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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道。」(創28:16)

香港正經歷一場風暴。我們可能會問:「主呀！你在哪裡呢？」甚至乎，我們可能會問:「主阿！你不在乎嗎？
你不出手嗎？」

有時候，我們就像雅各離開別是巴向著哈蘭走去時，心靈和肉體都疲倦到一個地步，席地而睡，心裡甚至
沒有盼望什麼。可是，神卻在這個時候顯現祂自己，以致雅各醒來，心裡驚嘆，發現神就在這裡。

或者，我們又像在風暴中與耶穌一起的門徒，在驚慄中叫喚耶穌，高呼「主阿！我們喪命，你不顧麽！」(參
可4:38) 可是，在風暴之中，耶穌卻回應道:「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什麼? 我們小信嗎？這
是什麼的道理呢？耶穌，祂本來就與門徒同在，祂與門徒就在同一條船中。只是，祂安然睡覺！

耶穌，祂知道祂的父神掌管風和海，祂甚至確知，萬有都在祂父神的手中。

在香港這個歷史性時刻，我們問的不是主在哪裡，又或者問主為何不出手停止風暴，我們要問的，是我們
這群屬神的人，在這場暴風之中，在心裡充滿危機感的日子，我們是懼怕得口裡充滿哀聲、怨言，還是，你
我深知道那無所不在的神，並掌管歷史的主，祂確實與我們同在?並且，我們要問的，是你我能在這場風
暴之中，全然安息在祂裡面嗎？

有些東西，只能靠著「身分」來得著。

感謝神！能夠在2019年這風高浪急的歲月，與不同年紀的你同行。但願2020年，我們能一同進入神為我
們所預備的安息之中，全然進入我們真實的身分。

黃若娟傳道

天梯轉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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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轉化學院 | 生命與事奉轉化
飛鷹生命轉化課程
晚間課程，讓神兒女們恢復身份與權柄，復還自由豐盛的生命，過去的一年，共有100
多位學員完成了課程！

“感謝主，讓我能修讀飛鷹生命轉化課程，領受
從神而來的祝福。在課程中最大的得著是我尋
回天父爸爸創造時真實的「我」、學習聆聽聖靈
聲音和運用4R的方法向神禱告，擊破仇敵的
綑綁和自身的性格轄制，令破損的關係得以復
和，迎向真實健康的自己。除此之外，在外展實
習中學習到彼此同行的力量，我們各自憑著天
父爸爸的恩賜和信心把福音傳開，明白到只要
依靠祂而行，凡事都能作。雖然課程期間分別
因社會運動和疫情而稍作停課，但這期間我透
過飛鷹所學到的祈禱技巧和清晨敬拜，實踐了
為自己、下一代和各國作懇切的禱告操練，也
大大見證主的大能和信實。

BoBo Chan
 飛鷹生命轉化課程學生

回想過去一年，覺得時間好快，體會到只要
願意踏出第一步，主必作工，感謝主！

「九型人格」讓我更多認識自己內在性格特
質，讓我從不健康、被扭曲漸漸走進健康。
透過「突破生命營會」，透過使用處理生命
的工具(4R)，「小牧人」和導師的愛讓我能擁
抱生命。過往人際關係的破損，漸漸被主的
愛修補。現在我能夠釋放和饒恕曾經傷害我
的人，也願意為他們祈禱。我不再介意別人
怎樣看我，可以更自由、輕鬆地服侍，不再
像以往非常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肯定，因
為我確實知道我是神所愛和寶貴的女兒。

Michelle Chan 
飛鷹生命轉化課程畢業生 (J20)

4天梯轉化學院 ｜ 生命與事奉轉化  



九型人格與靈命成長初階及進階
認識人的九種性格特質，突破個人靈命樽頸，知己知彼，改進團隊關係。進階課程幫助
學員更精準的閱讀自己，助己助調適個人內心衝突，性格靈命更趨健康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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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牧人」證書課程
裝備一群神國牧人在神所托付的領域，以生命影響生命、建立神家，牧養身邊小羊成長。

“ “小牧人課程不單發展我以真理實踐生命轉化，
更重要的是，孵化了我的牧養心。

課程著重透過等候神、同學與導師的相交及面
談示範來活現牧養的精髓。過程中，我親身體驗
導師們從神而來的憐憫心腸。而他們往往藉著
深度聆聽與觀察，引導同學與主一起發現阻礙
生命成長的地方，並邀請主介入，被主親自醫
治！這種體驗式門徒訓練，印象極深刻！

實習期間，我親身體驗作牧者的辛勞！腦筋要急
轉彎之餘，更要持守自己為主預備道路的角色，
不能喧賓奪主！若非親身體驗，實在難以明白和
掌握與主同工的箇中精髓！

修畢課程，才是我牧養事奉的起始。我體會牧養
真的很艱辛，卻很有意義。多謝主讓我得著這位
份，也藉課程為我打下堅實的根基。

Ricky 
家庭醫生

過去幾年，我一直在職場牧養，深感各式管理技
巧，都是治標不治本，無法叫人得釋放，所以我想
藉小牧人課程找到以神的角度來管理地上的人。

從中我體會最深的是深度聆聽，從前我是個非常
沒有耐性的人，工作時習慣一心幾用，這樣很影響
我的聆聽效果。裝備後，我發現我不只需要聆聽， 
並且需要非常細微的觀察力，更深聆聽同事內心
的呼喊與需要。而學習九型性格的應用，亦幫助我
在禱告服侍中更有效服侍不同同事的需要。

從前我覺得做牧羊人是很疲累和辛苦的事，因為
找你的人多數都是負面或有些問題需要解決，感
覺好像要接受很多負面的情緒；現在，我卻可以時
刻尋求主、與主合作、我感到是主讓我有機會進入
別人的生命，與對方一起展開在主裏的豐盛人生，
並見證別人的生命改變。這樣服侍真的很輕省，亦
讓我可見證海量恩典的事情呢！

