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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教職員消息
•	恭賀實用神學講師余志文老師於 6 月獲基督神學
院頒發教牧學博士學位；余博士亦將於 8 月中成
為本院全時間專任講師。

•	感恩，學院邀得王淑華老師由 2021 年 8 月起擔任
靈修神學講師。求主帶領王老師在學院的適應，及
整個講師團隊有好的配搭和磨合。

校友消息
•校友麥婉玲﹙ BTh	 2006 ﹚夫婦和校友葉凱琳
﹙ BTh	 2006 ﹚獲會幕 7000 差派到英國伯明翰宣
教，差遣禮已於 5 月中舉行。

活動剪影
•	第三十一及三十二屆聯合畢業典禮已於 6 月 13 日
順利舉行，感謝上主的保守與預備！畢業禮中榮
譽院長馮兆成牧師以「效法耶穌的服侍」作訓勉，
兩屆合共 65 位同學畢業，在此再次恭賀各畢業同
學，並祝福他們往後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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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今生 凌望基
實用神學、新約講師

專題文章

人生於世，有若寄塵，韶華如飛，歲月老人，
衰老以後，你會問，我何故一生一世打滾。
陽光普照，照耀世人，茫茫人海，你扮那人
只要有利，個個搏命，世人嘅紛爭只欠公允。1 

這一首流行曲的歌詞，道出了人生的短暫，消逝去的光
陰總是不能回頭，然後當發覺自己已老去，一生一世都
不知為何事打滾，真的是蹉跎歲月！而另一方面，究竟
我們是否知道在這一生中，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為了過
眼雲烟的名利而爭逐，到頭來還是一場空。人生要過得
有意義，不一定要做轟轟烈烈的大事；作平凡人，做平
凡事，仍然可以有一番作為。只要生命在神的手中，任
祂差遣，平凡的人也能成就不平凡的未來。

使徒行傳第八章中的腓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一
位「腓利」（Philip），與耶穌的門徒「腓力」（Philip），
名字在原文也是完全相同的，英文也譯作“Philip”。
《和合本》為了將兩者加以分別，以免混淆不清，便將
他們譯作不同的名字。腓利應該不是在巴勒斯坦出生，
他是一個猶太僑胞，可能由於參加節期的關係，便回
到自己先祖的家鄉。這可能是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捩
點；他可能是在五旬節的「大型佈道會」中歸主。2  事
實上，初期猶太僑胞歸主，都是因著領受使徒在五旬節
所宣講信息的緣故，他們聽而歸信之後，也將福音帶回
自己的原居地，讓基督信仰能得以遍地開花。甚至羅馬
教會的建立，也可能是基於這原因。

在使徒行傳第六章，腓利是七個被挑選出來的執事之
一，負責照顧已歸主的海外僑胞。這看似是簡單的庶
務，但其實殊不簡單。從使徒行傳第二章至第六章，耶
路撒冷教會已成立了好幾年，而腓利在教會中也應該接

受了相應的栽培。他被選中作服侍者，也是基於自己的
成長背景	——	一個長期居於海外的僑胞，他在希臘語
的運用，及對僑胞生活習慣的了解，總比出生於巴勒斯
坦的使徒更強吧？況且，在服侍的過程中，人際關係的
處理也不容小覷；自己的出生背景，對事奉神有很大的
幫助，起碼優質的溝通，已消弭了文化差異所引起的紛
爭，不會導致巴勒斯坦歸主的猶太人，與僑胞的信徒，
在與信仰無關痛癢的事情上，分化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以前非常討厭自己的背景：出生在過於單純的基督教
家庭，父親更是傳道人。所以對於所謂世途險惡的社
會不甚了解，而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基督教書
店中工作，近乎沒有真正的社會經驗。所以當我唸神學
時，經常耿耿於懷，恐怕自已不能服侍在塵世中打滾的
信徒。但有一次，一位牧者卻對我說，很羨慕我對神、
對人有那麼單純的信心，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掙扎；更欣
賞我能夠為主勇往直前，沒有太多的顧慮，因為對神有
一顆單純的倚靠，而非倚靠自己在紅塵中打拼出來的經
驗。原來每個人的背景，可以為神成就美事，這令我得
到不少安慰。我相信腓利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出生於
海外，不會講亞蘭文，希伯來文聖經也看不懂的他，理
應經常被生於巴勒斯坦，自視甚高的猶太人所歧視，現
在卻竟然可以大派用場。

