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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不濟卻願改變

胡慧賢　
二年級  九萬

來試，你就知道了！

參加中佈會事奉訓練中心的「門徒訓練」還有3個月便畢業了，

時間真快，回想我為何會參加「門徒訓練」？這要追溯到2015年6月，中佈會舉辦一連3天「奮興、門

訓、伙伴」培靈會，每天主題「重燃中佈心」、「門訓新一代」、「伙伴新里程」。目標是訓練事奉者成為伙伴同

工，堂會之間成為伙伴堂會；有感自己在教會多年，就最討厭「老油條」的標籤。當呼召有何事奉心志時，便決定報

讀「門徒訓練」，這個決定須要堅持2年之久。

為甚麼要參加中佈會自家辦的「門徒訓練」？雖然外面坊間也有不少「門徒訓練」課程，神學院也有不少高質素

神學課程，但是卻偏偏青睞於自家品牌，就是欣賞計志文牧師及現在眾牧者的「心」，我一定要捧場；今年更是中佈

會開基70周年，而我與中佈會的情緣也接近半世紀，50、70絕非垂垂老矣，因為生命有更新，才能加添活力，承先啟

後。學了很多。

首年「門徒訓練」主要訓練自己如何作主門徒。因此個人屬靈質素很重要，需要在生命建造過程中學習屬靈知

識，例如：安息的操練、靈修、順服、忠心等；也有事奉實踐，在自己所屬堂會實習事奉，更在8月實踐本地佈道宣

教。在不同地區：深水埗、牛頭角、將軍澳去接觸街坊，作街頭佈道。

第二年「門徒訓練」是實踐訓練他人作門徒，在所屬堂會與一初信者同行，彼此生命影響生命，而我所選

對象是一位約70歲長者，看見她從被動接受他人服侍，到現在主動服侍他人，她的成長大大鼓舞了我。

不久，我將跟事奉訓練中心的同學，在7月到泰國南部短宣 … 總之，數之不盡的美好，

來試，你就知道了。

心靈寫真 事奉訓練中心學員 生命見證

我是九龍萬善堂、中佈會第一屆門訓課程學員吳健榮，這兩年學習

對生命最大的祝福就是：知道自己有多骯髒、有多不濟，而卻又願意接受改變！

要承認骯髒及不濟乃十分困難，有時是不以為意，有時是知道也否認，更有甚者，會認為影響不

大，不需理會。但一身污穢不堪，又怎能與主結連同工，作祂合用器皿呢？當自己不情願接受靈命清洗改造，與主

的關係只會更加隔絕，久而久之，靈命停滯不前，在傳福音路上舉步維艱！

　剛決志時，遇上有需要安慰的人，總口若懸河，以自己經歷或深信的道理，設法讓對方接受，以為這就是最好

的，若情況未變好就必是對方問題。我若能做到，為何你卻不能呢？但現在明白聆聽才是安慰的最強工具，真正感受對

方深層的苦痛才是愛！

對一些行為差勁的人，我在表情上不會對之有多厭惡，但內心上卻已加上一道門，不想跟他們友善交往，更莫

說傳福音！我現在懂得他們也是天父所喜愛的兒女，我欠了他們福音的債！

因此，每周要提交的生命札記就成為仔細檢視自己骯髒程度的最好機會，依靠禱告，讓聖靈觸動內心深處

去被主陶造改變。現在我體會與主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知道與天父同行，必先要把自己弄乾淨！靈命就像身

