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裕康醫生

文以載道 

同學會�1

   �中國古代文學精湛,不易明白。然而家傳戶曉,流傳極廣, 能

膾炙人心的文章,莫過於唐宋八大家的作品。

   八大家以韓愈為首, 其文章氣勢澎湃, 如狂潮裂岸。故能與

蘇軾(東坡) 胸懷如海闊的文章共享[韓潮][ 蘇海] 的美名。然而

韓愈文章的出色,不在乎其氣勢磅礡,而在乎其內容充實。

    韓愈文章的特點在乎[文以載道],自魏晉以來,文學趨向駢文,

華麗萎靡,盡談風花雪月,缺乏警世道德倫理。韓愈文章一反故風,

針對時弊(例: 寫[諫迎佛骨表]),實行[文以載道],以改當時社會頹

風。 後人蘇軾(東坡)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上題[文起八代之衰, 道

濟天下之溺….]

    中信同學文教組刊物, 潛隱多年, 如今東山復出, 故然是一

件喜事,惟望同學們擁躍投稿,使刊物日趨踏實平穩,內容更能[文

                                       ���������������������������������������������������������������������以載道.] �這[道] �是太初有道的[道]; 道

                                       成肉身的��[道] 即文章滿載有主耶穌基

                                       督的香氣, 衪的大愛�, 衪的教訓。更望

                                       文章不要效發八代�(東漢, 魏, 晉,宋,齊, 

                                       梁, 陳, 隋)�駢文中的華麗萎靡文風, 而

                                       發揚出�[道(主耶穌) 濟天下之溺] 即主

                                       耶穌拯救世人脫�離被罪惡淹沒之危的

                                       道理。�願同學們加力, 加油, 辦好文教

                                       組的刊物�, 但願能榮神益人, 是所至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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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短宣後感     
馮榮耀