劉頌恩 
理財策劃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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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少年裝備

在這一年的課程當中，不單在知識方面有所增
長，多元化的實習以及課堂活動為我們帶來不
少新的體驗，如：山藝訓練、設計及帶領歷奇活
動、帶查經、開拓新群體等，開闊了我的眼界和
累積各種經驗。除了常規的課程以外，我們亦參
加了不少本地，甚至海外的聚會和特會，擴闊了
屬靈視野及神國觀念，明白更多神對這世代的
心意，是十分寶貴的經驗。在參與和消化各式各
樣課堂活動的同時，我對自己的發現和認識加
深了不少，當中不乏面對生命軟弱位的時刻，縱
然還在改進的歷程當中，感恩的是這一路上有
神及一班同學與我一同面對。感謝主！

Becky Wong 
青年戰士證書課程畢業生

在過去的青戰學習中，我發現在跟隨主的路上，
原來不是只有知識的學習，更重要的是如何放
下自己，將生命放在主面前，讓祂去親自打磨。
因為主看重的並不是我們有多豐富的學識或是
多偉大的成就，而是是否願意降服在主面前去
聽從祂的心意。同時很感恩在青戰中，神將一班
好好的同行者放在我身邊，讓我從一個只會活
在自己世界裡及不會分享內心的人，慢慢地變
成一個願意去打開心扉，向人分享到自己感受
的人。感謝主的帶領，令我的生命真實的「從死
裡復活」，成為一個抵抗洪流、站立得穩，為主作
見證的青年戰士。

Moses Tang
青年戰士文憑課程畢業生

青年戰士證書 及 文憑課程
為期各一年的全日制課程，培育年青一代成為屬靈領袖
及宣教士。於末後的日子，成為激烈愛主聖潔新婦，在這
世代分別為聖、抵抗洪流、站立得穩，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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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暑期培訓
讓青年人在暑期裡經歷主，與神建立緊密關係，活出激烈愛主、跟隨主的生命。

約珥裝備訓練
讓青年人認識聖靈、經歷聖靈、學習與聖靈相交及同工，活出與聖靈親密、流露神同在的生命。

8天梯轉化學院 ｜ 青少年裝備



「底波拉戰士」婦女裝備課程
為姊妹而設的三年制日間課程，學習能掌握天父所賜神女兒的身份和權柄，活出自由豐盛的生
命；並在家中讓神作婚姻的主，學習敬重丈夫，以他為家中的頭；作為母親，學習按天父的心意
養育兒女，祝福下一代。

家庭轉化

9天梯轉化學院 ｜ 家庭轉化

“ “感謝主，讓我能够完成第一年「底波拉箭士」課
程。最初我是想在屬靈生命有更新。初期的我並
不很投入，但隨著時間，每一個姊妹真誠的分
享，同心一起敬拜天父，令我這個慢熱的人，也
一起動過來。我很喜歡頭一小時的詩歌跳舞環
節，不但人精神過來，也可以拉近與神的距離；
加上導師們精彩的分享，讓我更明白課堂的內
容，從而更認識本來的自己和被罪所蒙蔽的自
己，讓我靠著神去認識自己的過去。過去我認為
自己是不被人重視的，沒有價值及安全感，用操
控性及權威性方式去教導孩子，不順從丈夫，認
為他不重視我，覺得自己是最可憐的，但經過這
一年，我重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欣賞自己，因
為神愛我和我的家人，我是神寶貴的女兒，我
不用害怕，我存在是有價值的，我是好的。感恩
學會4R工具去處理我的生命，感恩與同組的姊
妹同行；我也學會等候神，建立與神的關係，不
讓撒但來破壞，是給神最好的禮物。現在我正努
力去做好妻子、媽媽和女兒的角色，活出基督的
愛、底波拉的精神。

黃焯楹    
底波拉戰士婦女裝備學生

一次偶然機會讓我與同行姊妹一齊報讀了「底
波拉亅！
第一年課程就像把我的人生整理、修復再重啟，
自卑的我慢慢恢復自信，同時亦改變了我與孩
子們的關係！
第二年進入了家庭這課題，我學習到可以如何
改變自己，改善與孩子的相互溝通，同時也將我
原生家庭的祝福帶到這個家；即使我是個單親
媽媽，這課程亦改變了我重新對家庭抱有希望，
並因著主的帶領，能勇敢地面對將來！
在這兩年生活上和侍奉上處理的事情好像越來
越忙，但在其中找到了生活中的滿足，希望能在
未來第三年的學習中，發揮出自己更美好的一
面，能祝福更多的人。

陳桂青
  底波拉戰士婦女裝備學生



飛鷹夫婦營
為夫婦提供充足舒適的空間，在聖靈的同在中，重溫起初的愛情，
一同經歷更新與突破。讓美滿的婚姻關係，成為美好家庭的根基。

很感恩，出夫婦營當晚，我丈夫第一次向兒女說「對
不起」，我們一家四口站在飯枱旁一起手拖手流淚禱
告。感謝主醫治了我丈夫，使我一家都得醫治和釋
放。哈利路亞！感謝主！

一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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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更新．突破框框

孕育下一代
讓兒童及青少年牧者、同工、領袖，認識下一代的特質與文化，學習團隊配搭及建立群體。

處理青少年貞潔問題
探討多個切身問題，更深了解如何與青少年人同行，輔助年青人追求聖潔、堅持聖潔 。

集體聆聽
為教會群體創造一個集體耳朵，藉聽到主而行出主的心意，讓教會健康地發揮功能。

竹園區神召會2019裝備
「聆聽與領導」及「三色恩賜與事奉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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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Coaching)

(一) 個別堂會

內容
． 與個別教會群體同行，評估/診斷窒礙群體成長的地方
． 與堂主任及同工、父老及董執，甚至整個教會群體一同尋求主，讓神成為該群體的主，走

在討主喜悅的道路上，叫父神的心得滿足
． 洞察教會群體在隊工的位置及配搭方面，需要更新和調校之處，以迎向神對群體的托付
． 在多代彼此服侍的實際操作上，成為橋樑，叫兩代傳承、多代同行能夠具體地實踐出來