體，每天都有機會給外在因素弄髒，因此我們必須常常清潔，警醒與主關係，絕不要習以為常，讓自己與天

父的連繫在不覺間分開，那樣就是最危險的境地！

兩年門訓將快結束，但這不代表停下來，反而是個新開始，希望聖靈常與我同在，跟天父關係天

天親密，亦希望各位兄姊能像我一樣，有機會在門訓課程中找到你的一個醒覺，得到最美好的祝福！

響應台中思恩堂杜明達牧師於2017年聯合

崇拜中向本會肢體發出的挑戰，有41位弟兄姊

妹即場願意投身宣教工作：「不做宣教士，就做

宣教事」。我們分別於3月24及25日在尖沙咀迦

南堂及九龍迦南堂首次召集這些弟兄姊妹，成立 

「宣教起動小組」。首次聚會共18人出席，第二次

聚會共9人出席，眾人分享自己對宣教的負擔，並

且互相代禱。

聚會中，李學兒牧師和關浩然牧師藉着使徒

行傳16章提摩太的故事，鼓勵有心宣教的弟兄姊妹

在未做宣教士之前，要先在以下的生命質素上訓練

自己。

要 有 栽 培 初 信 者 成 長 的 能

力。培養聆聽、指導、關懷別人

的能力。單單懂得佈道而不懂得

栽培並不能宣教。

提升個人佈道的基本能力。

培養穩定的靈修生活（順服主，行道，讀懂

聖經）。因為在宣教工場牧養的資源會比香港短

缺，宣教士必須能夠自養。

宣教士走進別人的地方，須培養主動性，善

結交陌生人，對人有興趣，能相處。

培養團隊相處之道，認識自己，認識別人，

操練合一。甚少宣教士因神學裝備不足而陣亡，多

數是因人際問題受傷。 

加入自己堂會的宣教部門，推動宣教，參加

訪宣，配合中佈會差傳部推動宣教工作，與其他志

同道合的人參加培訓，彼此打氣。未做宣教士，先

做宣教事。

5月15-19日，本會18人偕台灣同工3人同往上海尋根，重尋計志文牧師的上海足跡。我們到訪上

海市第九人民醫院(相一)，原上海伯特利教會用地。伯特利教會與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有屬靈淵源，計志

文牧師佈道與社會服務並行的精神，不少由伯特利教會學習得來。教會眾多美好行狀在上海宗教志有

詳細記載，連計志文的名字也列其中。   

里程一   查女醫生石美玉及美國女宣教士胡遵理在1920年建立上海伯特利教會。石醫生是最早留

外的醫學生，乃美以美會（屬循道衛理宗）牧師之女兒。

1923年，22歲的計志文是伯特利中學學生，在校信了主，1925年獻身終生傳道，石美玉醫生也同

期奉獻全時間傳道。同年伯特利教會開辦自己的訓練學校「伯特利聖經書院」訓練獻身的青年人。計

志文就隨老師石美玉操練佈道，邊學邊傳，根基紥實。

1931年計志文等青年組織伯特利佈道團巡迴全國。1932年到港，在油麻地便以利會佈道，這是他

首次到港。信主十年認真謙卑跟隨，漸漸成為領袖。  

里程二   1928年起伯特利開辦孤兒院，計牧師就踏上了終生為孤兒奔走的路。抗戰八載，他帶孤

兒逃難，輾轉香港貴州，赴美籌款，增建合併，邊逃邊收孤兒前後共逾300人。

計牧師記載自己1943年奔走積勞成疾，自覺老了十年，每天低燒，往戰時首都重慶治病，趁未確

診，爭取早上休息，晚上講道，在四川一帶的大學佈道，不願停止。這忠心火熱佈道的性情，一生未

變。 

1945年大戰結束，而石胡二人亦已定居美國安老。1946年計牧師在港答

應幫助上海青年歸主全國協會當翻譯工作，因溝通出了誤會，母會誤以為他

轉職到青年歸主協會，終止了與他的同工關係。1946年計牧師與師母由四川

回到上海。計牧師突然沒有了薪金，但沒有放棄使命，就憑信心開始獨立傳

道，1947年在上海創辦基督教中國佈道會，繼續佈道的初心及興辦孤兒院。

1948年，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在上海江灣成立自己的孤兒院，稱為兒童樂園，先後以信心樓、恩典