同學會�2 同學會�3

�������今次新加坡短宣可說是最近這幾年來，我去過的數次短宣

之中最精彩的一次。暫且不談收穫了多少，單是學習方面，巳

經有許多事物使我大開眼界和值得去借鑒。此行的大多數節目

程序都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不能使用我們預先製定的方案。

縱使我們在事前巳安排好所有的節目，但到達新加坡後，才知

悉所預備的一切是徒勞無功的。因它大多數是不適合現場的需

要，和不能按步就班去實行。結果是需要我們隨機應變，臨急

去重新安排和更改節目，以便適應當時的環境，雖然其中會有

出錯和遭受到頗大的挫折，但感謝神，衪使我們從不同的挑戰

和經歷中，學習了應變的能力，經過檢討後，懂得日後如何去

改善，和計劃做得較好。

    我在新加坡所參加的團體活勳之中 , 最令我有最大感觸及

震撼的是蒙恩教會的兩個團契，一個是賭徒團契，另一個是吸

毒者團契。我預先搜集和帶備了許多關於如何勸導賭徒和吸毒

者，及如何安慰他們家人的資料。本以為自己已胸有成竹，豈

知他們現已改邪歸正，原來這是一個賭仔回頭或者毒海回頭的

團契。我在5月16日參加了賭仔回頭的團契，目睹團員們熱情投

入的敬拜，揚聲讚美的澎湃，和具有動感、快樂的頌唱，使我

驚嘆不已。在團契中我與他們分享了個人的見證，我臨時轉換

了不獻唱詩歌，而改為與他們一起唱「賭仔自嘆」, 共樂共勉。

賭徒和吸毒者團契的主持人名叫Jonathan，現時52歲，他以前因

為賭錢，搶劫，黑吃黑，吸毒，曾經三次受笞刑共59藤和坐牢，

渡過了17年的監獄生涯，後來他在輔導機構認識比他大五年的

太太。他痛改前非之後，從事正業，現時是園藝工程的判頭，

己擁有房屋和汽車了。

     我在5月16日的賭徒團契作見證時，透露了兩天後5月18日

是我的65歲生日，豈料Jonathan是吸毒者團契的主持人，他和團

員特別安排買了生日蛋糕和唱中、英文生日歌，為我慶祝生日，

給我帶來極大的驚喜，使我感動不已。另外令我更大震撼的是，

伴我唱歌的結他手David，他在見證分享時，道出他以前是吸毒

者，曾兩度自殺，第一次連吞兩塊刀片，獲救時流了一樽血。

第二次他用白蘭地酒送六瑰刀片，幸而亦獲救治，另外一位團

員名叫阿傑，他說自己以前亦做盡壞事，進出監獄無數次，被

罰鞭打了廿幾藤。感謝神，他信了主之後已改過前非了。  

     分享之後，我與團員一同唱70年代在監獄吸毒者的「追龍」

歌，由David 伴奏，共樂互勉，並和他們分享了羅馬書第7章21-25

節的經文，又與他們唱福音粵曲「浪子自嘆覺回頭」。羅醫生

亦囑咐各人必需要常常禱告，凡事交托，才能徹底戒除不良的

習慣，我們依靠神的大能，什麼都能做。最後大家合唱監獄風

雲的「友誼之光」，和拍團體照，各人依依不捨地握手道別。

這兩晚團契的經歷使我感慨萬千，我本以為自己來團契（賭徒

和吸毒者團契）是做勸導使者，但結果卻是來交朋友，感受他

們之間的愛和關懷。



個人佈道宣教班

      學習心路歷程

同學會�4 同學會�5

��������今年初，我得知了「中國信徒佈道會」個人佈道宣教訓練

課程。當時，心中並沒有特別的感動；上課是每週六舉行，而

我某些週末仍需要工作，因而並不想要報名參加。但是再三思

考之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就決定先去中信看看這課程是

否合適我，再等以後有機會才來修讀。決定之後，第一天去了

中信，就以旁聽的身份報名參加。剛開始上課時的心情是比較

散漫的，原不想參與太多，免得無法抽身。豈料漸漸地就給包

羅萬象的課程內容所吸引，愈來愈想繼續學習。感謝神，就連

工作方面，也都能儘量配合，終於完成學習全部課程。

��������記得剛上了一兩堂課之後，參與華埠年攤街會佈道實習，

當時有點害怕，不知道要如何開口向人傳福音。心想只能誠心

將神的愛傳遞出去吧！在羅醫生講道呼召後，我是陪談員之一，

帶了一位婆婆決志信主，過程是出乎意料的順利。當時還不免

胡思亂想，這位婆婆是不是羅醫生派來臥底的？要不然就是叉

燒包吃到飽了，想不到帶人決志信主的心情是那麼興奮莫名！

��������學習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一次車胎踩了釘必得

換輪胎，一次停在Bart 站車窗玻璃給人砸碎且遭竊失了物品，

一次因為趕時間在停車場不小心擦花了車身。還有，相信我們

同學們都感受到今年的風雨特別多，正如課程結束前一週，輪

到我的小組帶領集體靈修，不想一早上大風大雨！車身像是整

個浸泡在水中， 閃電從天降下正在遠方可見處，若是不小心被

劈中，那可是插翅難逃了！當時只好自我安慰，記得母親曾說

過：「貴人出門招風雨」，但萬萬可別招來閃電而吃不消兜著

走。繼想這若是撒旦的阻撓，那也未免太抬舉我了，小女子何

德何能，竟需敵人如此大費周章？待禱告過後，暫得風雨稍歇，

�平安到達Bart站，之後很幸運地搭上了車。豈知車門關上後，只

因東灣修路而有所耽擱，一直候了二十分鐘車都開不了，這下

子可把我急成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心想再等下去就肯定要遲

到了，趕緊把當日要背的經文背熟一點，因為遲到是要讓老師

當堂罰背經文的（一笑）。感謝神，此際車倏然開動了！到站

之後又要走一段遠路，風雨之中鞋全溼透了，好不容易才走到

中信。雖然那天早上的集體靈修在過程中沒有預計的順利，但

是深信組員們都已全力嘗試，並做到最好了。

�������這次在中信學習中的得著：生平第一次帶人決志信主，第

一次分享自己得救的見

證，第一次帶領集體靈

修，第一次嘗試帶領查

經.....。啊，許多人生的

第一次都在這回課程中

學習經驗到了，真是償

還福音債，自我個人佈

道破冰的空前收穫！深深體會經上的話，說到自己的心坎上了：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神為屬祂的人不但預備了耶穌