教會名稱
．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
． 五旬節聖潔會西貢堂
． 新界神召會屯門堂

(二) 兒童教會

內容
． 協助同工把兒童聚會轉型為兒童教會，培訓導師成為牧養孩子的教練，讓孩子被興起成

為領袖和主的精兵。

教會名稱
． 青山浸信會

(三) 個別同工及領袖

內容
． 與年青人同行，在主托付他們的轉化領域中，引導他們與主同行，與主同工
． 發掘年青人的個性、潛質及主在他們身上的獨特作為，並與主合作，塑造年青人的生命，

幫助他們突破生命的樽頸
． 預備年青一代的領袖，承接上一代的屬靈產業，在城市各處成為轉化者

同工/領袖
． 25至40歲的教會同工、職場轉化者、校園老師、國度宣教士，共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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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合作

筲箕灣崇真小學－「末後以利亞」兒童裝備
為崇真小學10多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提供生命成長小組，並裝備同學們擁有末後以利亞的心志與
能力。

特別聚會

我們這一家・同根同心｜2019年6月
從華夏歷史看華人的命定、認識國內屬靈家人，並探討由宣教到家人關係的推進。 

13天梯轉化學院



策略執行長的話

2019年，是香港很困難的一年。

無論是社會運動，年尾疫症的爆發，我們都在不同的情緒及困難中期望找到出路。對於基督徒，我們都因
這些激烈的震動而有所反思，究竟我們所信及所持守的是甚麼呢？可能有些肢體已經找到一些答案，但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仍然有很多疑惑；就算如是，在過去一年裡面，其中一段經文很鼓勵到我，希望也可以
帶給大家一點安慰。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
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馬書 8:28-29)

在信仰的路途上，我們都會遇到「好的時候」，也會遇到「壞的時候」，但無論是好是壞，只要我們堅持「愛
神」，神就會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我們得益處！在經歷好事或壞事，只要我們堅持愛神，我們只會愈來愈似
耶穌！因此，就算我們仍然有迷惘、疑惑，但我們知道當我們選擇繼續愛神，遵守祂的誡命，我們會愈來愈
似耶穌！這不就是每個基督徒最終的想望嗎？

這一年可能我們都經歷到自己的軟弱及無助，但感謝神，仍然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困難中願意分享生
命、分享愛！在這些時刻，更見到彼此相愛、相顧的珍貴，願一些生命的見證也能彼此激勵，讓我們繼續選
擇去愛！

吳文麗傳道

城市宣教軍旅

14城市宣教軍旅



15城市宣教軍旅 | 校園

mini4C2019 - 絕地求生
以學校/地區堂會為協辦單位，期望能更緊密與他們同行，使活動的
安排能貼合該區需要，同時增加年青人服事（成為行動組）機會，興起
教會的年青人成為新一代領袖。
在2019年，我們領受年青人因著與人的關係破裂，對身邊的人產生
不信任而進入迷惘，容易跌入仇敵的陷阱，使他們變得絕望。因此需
要靠著耶穌在這「絕地」「求生」，並且拯救自己的同代人。而在Mini4C
中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參加者體會身處絕境，並意識唯有神是拯
救，經歷神的醫治。

培靈會─甦醒Awakening 
透過多元的方式(話劇、畫、音樂...)在靈性上培育年青基督徒，預備他
們進入暑假大收割 。
我們領受年青人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意識，甚至許多關
係的隔絕，這個時刻需要上一代拯救年青人出困境，在其中一節的培
靈會中邀請了許多婦女擁抱下一代，兩代間開始復和，喚醒一代的年
青人。

參與人數: 512

參與人數: 766

轉化中學校園

“ “自從小學起，我都是在基督教學校裡面讀書，免不了
會接觸到基督教，而學校的宗教堂就讓我開始對神
有少許的認識。在2019年的夏天裡，有朋友找上我，
邀請我參加一個名為“4C”的活動。我當時對“絕地求
生”的名字感到十分好奇，貪著有趣便參加了4C。然
而在4C之前我都是一直抱著猶豫不決的心，不知道
應否信神，未曾想過要去尋求祂。得知在4C能認識神
更多，親近神時，期待的心情就在我的心中萌生了。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天的晚上，有人為我按
手禱告，而禱告的內容讓我刻骨銘心......在那個時
候，透過祈禱和神交流，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神的恩
典，我發現神是真的愛每一個世人，也包括我。能參
加4C、遇見不同年齡的朋友，從4C中認識了神更多，
我感覺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在經過了4C的活動後，
我決志信主，當個基督徒，成為主的僕人。 

剛在mini4C 2019信主的年青人

去年4C 培靈會，我和幾位底波拉箭士上台分享教養
兒女的見證。第一次面對大群年青人，心情緊張又忐
忑。我分享大仔在中學時期非常反叛，沒心機讀書， 
經常打機到深夜，我用過很多方法試圖改變他，都不
管用，反而變本加厲，最後我在極忿怒下唯有拔掉
wifi線,母子因此吵架繼而動手，甚至報警，關係越來
越差，之後我反省到錯誤的管教方法帶來反效果，也
帶給兒子很大傷害。
後來，媽媽們一同站立，真誠地向在場的年青人們
鞠躬道歉，我感覺年青人好被觸動。令我最深刻的
一幕，是媽媽們站到前面，讓年青人走出來擁抱我
們，他們將心底的委屈、不滿、內疚……真實的感
受都傾訴出來，大家都感動落淚了。我深深體會到
下一代好需要上一輩的體諒和鼓勵，彼此真實的溝
通和耐心的聆聽。這個聚會令我看到兩代人的心拉
得很近。