樓、節制樓等命名樓房。直到1949年政府取締私人孤兒院，已收容了100多位孩子。經前人多次尋證，

今次我們終於踏足孤兒院原址(相二) : 上海市虹口區新市北路1481號。大家興奮莫名。並得知當時的孤

兒有一直在上海的教會成長事奉的，直到早前安息主懷。

里程三   1947年計牧師在上海佈道，國共內戰很多北方人到上海，計牧師就為這些不懂

上海話的同胞們，借用了大光明戲院旁的大滬舞廳(相三)作國語崇拜。二年間約500人悔改信

主，分成兩個聚會點。

我們一行人到達南京西路216號的大光明戲院，首次確知電影院西邊緊鄰就是大滬舞廳

原址。對面馬路是當時的跑馬場(相四)，馬場寬廣人流密集，此區至今仍是上海環狀地鐵的中

心區。計牧師借用舞廳作崇拜，在當時教會中是創舉。 

里程四   今次尋訪透過當地牧者解釋及查閱上海宗教志，知道中國佈道會

會友曾經借用炳生小學、飛龍大樓、美華酒家、王家沙、期恩堂等地方聚會，

好些地方如今還在。

1951年教會按立了自己的牧師，其中一位牧師的孫女也是現時上海一禮拜

堂的牧者。1956年在愚園路54號(相五)自置了禮拜堂，稱為中國佈道會上海教

會基督徒會堂。1958年在政府政策下已併入各區聯合崇拜。

總結       計牧師承繼了循道衛理宗的信仰傳統一一社會服務與佈道並重。

他熱心佈道，重病仍勤奮作工。他重視聖經，重視悔改，不斷更新，他重視聖

靈充滿，也重視跟隨聖靈感動，禱告後憑信心就直接去做。

他經歷戰火，艱辛不斷，學懂了觀察時勢，願意隨走隨傳道，不追求安穩

勇於承擔，用他能夠的方法，總要創造傳福音的空間。不拘泥於過去傳統。 

計牧師重視團隊精神，為人厚道純樸，任何處境，多看人優點，包容弱

點，情願自己吃苦，不與人爭。今年是本會開基70周年，香港中佈人當回顧前

人的艱苦奮進，篳路

藍縷，隨他的路徑，

同上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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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起動小組成立關浩然牧師、張愛雯傳道

關浩然牧師

踏上計志文
牧師的路途

上海市 製造局路639號 
現稱: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
溯源:1920年起石美玉胡遵理二人陸續在製
造局路買下大片土地，用伯特利之名建立
教會、醫院、護校、中學、小學和增辦孤兒
院。現址原為上海伯特利醫院及護士產科學
校。1951年上海市政府接辦並更名。

上海市 愚園路54號
現稱 : 晶品購物中心
溯源 : 中國佈道會上海教會基督徒會堂自購堂址所在。
1996年地塊改造開發時被拆。購物中心由愚園路42-94號組成，取址68號。
教會原址54號已在其中。

上海市 南京西路258號
現稱 : 現為多層綜合食肆
溯源 : 大滬舞廳原址，東鄰大光明戲院。
原址只兩層，二樓就是大滬舞廳，寬廣舞池佔全層，用以跳
華爾滋及探戈等，地面樓梯直達，餘為商舖。眾桌靠牆，沒
甚麼其他小房間。排好座椅，整個舞池就是崇拜大禮堂。

上海市 南京西路跑馬場
現稱 : 人民廣場
溯源 : 圖中油畫重現1933年佔地500畝的英租界跑馬場，就在大滬舞
廳正南面馬路上，視線開揚非常廣闊。就是計牧師當時所見景象。
這是上海最繁華的中心區已超過160年。跑馬廳為四層梯形看台、
高聳鐘樓、健身廳、休息廳。計牧師看著跑馬廳，卻一直奔走傳福
音，不為所動。直到1980年，市內最高建築就在路口。

上海市 虹口區新市北路1481號
現稱 : 上海健康醫學院附屬衛生學校虹口分校
溯源 : 計牧師創辦的孤兒院（兒童樂園）原址。
圖右兩大樓原為孤兒院兩個兒童房舍。
現為護士學校教學大樓，有手術實訓室、模擬病房和實驗室等。
圖中綠樹帶及樹後小房舍所在位置，據悉是當年辦公室所在。

迦密聖道堂

．學校中二級信仰成長營於13-14/4日舉行。
感謝主，有43位同學決志信主。記念5，6月
間，教會與宗工部老師們配搭安排跟進和栽
培工作。

．23-24/4與母堂——聖道堂，一行13人到河源
雙江教會進行訪宣交流，大家獲益良多，記
念兩堂未來在中國事工的發展路向。

．3至5月間進行四福音讀經計劃，有30多位肢
體參加。透過讀經，學習彼此守望鼓勵，在
靈裡進深。

．求主差派合適傳道同工到教會牧養群羊，在
校園廣傳福音。

香港萬善堂

．教會於17/5起，逢星期三中午1:05-1:45舉
行新一期福音午餐會，主題為「職場心靈雞
湯」，連續共7次聚會，查詢或訂座可致電
25618061羅幹事。

．本會鍾佩芳執事將於今年6月底，畢業於建道
神學院道學碩士科，並會於1/9起，上任成為
本教會全職傳道人，感謝神。

柴灣萬善堂

．蕭惠珠牧師已於4月榮休，卸下在柴萬近三
十年的牧職。教會於16/4為蕭牧師設榮休
午宴，約120人出席，一同回顧神恩，感謝
上帝，並祝福牧師。

．呂文東、鍾倩雯宣教士伉儷已於三月及四
月先後回港述職。他們於16/4在柴萬舉行
了柬埔寨宣教分享會，分享工場事工發展
和需要。

．柴萬今年踏進建堂45週年，教會於20/5 
（六）晚上7:30pm舉行讚美會，並於21/5 
（日）上午舉行堂慶感恩崇拜。

．教會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於柴灣魚灣邨
擺設福音街站，接觸居民。之後在教會立
刻舉行「福音眾藝坊」，邀請居民參加，
希望有機會向居民傳福音。