基督，更慨然裝備祂的子民，好讓我們參與各樣屬靈爭戰，並

得與基督一同建立天國的事工上有份,這是何等的蒙福！

Christine Chow



退修會後記                                         

同學會�6 同學會�7

張宙鴻

��������2017年，仲夏，加州 Sonoma 縣。外面艷陽似火，鑠石流

金。然而室內的氣溫卻調校得恰好到處，一片清涼寧謐，與外

頭截然相反，簡直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會場中八十多人，全部

鴉雀無聲，人人都聚精會神地在聆聽羅醫生傳講 神的教導；每

一個人都是那樣專注，心無旁騖。那氣氛使我有一種感覺，仿

彿眾人正坐在耶路撒冷的會堂中，專心聆聽拉比的教訓。

 �����感謝主！賜給每個人都有一顆比那艷陽更熾烈的渴求追求

靈命長進的心。更感謝主！差派 祂良善又忠心的僕人羅醫生來

到我們當中作導師。

��������三天兩夜的退修會，主題是『活出良善的人生』。當中又

分成五個專題，分別是（一）良善人生-神的良善（二）行公義

-對事（三）好憐憫-對人（四）存謙卑的心-對己（五）與你的

神同行-對神。

��������星期五晚第一講一開始，羅醫生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頗難回

答的問題：你認為自己是忠？是奸？是行善者？是行惡者？平

��������������������������������������������������心而論，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任何人都不會是大奸大惡，陰