培靈會一位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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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以門徒訓練的概念培訓基督徒領袖，培育他們的靈性，學習跟隨及服侍主，期望每一屆的畢業生中，都有人願意成為導
師，繼續委身。
於校內舉辦團契聚會、午間小組、全校性福音性活動等，讓基督徒同學在信仰中成長，並於校園內傳福音。另外，我們亦為
學校敬拜隊隊員進行培訓，提升屬靈生命及敬拜技巧，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於校內籌辦福音週，透過多元方式讓同學接觸信仰。同時藉着晨禱會每週與基督徒同學以敬拜禱告守望校園，定期舉辦
心靈加油站為同學加力打氣，在過程與團契職員同學在信仰上同行。 

“

以門徒訓練的概念與擔任團契職員的同學建立師徒關係，打造屬靈生命，學習跟隨及服侍主，並期望舊生/高中同學能建
立下一代門徒，作低年級同學的師傅，代代相連。同時透過團契聚會讓基督徒同學更深認識主，在校園發揮正面影響力，
亦藉着校內外展活動讓同學認識耶穌，經驗耶穌。

基督教崇真中學(18-19信仰小組) 
基督教崇真中學(19-20團契) 

參與人數: 200
參與人數: 13

參與人數: 24

參與人數: 20

在這一年，我覺得自己因為有參與晨禱而多了途徑和時
間去與神親近，亦覺得身邊多了一班人和協和學生一起
同行，為協和祈禱，自己都很被鼓勵，因為知道不是只有
協和人和自己，同時亦有其他人的支持。最感恩的是在今
年的福音週，因為每年同班同學的感受都是一個字－“
悶”，而今年雖然不是每個同學都參與其中，但他們對基
督教都有了新的看法和感覺，亦發現認識耶穌不一定是
用沉悶或一式一樣的方法。午間詩歌敬拜是另一樣感恩
的事，因為本身負責這個活動的人是素不相識，也沒有甚
麼經驗，之後又遇上停課，但我們這組人都很願意花時間
一齊練習，並沒有因為這些阻礙而灰心，主亦祝福我們在
練習的過程有平安。雖然我們練習的時間不多，但都算有
效率，神都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讓我們在學校分享自己
的見證，雖說過程中有不少錯漏的地方，但總算順利完
成，也有很多同學在這個詩歌分享的時間感到放鬆，也感
受到一些正能量。

曉琳
協和書院學生

中學校園事工

協和每年不論是學校或駐校堂會也會有不
少的宗教活動，或許就是每年都有，同學好
像對這個信仰有種已經麻木了的感覺，身邊
雖然有些基督徒的同學，但大部份都是處於
一個“隱形”的狀況，除了令我不太敢在校園
裡傳福音，更多了一份孤單感和灰心，有種
難上加難的感覺。在晨禱會中，有天梯的同
工、舊生和一些同學，雖然人數不是很多，但
大家會互相分享、代禱，當大家有著同一個
渴想，為著整個校園去禱告的時候，自己會
覺得有一班人同行，好像多了一份力量去堅
持，並且能夠堅定的告訴自己不要再做“隱
形”的那一個。此外，今年的福音週我覺得有
一種不一樣的感覺，以往會因為較多的工作
量而少了靈修祈禱的時間，是一種只要完成
工作的心態，但今年不單單是因為人多了能
分擔工作，而是在事奉過程大家也有一齊敬
拜祈禱的時間，哪怕只是開會前的半小時，
感覺是不斷提醒我在事奉的過程中也要記
住將神放在首位，不要只靠自己的能力。

Cherry
協和書院學生

“

基督教崇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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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a Camp 2020 GUR
大專生平台，是一個不直接講福音，而是活出福音的營會。讓大專生擁抱其身份
價值和影響力，其後能在校園展現和扭轉校園文化，恢復正向價值觀。 
今 年 我 們 有 感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充 滿 矛 盾 和 裂 痕，主 題 - " G U R " 希 望 帶 出
Gather(招聚)、Unite(合一)和Re-connect(重新連結)，讓大專生在關係上重新尋
找與人連結的快樂和美好。

院校跟進
集中跟進幾間大專院校，與大專生一同祈禱尋求主的心意和吩咐。我們由2020年
3月開始定期舉辦「凝火會」，將大專生對神的火熱凝聚，一同敬拜禱告，尋求神的
心意，預備被主使用。同時會物色更多合適人選組成團隊，期望之後能將神的計劃
於院校裡執行和實踐。

接觸人數／參加人數: 106

接觸人數／參加人數: 21

以往的我是個十分內向的人，連親戚和我談話，我也
只是躲在媽媽的身後，不敢直接與他們交談，更何況
對著一大班人說話。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中，媽媽對我
的影響很大，爸爸不在的時候，她卻十份保護我，遇
到什麼問題都為我解決，所以好像不能有很突破的
成長。
後來，在牧者細心的照顧下，我也慢慢開放自己，
但面對陌生人，我仍舊有點膽怯，直至我去到Petra 
camp，由組女被照顧的角色，去到組媽照顧人的角
色，我都發覺有不少的突破。在第一年做組媽的時
候，我被邀請入drama team 演戲，其實我都十分害
怕，因為要對著其他組爸媽和組仔女演戲，是我從來
都未試過，我特別特別緊張，後來經過大家的一番鼓
勵，以及為著主而演的心態下，就豁出去。而我第二
年亦繼續參與drama，之後我覺得自己雖然會緊張，
但卻沒有了當初那種害怕的心情，我覺得為主而做
的事「好正」，縱然會有害怕膽怯的時候，但我卻在其
中更經歷祂滿滿的恩典。在最後組爸媽對組仔女的
感言，是我覺得自己彷彿長大了，我竟然可以對著一
大班人說出我的心底話，沒有想像過這樣的我，希望
在主裡有更大的突破，感謝主！