他與司提反一樣，不限於完成手中庶務的工作，更參與
福音的宣講，所以在使徒行傳第八章，記述了他前往撒
馬利亞作福音使者，在當地建立教會。這正顯出了他出
生的背景所帶來的優勢；他慣於在異文化中生活，對於
運用希臘語傳講福音，應該可以說是駕輕就熟。而他的
文化背景也較易被撒馬利亞人受落，對於來自巴勒斯坦
的猶太信徒，基於他們與撒馬利亞人在先天的因素中，

已經輸了在起跑線上；根據福音書的描述，本土的猶太
人與撒馬利亞人不太來往，所以若按照使徒行傳一章 8
節的規劃，福音要透過本土猶太信徒傳到撒馬利亞，難
度極高。但腓利卻有他的優勢：他與撒馬利亞人沒有太
多文化與信仰之間的糾纏，而他自己在本土猶太人眼中，
可能也不怎樣被看好，因而產生了「同病相憐」的感覺，
相信他會容易被撒馬利亞人接受，福音工作也就這樣展
開，正好成就了本土猶太信徒難以完成的工作。

當撒馬利亞的福音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主的使者
竟然差腓利到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這真的令人費
解。迦薩是以前掃羅和大衛的死敵非利士人的地方，
上帝好像是跟猶太信徒開玩笑一樣，要他們去傳福音之
處，總是猶太人「死敵」所在之地！或許，上帝想要讓
猶太信徒們領會，福音就是要拆掉中間阻隔他們的牆；
「和平福音」的意義，不單成就人與神和好，而是將人
與神和好的結果，也影響至人與人之間的和好。但迦薩
這路上，原是「荒野」，意思是較少人居住的地方。
那麼，差派一個大有傳福音恩賜的腓利，去人跡罕至之
處，豈不是浪費嗎？完全不符合現代的福音廣傳策略，
到底有何意義呢？經文沒有記載腓利有甚麼疑慮，我個
人較相信他是存單純的信而順服的心，便走往迦薩的路
上；竟然就遇上剛參加完耶路撒冷的敬拜，正在回家途
中的埃塞俄比亞的太監。

這個故事有幾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首先，太監因他
的身份背景被冷待。那位太監可能是一位「黑人」，也
是一位仰慕猶太信仰的敬虔者，他可能想歸化入「猶
太教」，然而，他真的可以嗎？根據申命記廿三章1
節：「睪丸受損或生殖器被閹割的，不可進入上主的
大會。」3	一位外邦人太監，他真的可以被允許進到聖
殿的外院中參與敬拜嗎？我想，他應該被拒絕的成數較
高。我相信他是等待參與敬拜的會眾離開時，查詢他們
當天崇拜所用的經文，然後差派侍從進內買一本以賽亞
書的抄本，好在回家途中閱讀；這就是他的「敬拜」！

從埃塞俄比亞至耶路撒冷的路程，最起碼有一千公里，
坐馬車也應該需要兩天的時間。這樣的敬虔，卻得不到
應有的待遇，反遭棄絕，相信他的內心也很煎熬。

其次，他所讀的他不明白。當他大聲朗讀以賽亞書
五十三章 7-8 節的時候，在旁的腓利聽見了。可能我們
會問：腓利怎麼追得上馬車呢？可能的解釋是，通常這
樣的車隊，並非在作戰模式，所以車速會很慢。太監朗
讀但不明白的，是經文所記這個被人嫌棄的人是誰呢？
我相信他不但讀到「耶和華之僕」所受的屈辱，也自然
對號入座想到自己的際遇——自己是一個太監，也是被
人在背後藐視，他死後更無人記念，因為不可能有後代
延續他的家族。腓利向他宣講的，正是與他有共同際遇
的耶穌，他也像這「受苦之僕」一樣，受人唾棄；所以
這位耶穌理解明白太監的辛酸。