九龍灣萬善堂

．感恩！教會長者活動福樂家由去年五月至今剛
剛一年。起初早餐會最高紀錄51人，後來嘗
試以長者團契形式進行，沒有了早餐，有一點
點信息分享，去年冬天有幾個週末很冷，人數
跌至零，心裡實在有點忐忑。反覆思考。若不
看人數，單以初辦早餐會目的——讓街坊認識
我們，藉此讓神鼓動弟兄姊妹的心，這目標已
經達到！於是繼續求神教導當如何前行。「回
到聖經：把握向長者介紹耶穌的機會！」過去
曾有長者表示怕多聽了福音會去信主，就不再
參與。若直接「講耶穌」，豈不嚇怕她們？但
知道最能改變人生命的還是神自己，故決定隔
週「講耶穌」。今天，我們已跟10位長者熟
絡了，而且有兩位長者決志信主，另有未決志
的，也稱耶穌是位好老師，很是不錯，學會去
祈禱。最後，除了感恩，還要鼓勵大家，耶穌
才是最吸引人的福音內容，大家互勉；

．4月份開始，我們組織了教會探訪隊，探訪福
音對象（弟兄姊妹的父母及街坊長者）。

九龍萬善堂

教會事工

．40天禱告之旅於1/3-13/4期間舉行，共有42人完成40
天靈修之旅。

．1-4/4共有4人參加河源短宣，而27-30/5 則到惠州東莞
短宣，共31人參加。

．14-15/4在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行復活節營會「與祢
翱翔」，共47人參加。

．14/5 舉行母親節福音主日，講員為楊寶琪傳道。

．人生異象與使命日營於4/6下午1:30至5:30在聖道學校
禮堂進行。

．18/6舉行父親節福音主日，講員為李學兒牧師。

好鄰舍中心

．9/4舉行好鄰舍崇拜，有29位街坊及13位同工/義工出
席，47人參加社區活動。

．20/4晚上於將軍澳區舉行聯合教會福音盛宴，本堂共
有40位街坊出席，總數共有200多人參加。

感恩堂

．為鼓勵弟兄姊妹在預苦期間多思想耶穌基督的犧牲大
愛，教會特別製作了為期三周的預苦期經文，以供兄姊
作默想之用。14/4舉行受難節晚會，邀請了黃庭得牧師
擔任講員和主持聖餐，同心紀念主基督。此外，教會亦
響應宣明會「禁食一餐」的呼籲，鼓勵肢體禁食一餐，
並為饑餓和貧窮人奉獻，以表達對他們的關懷。

．彩虹王國的福音預工於5月份展開第二期，讓導師和兒
童有更多接觸區內羣體的機會，透過活動為主作見證。

祥華堂

．14/4舉辦受難節培靈會，講員陳一華牧師，80多人
出席，信息激勵人心。

．15-17/4本堂共20人參與惠州永湖訪宣，主要有探
訪、青少年、兒童工作，領袖同工交流，彼此激
勵。

．3/5有北區基督教聯會舉辦的培靈會及社區佈道。

．17-18/6 有中佈會培靈會。本堂有幸參與 18/6的領
詩服侍，記念崇拜部的預備，弟兄姊妹的參與。

．25/6本堂將舉行會員大會及家事簡報會，期盼弟兄
姊妹上下一心拓展聖工。

聖道迦南堂

．26/3嘉年華，向400多位來自順利邨、順天
邨、順安邨及順緻苑的街坊宣告「耶穌基督是
主」；當日表示願意接受家訪的十多位長者，
已於30/4下午探訪。求主繼續燃點弟兄姊妹服
侍社區的火熱心志，並將得救的人數每日加
添。

．踏入暑期，教會和學校舉行不同活動；三位青
少年作拿細耳訓練，求主復興他們愛主的心。

．近期有4位年老的慕道者，求主賜他們智慧明白
基督的救恩。

．全職幹事周紹仁弟兄已於2/5上任，求主保守團
隊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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