Zoe
Petra Camp組媽

我在2018年參加了Petra Camp，一開始的時候沒想過自己會
服侍大專這個群體。但正正就在Petra裡，神讓我見到祂想我
在這裡服侍的原因，就是將神的光同盼望帶進大學裡面。到今
年Petra我成為組媽去回應主，一開始去找人做組爸媽和組隊
時，找不到人參加，但就在報名截止前幾日，很感恩地找到同
院校的人做組爸媽，更找到人參加，還由本身一隊都不夠的人
數，變成兩隊人！而且在營會裡面，組仔女比我想像中投入很
多，又很真誠地分享自己。縱使不可以直接地分享信仰，但在
這裡卻令大家感受到神的愛，很開心可以見到他們分享自己，
能夠和他們一齊笑一齊喊，完了Petra後仍然一齊同行。很感
恩主一直都很有恩典的帶我行每一步，一開始真的沒想過自
己能做組媽，甚至是同組仔女一起同行。這不單止見到神的作
為，而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亦有成長，對主的信心更大，亦更願
意分享自己。這一切都令我很感恩，就像主在每件事上都安排
得剛剛好！

Wing
Petra Camp組媽、院校核心成員

轉化大專校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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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領袖培訓
每年暑假提供一個平台讓香港年青基督徒到境外服侍當地人，並與境外義工合作，於中學內舉
辦營會服侍中學生。體驗跨文化服侍、學習當地文化，期望在過程中讓年青人效法基督委身，並
培訓他們成為領袖，突破自身限制與境外義工一同服侍、建立團隊、彼此委身。在2019年領受要
在服侍中與境外義工建立更深的關係，不單是服侍，而是彼此相愛，一同建家。 

境外服侍

接觸人數／參加人數 義工人數
青少年領袖培訓 250 本地66人、境外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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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泉澳的服侍，是充滿神的恩典，滿是感恩。 
我們接觸約20個家庭，都是從不同地區搬進來，因著舉辦兒童活動，他們的孩子
都來參加了，孩子在活動中愉快學習與玩耍，而且信了耶穌。因為孩子的緣故，
我們進入了他們的家，家長都樂意更深與我們分享個人或家庭需要，接受祈禱，
其中亦有婦女信主。而正當我們等候如何繼續跟進，有一個教會群體出現了，原
來他們是受感動要來水泉澳開教會，讚美主！主早已為水泉澳群體預備屬靈的
家，就在最合適的時候出現！ 

服侍對象: 家庭、商戶

我們在探訪中認識了一對基督徒夫婦。有
一次，那位太太與我們分享她與丈夫正預
備離婚。我們了解情況後，也特別約了丈
夫見面，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對方卻很開
放，樂意分享家庭的情況，並願意接受幫
助，當邀請他一同禱告時，他願意回轉，將
婚姻與家庭都交給主，勇於面對危機。此
後，當再遇見他時，看見他的生命變得活
躍，主動去認識神，讀神的話語。雖然婚姻
危機未完全解決，但當他禱告歡迎主的介
入，他就有了盼望，並為家庭帶來轉機，更
有力面對婚姻關係。 

義工

進入水泉澳服侍，起初是因看到兒童的需要，
加上自己時間比較自由，於是便參與服侍兒
童。初期接觸村內兒童，要花上許多時間來認
識、觀察和關心他們，但當我確認了服侍這班
兒童的心志，就常常想起他們的名字，不斷提
名為他們祝福禱告，同時亦為自己祈求能有為
父為母的心腸，可以愛他們更多。漸漸地，我感
到內心變得實在和充滿愛，當與兒童見面時，
已不感到陌生，兒童的反應都鼓勵我想更多明
白和了解他們，在與兒童建立關係的過程中，
我對自己認識多了，更感恩是看見兒童在成長
和改變，學習祝福家人，表達愛，使家裏氣氛變
好，而父母看見孩子在行為和態度上的改變，
亦願意明白孩子更多。看見這種種改變，與孩
子們成長同行。使我感到滿足和喜悅，並願意
繼續與水泉澳同行！

義工

接觸人數／參加人數 義工人數
嘉年華（人次） 260

10-15人兒童活動 13
家庭活動 60

水泉澳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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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天梯使團接獲社會福利署的邀請，以自資方式，幫助「屯門兒童及
青少年院」（簡稱「六合院」）的青少年轉化生命。這群青少年大多數是曾離家出
走或行為偏差，希望他們透過這計劃，建立較正面及健康的群體生活，並更有
效地適應離院後的新生活。

首兩年的試驗計劃期間，我們主要服務院內男童。除了在院內帶領生命教育小
組，更會為青少年提供離院後的跟進，包括：興趣班、生命成長組、活動、家訪、
家長小組及生命師傅計劃等等。 兩年試驗計劃完成，在2017年，更開展了長期
部女童的服事。

見證1 
CS因運毒而入六合院，９月份已離院，現在已
沒有接觸黑社會，重返校園生活，並修讀中專
課程，近乎每星期都參與教會聚會。

見證2
LT以前性情暴躁，經過接近兩年的時間，他現在已信
主，情緒管理大有進步，不但對家人的態度、回應都
有耐心，對陌生人也保持尊重的態度。

見證3 爸爸小組 
各人都很投入，彼此都分享了與孩子的相處困難，但各人因愛惜孩子的緣故，有三名爸爸在小組中決志信耶穌，另
外未信的爸爸都願意開口禱告，呼求耶穌幫助孩子回歸正途，並且願意繼續參與男人組的聚集。他們都能夠在小
組中彼此分享他們擔心的事情，也有講述自己與兒子們相處的問題，並想從中得到一些解決的方法，在小組中互
相鼓勵同行，面對家庭發生的問題。"

純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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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farmer家聚 18 青少年 3
屯門院小組 51 院童 7