最後，太監被基督的新家庭所接納。太監見到有水泊，
即時想到要加入耶穌這個大家庭。他被猶太人拒絕加入
猶太信仰的大家庭；那麼，這基督的家庭會拒絕他嗎？
腓利可能想起以賽亞書五十六章 3-5 節，上主要接納那
些到他面前來的太監。這個太監的信主，其實正實現了
使徒行傳一章 8 節為主作見證，「直到地極」的吩咐。

之後，腓利繼續在前非利士人之居住地，建立外族人的
教會。在保羅悔改歸主，作外族人使徒（徒九）之先，
腓利已向外族人傳講了福音信息。在彼得向哥利流一家
傳講福音前，也在耶路撒冷開大會前，腓利已為教會向
外族人宣講恩惠的福音作了先鋒。

腓利並非耶穌十二使徒之一，他也沒有像保羅般開荒佈
道，及以書信寫成的神學建立教會的恩賜，但他卻開拓
了福音未得之民的領域——撒馬利亞與北非。一個平凡
人，卻因為順服在神的手中，單純的信而順服，就為歷
世的福音工作開展了新的一頁。

 1. 這首歌的歌詞出自《人生於世》，盧國沾作詞，顧家輝作曲，原唱為張德蘭。
		2.  有點像「葛培理佈道大會」。

 3. 經文選自新漢語譯本。



講師園地

在哥林多前書二章15節保羅說：「屬靈的人能看透萬
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他」。這節經文描述的「屬靈的
人」，總叫人聯想到武俠小說中的世外高人，這人不食
人間煙火，卻能看透世情，擁有高深莫測的智慧，所說
的話暗藏玄機，一般人不能理解。在這個失序的時代，
真想找出這樣的一個「屬靈的人」，請他／她分享一下
看透了甚麼，為大家指點迷津。其實保羅所指「屬靈的
人」是怎樣的人呢？所指的「看透萬事」又是一種怎樣
的境界？筆者試從經文的背景與內容脈絡去思考這節經
文的意思。

哥林多教會熱衷追求智慧	

保羅這封信是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當時教會中有許多有
識之士，熱衷追求智慧。因追隨了不同的師傅，他們
當中就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
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林前
一12）他們彼此爭競，甚至引起紛爭，當中甚至有人
認為保羅的教導是愚拙的（林前一23）。因此，保羅
向教會澄清他所宣講的是「神奧秘的智慧」，這智慧與
「今世的智慧」完全不同。

然而，在成熟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今世
的智慧，也不是今世有權有位、將要滅亡的人的智
慧。我們講的是從前隱藏的、神奧祕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智慧；這智慧，
今世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若知道，他們就
不會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林前二6-8）

「今世的智慧」是屬於當代的，是有權有位、執政者所
擁有的智慧。不過，無論「今世的智慧」有多超凡，都
是有限的，是短暫的，擁有這智慧的人逃不了滅亡的終
局。那些在位的人，似乎擁有智慧，但他們才是真正的
無知，因為他們拒絕基督，把祂釘在十架上。

至於「神奧祕的智慧」又是甚麼呢？這智慧有兩種特
質，第一，這智慧源於神，神早已預備給我們，目的要
叫我們得榮耀。第二，這是奧秘的，奧秘之所以為奧
秘，並不是因為它艱深難明，而是因為這智慧是由神親
自啟示的。以前這智慧是隱藏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二9下)。這
智慧正是保羅一直宣講的「十字架的道理」，神拯救的
大能。「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是愚拙，在
我們得救的人卻是神的大能。」（林前一18）

誰是屬靈的人？	

屬靈的人就是領受了聖靈的人，他領受了神奧秘的智
慧，願意接受「十字架的道理」。相反，屬血氣的人沒
有領受聖靈，他們不能理解神奧秘的智慧，故此保羅
說：「屬血氣的人不接受神的靈的事，他反倒以這為愚
拙，並且他不能了解，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
領悟。」（林前二14）簡而言之，屬靈的人就是基督
徒，屬血氣的人就是非基督徒。

