132

112,387

2018 年全年財務報

代禱加油站



團  長：李炳光牧師
副團長：盧偉旗牧師、范建邦牧師、劉建良牧師
事工發展主任：莫艷霞
事工發展幹事：關婷之
事工發展幹事：張雪玉
兼職事工助理：孫年耀

核心委員：
余恩明牧師、岑禹勤牧師、林禮濤、何景亮、錢德順、
許慧心、廖嘉濂、陳紹璋、陳永堅、林素英、胡淑文、
王耀光、李鈺麟、莊  力、劉玉琦、賴凱榮

《歡迎向親友傳閱，如不欲繼續收取本團通訊，請聯絡本團同工：2708-8619 或電郵 admin@mem.hk》

如未能成功投遞，
請退回給寄件人。

非賣品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16/F Wesleyan House, 271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網址：www.me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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