「休子符」樂隊小組 5 青少年 0
家長小組 7 家長 2

班組活動

義工訓練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訓練次數
純風義工聚集/會議 16 義工 7

單位名稱 合作項目
迪士尼 家庭日：主題公園

鳴謝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家庭日：盆菜宴 60 青少年及家長 4

家庭日：主題公園 60 青少年及家長 4
親子日營 27 院童及家長 6
聖誕聚會 40 青少年及家長 3

新朋友活動（包括：CAFE、BBQ、沙灘、茶聚、
party room、war game、踩單車等等） 109人次 青少年 3

單元活動／服務

外展工作及關愛行動

內容 接觸人次 對象 義工人數
個別約談 281 青少年 4

家訪 25 家庭 2
突發事情跟進 48 青少年／家庭 2

探訪宿舍／監獄 12 青少年 1
陪同上庭／警署 13 青少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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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油麻地睦鄰中心致力與地區不同教會、商戶、網絡等連結，期盼轉化社區，以致基督的光、愛與憐憫，充滿整個油麻地。
我們的願景是油麻地的居民重拾從主而來的尊嚴和價值，成為一個滿有慈愛、公平、公義的社區，並與鄰舍共同建設互相守
望、彼此扶持的家園；不論甚麼年齡、工種、階級、種族，都能夠體驗油麻地區的友共情，居民成為擁抱社區的領袖，在主所賜
的天賦之中，貢獻自己，而服務對象就是所有居住油麻地人士及家庭，現在服務內容包括探訪關懷非本地及長者家庭、功課
輔導班、長者小組等。

少數族裔青少年小組成立
今年9月在外展過程中接觸了幾位尼泊爾的少年人，因應她們對煮食
的興趣，舉辦了烹飪班吸引她們來到中心，也希望藉此機會正式開展
少數族裔青少年事工。現在每周六下午有烹飪班，約有十名的尼泊爾
少年人參與在其中。除了與她們一起烹飪之外，也會分享信息，目的
是帶出生命的價值和神的愛！感恩她們漸漸認識信仰，現在已經有兩
位少年人接受救恩。另外，當分享她們是有價格的及是被愛的，有一
位少年人感動落淚，神的愛觸動她的心。

與少數族裔同行
一位巴基斯坦的婦女，因為她兩年前已搬離九龍，所以很久沒有見面
及聯絡，但神卻再一次讓我們遇上。有一天，那打素醫院的院牧打來
中心求助，說有一位巴基斯坦婦女情緒不穩定，並且不太懂英文，以
致與醫生沒有良好的溝通，所以希望我們去關心她。當我們到達那打
素醫院探訪時，才發現是我們所認識的巴基斯坦婦女。她因與先生關
係不好，便帶著小孩搬到母親家居住，但卻與弟弟有爭執，被打傷入
院。我們了解她的情況，聆聽她的困難，幫助她尋找翻譯員，與醫生了
解她的狀況，及與她一起禱告。在這探訪中，我們體會到天父看顧孤
兒寡婦，天父知道她的需要，便差派我們去關心她，並與她再一次同
行。盼望她能在困難中，知道天父是她唯一的幫助。

社區外展
我們於避寒中心接觸了一名已信主的露宿
者，他信主的經歷很奇妙！他因吸毒引致爛
腳，經醫生判斷，很大機會需要截肢，他害
怕之際突然想起曾經有人和他分享過福
音，他便跟神禱告：如不需截肢就信耶穌。
果然神真的醫治了他的腳，不需截肢甚至
完全康復。後來他信了主但仍然未戒掉吸
毒的習慣，他分享的同時，仍拿著針筒將毒
品注入身體。
此時一位飛鷹同學突然有感動要和他一起
唱詩歌，他一邊吸毒，口中也微微哼出那首
詩歌。另一位飛鷹同學也按手在他心上，為
他的靈魂能夠甦醒和靠神戒掉毒品禱告！

這次探訪對兩位飛鷹同學有很大的鼓勵，
因其中一位同學也是過來人，他很滿足能
夠分享神在他身上的祝福。而另一位也很
感恩可以突破即場釋放領受的限制，以歌
唱的方式祝福人！

內容 接觸人次 對象 義工人數
院舍探訪 30 長者 8

復活節聚會 76 少數族裔家庭 20
尼泊爾的日與夜嘉年華會 ~400 油麻地居民 71

感恩節晚會 63 少數族裔家庭 27
院舍探訪 46 本地家庭 7

本地家庭聖誕聯歡 48 本地家庭 15
長者、婦女、少年及本地家庭聖誕聯歡 80 本地居民 7

少數族裔聖誕聯歡 64 少數族裔家庭 13
聖誕嘉年華 300 油麻地居民 40

少數族裔家庭探訪 110 少數族裔家庭 30

外展工作及關愛行動

睦鄰中心：油麻地睦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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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服務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體檢 36 油麻地居民 6

新春盆菜宴 50 長者 8
體檢 39 油麻地居民 6

廸士尼一天同樂 214 油麻地居民 2
體檢 42 油麻地居民 6

本地跨文化體驗 14 青年人 6
復活節旅行 83 少數族裔家庭 20
道風山退修 20 長者 5

體檢 43 油麻地居民 6
本地跨文化體驗 9 青年人 2

體檢 49 油麻地居民 6
體檢 89 油麻地居民 6
體檢 67 油麻地居民 7

親子魔術班 20 少數族裔家庭 2
體檢 73 油麻地居民 7

油麻地本地家庭BBQ旅行 78 本地家庭 4
開心老友記旅行 27 長者 5

體檢 77 油麻地居民 7
長者參觀夏達華聖經世界 19 長者 4

社區祝福之恩典活泉 300 公眾人士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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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訓練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訓練次數
家點愛暑期活動前義工訓練 50 本地義工 1

家點愛暑期活動少年人義工訓練 8 本地及少數族裔少年人 4

鳴謝

單位名稱 合作項目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少數族裔感恩晚會

班組活動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小學義工訓練 Star Power 10 少數族裔小學四至六年級 2