保羅特別強調聖靈的工作，因為惟有聖靈向人揭示神的
啟示，祂作了人與神之間的橋樑。聖靈作為教導者，祂
深入了解神的事，也要幫助人明白神的事，尤其是神賜
恩的事。

為何「沒有一人能看透他」？	

至於「沒有一人能看透他」（林前二15下）並非指屬
靈的人思想高超，沒有人能明白他所言所想。「看透」
在這裏同樣可解作判斷，保羅的意思是說：沒有一人能
判斷他。保羅在哥林多教會備受質疑與挑戰，他可能正
回應那些攻擊他的人，暗指基督徒或保羅自己不受別人
的評斷，惟接受主的評斷。就如保羅在第四章的自白：
「我被你們評斷，或被別人評斷，我都以為是極小的
事；連我自己也不評斷自己。雖然我不覺得自己有錯，
卻也不能因此判為無罪；審斷我的是主。」（林前四
3-4）保羅很清楚自己是按基督的心意生活，當別人以
其他標準評斷他的時候，他毫不動搖、鏗鏘有力地說：
「至於我們，我們有基督的心。」（林前二16）

總結	

屬靈的人不是世外高人，而是透過聖靈的幫助，領受了
神奧秘的智慧、蒙恩得救的人。假若我們已信主，我們
就是屬靈的人。屬靈的人不會不吃人間煙火，我們仍要
面對生活中種種掙扎。「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並非一
個神秘而遙不可及的屬靈境界，而是因著聖靈的啟示，
我們得著一種新的眼光，能夠以「十字架的道理」為基
礎去審察、判斷事情。在這失序的年代，我們未必能高
瞻遠矚，看清未來；不過，我們可以選擇順服聖靈的引
導，讓「十字架的道理」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決定，
以至我們能更完全地順服於基督的權柄，無論環境如
何，能堅定地宣告：「至於我們，我們有基督的心。」

只有神藉著聖靈把這事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
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裏頭
的靈，誰知道人的事？照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
人知道神的事。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而
是從神來的靈，為使我們知道神把恩賜賞給我們的
事。我們也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
語，而是用聖靈所教的言語，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
的事。（林前二10-13）

因此，屬靈的人不是我們心目中的模範信徒，讀經、靈
修、祈禱、事奉樣樣都做到滿分。「屬靈」並非一種靠
己力修煉出來的境界，屬靈的人是一個蒙恩的人，一個
蒙聖靈引導領受救恩的人。

怎樣為之「看透萬事」？	

既然屬靈的人非世外高人，而是平凡如你我的基督徒，
那麼，屬靈的人又如何能「看透萬事」呢？其實，「看
透」這字原文有判斷、審察的意思。1「看透萬事」並
不代表基督徒能看通時局，而是指基督徒能夠判斷各樣
的事情。聖靈既已把神奧秘的智慧向基督徒揭示，基督
徒就能以「十字架的道理」為基礎作判斷。就如我們常
聽到神學生分享，他們未信主的家人不理解他們為何要
放下工作去進修神學，因進修神學並不帶來工作上晉升
或加薪的機會。然而，同學們往往是因為經歷過神的厚
恩，而願意透過讀神學去認識神，去回應神的呼召。同
學們在判斷讀神學這件事時，並非以升職加薪為考慮，
卻是因著回應十架救恩去作決定。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的迷思 潘玉萍
實用神學講師

 1. 「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領悟。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他。」（林後二14下 -15）經文中「領悟」與兩個「看透」原文都是同一動詞（ἀνακρίνω）。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

教導者成長之旅——
教與學的歷程

潘玉萍博士 實體課程，
本院上課

10月 9日（隔週六）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老城不老——
耶路撒冷老城方志

蔡式平博士 錄製課程 7月 28日（逢週三）

盼望中的行動：
後疫情時代的宣教使命

余志文博士 Zoom網上課程 8月 3日（逢週二）

神學＠青少年牧養——
《青少年牧者潘霍華》導讀

周震聲牧師 Zoom網上課程 8月 5日（逢週四）

彼此塑造的群體 黃韻妍博士 Zoom網上課程
另附設退修日營

10月 7日（逢週四）
退修日營：
11 月 13 日（週六）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為母的心——
尋回安穩的力量

徐林貴珍老師 實體課程，
本院上課

10月 7日（逢週四）

普及神學課程（7 至 10 月）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 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神學人觀與靈性牧養 陳凱欣博士 宣道會忠主堂 9月 2日（週四）