珍貴悅歷(長者生命故事) 10 長者 3

長者院舍探訪 35 長者 10

婦女小姐 12 婦女 6

少數族裔兒童班組活動Super Star 30 少數族裔小學生 7

家點愛暑期活動 91 本地及少數族裔家庭 70

婦女小姐 12 婦女 8

少數族裔兒童班組活動Super Star 32 少數族裔小學生 7

少數族裔少年班組Happyland 10 少數族裔初中生 1

少數族裔Playgroup 20 少數族裔家庭 2

功輔班 18 小學生 3

長者牧區 22 長者 5

兒童牧區 Rainbowland 18 小學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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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鄰中心：磐石睦鄰中心

2011年4月，本機構在社會福利署的支持下，與合作伙伴「基督教磐石教會」一起在長安邨開辦睦鄰中心。我們定意服務長
安邨、長發邨的街坊、學校、商戶、團體等等的好鄰舍，並與他們一起轉化社區，讓青衣展現一個滿有慈愛、互相尊重、彼此分
享和鄰里守望的社區。

“ “友醫食服侍
本中心於2019年5月開始了「友醫食計
劃」，為本區基層提供免費健康諮詢，藉以
尋找出一些隱藏病患者。在第一次的服侍
中，有一位長者在接受祈禱時，願意決志
相信耶穌。看見聖靈的大能在微小的服侍
中，彰顯出奇妙的能力。正如經上所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的靈方能成事。」。

在星期一下午的「祈兵活動」中，有些長者
在經過一段時日後，都表示願意相信耶穌。
只是因為家人(特別是另外一半)緣故，都
遲遲未能作出決定。小蓮是其中一位，她表
示待丈夫離世後才返教會(因為丈夫是一
名長期病患者)。在2019年中，小蓮丈夫病
情轉惡入了醫院，陳姑娘便數次去醫院探
望，並為他禱告，後來他終於決志接受耶穌
作救主，小蓮也因此受到安慰。感謝主的慈
愛及憐憫！在人所不能的事上，在神凡事都
能，感謝主！

外展工作及關愛行動

單元活動／服務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新春團年飯 110 居民 20
扭波同樂日 20 家庭 5

母親節 (製作毛巾花) 50 長者 4
旅行 (屯門-T Park 源.區) 50 居民 2

探訪老人院 20 兒童 10
親子日營 60 家庭 12

參觀屯門-T Park 源.區 50 家庭、居民 3
親子工作坊 11 家庭 2

內容 接觸人次 對象 義工人數
派糉 (家訪, 飯堂, 祈兵) 140 居民 12

祝福大行動 (派發禮物包) 50 長者 2
送月餅 (家訪, 飯堂, 祈兵) 140 居民 15

與里共享 (環保物資分享街站) 100 居民 15
聯歡會 (講座, 大食會) 60 居民 20

嘉年華 (攤位遊戲) 200 居民 25
祈兵、飯堂聖誕聯歡 120 長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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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活動

食物或物資支援

義工訓練

鳴謝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長者祈兵小組 (體操, 詩歌, 信息, 茶點分享) 55 長者 4

婦女小組 (信仰探討) 8 婦女 1
兒童暑期活動 21 兒童 20

皮革錢包工作坊 13 區內婦女 2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食物銀行 10 本區街坊 2

取麵包 100 本區街坊 4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訓練次數
製作糉子 15 婦女 1

兒童暑期活動小義工訓練 18 少年 1
飯堂服侍 20 婦女 2

單位名稱 合作項目
惜食堂 飯堂熱飯

膳心連(聖安娜餅店) 取麵包 , 節日食品
迪士尼 義工計劃

日新慈善基金 取禮物送贈長者
Food-Co 取禮物送贈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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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鄰中心：愛家人網絡

愛家人網絡透過「開展式介入，網絡式支援」的形式，逐步讓翠屏南村的地土被主轉化。
我們的願景是翠屏南的居民認識福音，生命被轉化：老人家的生命在晚年彰顯如年青人的開朗活潑；破碎的家庭得著復和，
夫婦間的關係重新得到重視；患難中的孤兒寡婦有家人可以依偎，生命得著醫治；少年人對生活充滿熱情和盼望；兒童從小
就經歷父神的愛...  
我們深盼在未來的日子建立一個南村的街坊崇拜，讓居民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大概三四年前，我感到讀書辛苦，但家人又不
斷催逼我。我愈來愈晚歸家，也非常珍惜與朋
友玩樂的時間，他們的指示我幾乎都會跟從，
例如對家人的態度愈來愈差，每一句都以粗
言穢語回答，還會欺凌其他人。後來因一次機
緣巧合，我認識了中心這個地方，因為不喜歡
待在家中，我有大部份時間都留在中心。那時
中心的人跟我傾談，又鼓勵我多到中心玩，漸
漸我與他們建立了關係，就疏遠了之前的朋
友，然後我重新開始生活，開始參與崇拜和聽
道。我覺得這裡讓我感受到愛，繼而讓我有轉
變，所以我選擇信耶穌，直到現在。

Anson

外展工作及關愛行動

內容 接觸人次 對象 義工人數
祝福翠屏行動（共10次） 400 長者、兒童及婦女 200人次

上門探訪 200 區內街坊 200人次

單元活動／服務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親子迪士尼旅行 60 區內家庭 4

兒童家庭親子旅行 60 區內家庭 6
長者中秋活動 18 邨內長者 3

嘉年華會 400人次 邨內家庭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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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活動

食物或物資支援

鳴謝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SMARTKIDS(每星期一次) 30 區內兒童(K3至小四) 6
長者信仰小組(每星期一次) 20 區內長者 3

峰哥天地(每星期一次) 10 區內兒童(小一至中六) 2
功輔班 12 小一至小六 4

家長茶聚 8 區內家長 2
兒童暑期活動（20日） 32 區內兒童 20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長者飯場(每星期2場) 40 區內長者 10
兒童飯場(每星期1場) 30 區內兒童 4

單位名稱 合作項目
惜食堂 食物支援-長者飯場(每星期 2場)
惜食堂 食物支援-兒童飯場(每星期1場)

翠屏南邨屋邨辦事處 兒期暑假活動
翠屏南邨屋邨辦事處 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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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鄰中心：逸東服務中心

逸東邨為全港最多綜援及低收入人士及家庭聚居之處。2002年，使團看見該區居民的需要，亦深感之後搬至屋邨的家庭實
在需要支援。我們透過地區堂會合作，開辦不同性質的活動，並與區內信徒一起探訪及支援邨內家庭。我們親自目睹很多生
命的成長與改變、家庭重建，甚至成為區內的睦鄰大使祝福社區。
我們期望東涌這個社區可以以愛去建立家庭；鄰舍之間互相守望，彼此扶持；不同群體、種族都能夠體驗真愛的生活；鄰舍
成為擁抱社區的領袖，各展所長，貢獻自己。我們希望為東涌營造喜樂氣氛、打造真愛生命，並建造發光群體。

“透過中心的服務，在三月份接觸到離島區30位DSE考生。除了送上防疫物資和心意卡打氣之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備
試的需要、擔憂和壓力。感恩在傾談中他們都很願意坦誠分享自己的情緒與需要，有些同學更願意與我們一同禱
告，讓我們能夠祝福他們。
過程中我卻體會天父安排真的奇妙！有兩位同學正因物理科有著困擾，而我正是一位物理科老師，所以可給他很
實際的建議和一些重點溫習，讓他們更有信心去應試。另外，現時青年都因社會運動的影響，對陌生人常起了一定
戒心，但他們卻會主動找我們，分享種種的起伏心情。今年的DSE生經歷很多挑戰，感謝神讓我們在他們身邊成為
祝福的使者和支持者！

社區關懷 義工
時鋒

外展工作及關愛行動

內容 接觸人次 對象 義工人數
探訪老人院（共14次） 280 區內長者 7

探訪隊探訪 152戶 區內家庭 30
滿東接觸街坊（12次） 422 滿東邨家庭 30

社區嘉年華 200 區內人士 34
贈粽行動 200戶 區內家庭 45

長者中心活動（共6次） 22 區內長者 10
贈月餅行動 400戶 區內家庭 30

單元活動／服務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以勒基金餐會（3次） 228 區內家庭、長者 10

友醫食（5次） 55人次 區內街坊 5
南亞親子旅行 60 區內南亞家庭 10

兒童暑期活動－童心連2019 15個家庭 區內兒童及其家庭 20
親子戶外活動 60 區內家庭 7

冬至飯宴 31 區內家庭 9
家庭聯歡活動（8次） 22 區內家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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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活動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南亞婦女中文班 3-8 南亞婦女 6

18-19可譽中學信心成長路 106 中學生 19
18-19東涌天主教學校 美麗任務 52 中學生 8

18-19東涌天主教學校 Daybreak 25 中學生 8
19-20可譽中學信心成長路 110 中學生 9

19-20可譽中學信心成長路 組長培訓 30 中學生 9
19-20東涌天主教學校 曬冷mission 200 中學生 8
19-20 東涌天主教學校 Infinite Life 20 中學生 8

溫浩根試後週（共6次） 24 小學生 10
溫浩根多元智能課 24 小學生 10

溫浩根聖誕活動 400 小學生 25

食物或物資支援

義工訓練

鳴謝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義工人數
眾膳坊短期食物援助 195個家庭 大嶼山居民 10
眾膳坊惠澤營養計劃 30個家庭 大嶼山兒童、長者 3
FOOD-CO食物轉贈 576戶 區內家庭 5

加油香港開倉日（共6次） 120人次 區內街坊 3

內容 參加人數 對象 訓練次數
「兒童暑期活動－童心連2019」義工培訓 25 青少年、成人 1

「樂社區．愛鄰舍2019」社區大使培訓 40 區內街坊 5

單位名稱 合作項目
以勒基金 新春餐會、長者餐會、兒童開學餐會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撥款 樂社區．愛鄰舍2019
聖雅各福群會 眾膳坊短期食物援助、眾膳坊惠澤營養計劃、FOOD-CO

東涌天主教學校 18-19美麗任務、18-19Daybreak、19-20曬冷mission、19-20 Infinite Life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18-19信心成長路、19-20信心成長路

同福資源中心 18-19美麗任務、18-19Daybreak、18-19信心成長路、19-20曬冷mission、19-20 Infinite Life、
19-20信心成長路

牧民網絡服務中心 18-19美麗任務、18-19Daybreak、18-19信心成長路、19-20曬冷mission、19-20 Infinite Life、
19-20信心成長路

建。祝 義工隊 傢俬轉贈
禧福協會 友醫食
加油香港 加油香港開倉日



港幣千元

收入 2019 2018 增/減
奉獻收入 4,170 4,314 -3.3%
外間資助收入 905 187 383.4%
課程及活動收入 2,343 3,196 -26.7%
其他收入 135 117 14.7%

總收入 : 7,553 7,815 -3.3%

支出 2019 2018 增/減
項目及事工 1,252 1,751 -28.5%
同工薪金及福利 4,252 4,119 3.2%
租金差餉管理水電 1,620 1,319 22.8%
行政及其他 400 503 -20.5%

總支出 : 7,524 7,691 -2.2%

2019 2018 增/減
年度淨收入/(不敷) : 29 124 -76%

奉獻天梯：laddermission.hk/support/offer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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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黃瑞君牧師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榮休牧師)

副主席：蔡景安牧師   (竹園區神召會會牧)

司     庫：許仁豪牧師   (城市福音教會堂主任)

人     事：蔡旭文先生   (沙田浸信會會友)

文     書：方柱華博士   (聖公會聖安得烈堂會友)

成     員：張純堅牧師   (香港基督教會活石堂(石梨堂)堂主任)

                胡永強醫生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會友)

董事會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