教會歷史 鄞穎翹博士 心靈靜舍 9月 3	日（週五）

禱告的理念與實踐 黃韻妍博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9月 6	日（週一）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秋季課程（9 至 11 月）

收入 經常費奉獻 1,774,611	

宣訓奉獻 242,429	

學費及其他收入 462,880	

總收入 2,479,920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155,795)

宣訓支出 (278,235)

行政及課程支出 (263,370)

總支出 (1,697,400)

本期盈餘 / ( 不敷 ) 782,520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131,463)

累積不敷 (2,538,061)

購置設備 	

2020 年 7月至 2021年 4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52,832)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訓	/	內地事工	 ○	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油踐入心」…
	靈程的由淺入深

生命故事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 2021 年 3 月至 4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課程推廣

 1. 關懷貧窮學校的「慈心義僕」課程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17 查詢。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基本希臘文（密集） 岑紹麟博士 中宣校園 8月16日至20日日	(週一至五)

校本部課程
以下課程將公開接受有興趣的肢體旁聽，讓我們在聖經上有更豐富的裝備。

都關心貧窮人，讓作社會服務的教會去做罷⋯⋯等。此
論述值得繼續探討，而個人的領受就是減低以堂會為中
心的想法，轉化成看社區為上帝旨意在地若天的地方；
堂會並非主體，她只是社區的一部分，是基督身體的其
中一個肢體。

始於危機

2016 年筆者經歷了一次靈命的成長危機，牧職事奉了
15 年，面對社會事件及教會內部的狀態，我找不着半
點事奉的意義與方向。在教會牧養弟兄姊妹，栽培及建
立生命原是一生的聖召，但內在的熱忱卻一天比一天消
退。花了不少時間去退修及尋索內心的呼喚，感覺有種
內在的突破正在發生，但沒有人能告訴我那是甚麼新的
轉變，要如何裝備自己面對這新挑戰。

出現轉機

有一天我在教會門外約 100 米的距離見到一位拾荒者
坐在地上，心裏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也想起好鄰舍的比
喻：耶穌在呼召教會要成為落在患難中的人的鄰舍。這
是上主開啟我眼界的經驗，使我再讀聖經及看見周圍環
境，已不再一樣。多年在堂會的牧養，原不是叫小羊肥
肥白白，而是叫他們能扎根成長，成為跟隨上主並對祂
使命有承擔的門徒。感謝聖靈帶我去明白，也帶領我走
出生命的迷思，看見新里程、新方向。

不似預期

這歷程仍有我想不到的變化及安排，自從看見教會作好
鄰舍的使命之後，我便開始有所行動，我先去報讀有關
社區服侍與關懷貧窮的課程，1 之後每星期一晚去附近
公園探訪街坊，漸漸開始不同的嘗試：舉行詩歌敬拜、
分享糖水麵包，與街坊建立關係，並開始每星期接待
20-30 位街坊到教會吃一頓由弟兄姊妹煮的住家晚飯。
我所領受的，是上主要在我事奉的教會開始關心貧窮人
的事工。然而，上帝的旨意高過人的心意！沒想過一場
橫掃全球的瘟疫令教會身處的油麻地變得不再一樣，疫
情令不少社區服務暫緩甚至停止，連鎖快餐店也不能通
宵營業。於是，在短短數個月，我們照顧的人數已多達
300 多人；從沒想過一間 300 多人的堂會要牧養相約
人數的街坊。因此，教會中產生了一種神學上的錯覺分
歧：教會難以支持出於個人領受的事工；各教會本身有
其獨特的使命，我們並非社區中心，不應推動所有教會

黎廣澤
油踐入心使命行動召集人／中宣校友

滿有驚喜

讓「油踐入心」使命行動成為結連同區教會的一個管
道，又鼓勵眾教會合作一起回應社區龐大的需要，成為
合一的見証。不少人回應這是天真的想法及不可能的任
務，而筆者也因為這個領受而辭去教會傳道人一職，以
社區傳道作為推動「油踐入心」這運動的召集人。

今年 1 月 1 日「油踐入心」正式成為機構，義工人數
已過百，每周出隊五日，現已結連同區三間教會一起
合作，不論借用埸地出隊或存放物資，也看見共享的美
善，盼望上帝使用教會轉化社區，重拾初期教會對社會
處境的火熱及敢於回應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