��������������������������������������������������險毒辣，壞事做盡。但以神的

��������������������������������������������������標準來看，世上卻沒有一個人

��������������������������������������������������能稱得上是善。我們唯有時刻

��������������������������������������������������警醒，做任何事之前總要看看，

這事情是否能蒙神喜悅。若然不是，那便要改變方向，不再憑

自己的意思，而要仰望神的旨意。接下來在『對事』『對人』和

『對己』幾個講題中，我自己有很多得著，也有很深的體會。

說到良善、公義、好憐憫，除了我們的 神之外，又有誰人能及

呢？祂就是那位施恩典的神，祂體恤我們的軟弱。無論何時衹

要我們向祂祈求，衹要我們願意離開自己的舒適區，離開自己

身處的死角踏出一步，祂就願意伸手拖帶我們，領我們繼續向

前走。當我們踏出了一步之後，就會發現別人踏出的一步，比

我們所踏出的更大更前。感謝主，這是神給我們的一種激勵。

�������最後一講『與你的神同行』。如何才得以與祂同行呢？我

自己從中學到的功課就是『信靠』加『順服』。『信』是最基

本的，要是根本不相

信神，也就不會想到

要與神同行了。『靠』

則是凡事要仰賴祂，

讓祂來作你的主，掌

管你的生命。『順服』

是真心信靠之後必然

產生的結果。我們既然願意讓神來掌管我們的生命，又怎麼可

以不聽祂的話，不順服祂的旨意呢？若然如此又焉能跟隨祂並

與祂同行呢？（在曠野中漂流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就是一面鏡子，

是我們最好的鑑誡。）

�������感謝主賜下這個兩夜三天的退修營，使我們都在靈裡得到

飽足。猶如一群小羊，跟隨牧人去到一塊座落在溪水旁的青草

地，從中得到豐足的餵養。



新加坡

短宣回顧 

同學會�9

梁周美堅個人短宣訓練課程                             

對 我 的 重 要      侯琨鳳

同學會�8

��������我是生於香港在美國接受中學教育的。成長

後正值美國經濟及電腦興起，加入電腦公司做程

式編寫員。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因為好友關係

讓我認識主耶穌基督！嘗到主的大愛，蒙受救恩
��������

的福份。並蒙神的恩典和祂的奇妙的救贖。我能得著拯救，也

開始了主在我身上獨有的計劃。

�������自2004年參加了中信的短宣密集課程之後 ,對傳福音還是在

萌芽階段。到了2015年再參加了中信第廿一屆短宣訓練課程，通

�過中信的導師羅醫生�, Teresa��及胡師母的講解及實例示範和個

人福音佈道實習，讓我更理解到傳福音的重要性。比起初認識

主時有所不同。對藉著工作的環境來向身邊的同事傳福音的勇

氣增加了不少。但現實生活裏仍有很多不足之處，正是書到用

時方恨少。於是決定在2017年第二十三屆重讀中信短宣訓練班。

���������這次的重讀時間一點都沒有浪費。我發覺雖然是重讀，除

了導師是一樣之外，課程有很大的增添。豐富很多！實習與技

巧方面是讓我獲益良多。我要感謝神，主耶穌基督沒有嫌棄我

這卑微的人，讓我經過三期的短宣訓練課程完成後返回工作崗

位，口傳身傳,帶職宣教。不

要取笑我讀了三次, 我每次重

��讀的得著都不大相同,若 同學

��們在傳福音方面仍有多方不

足之處, 我提議你們不妨像我

一樣報名重讀。

��������這是我第一次國外短宣，也是第一次去新加坡。因不熟識

當地環境及要去多間不同的教會, 我們都儘量準備不同的項目,

去迎合多方面的需要。除了第二天早上的粵曲佈道會,其他的聚

會都與我們預先安排的項目有很大差距,每間教會的音響和電腦

系統 也不同;需要作即時的應變和調整。很感恩,每一個隊員都

非常合作,儘量互相配合; 並沒有因為時差或炎熱的天氣而怠慢。

深深感受到弟兄姊妹對神的熱愛及彼此的愛心關懷是那麼真誠。

�������印象較深的有戒毒者及戒賭者的團契;看到吸毒者及賭徒靠

著主去改變陋習,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讓我深感主的大能: 靠著

主, 凡事都能!從中國往新加坡的勞工聚會上看到多位勞工在辛

勞工作一天後,用晚上休息的時間, 願意到教會學習神的話語,親

近神; 我深深感受到他們對神的渴慕。

�������每一間機構和教會都給我不同學習的機會。所有牧者,同工

和義工們對神的擺上; 對短宣隊熱誠的招待; 在安排住宿,接載

及各方面都極之配合;使我們可以專心因循各教會的不同需要去

應變。深感主內一家的溫暖。

��������今次的行程只有七位決志信主。讓我看到自己在傳福音方

面的不足。在每一次聚會的前後，都有與來賓傳福音講訊息的

機會。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找機會去傳！若能將準備項目和

著重找機會去傳福音的比例均衡些，那效果會更好。

��������感謝神!感謝羅醫生的堅持,胡師母的帶領,及Teresa的支持。

這次短宣讓我感受良多,更感自己裝備不足,多方缺欠; 更須努力

找緊每一個學習和傳福音的機會。



驕傲是眾罪之母

同學會10 同學會11

 鄭艷麗

��������暑假來臨，相信好多人選擇出外旅遊散心或回鄉探親，而

我則選擇了參加一個培靈的退修營。

���������今次退修營給了我很大收穫，對做人應有的品德、修養、

行為及處世都有很大反思及修正。以往遇到一些不愉快及不平

等的事都不開心及藏在心裡，不知如何釋放出來。

今次退修會的題目是『行四善 : 對事對人、對己對神』，以下

是我個人聽道後的感想。

������（1）良善人生：做一個人可以選擇行善或行惡，如果我選

擇做良善的人，日後所行

的道，做事是有益於人，

所結的都是良善的果子。

因為我心裡種出一顆良善

又有愛的心，在社會上的

人亦得到我幫助，這比任

何事情都無比開心，因我

的愛心令人得到溫暖。

������（2）行出公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但我要怎樣

行出公義呢？但當我堅守做人應有公平及公義的責任，我就會

很自然對人對事都是公義，不偏不倚，做好自己本份，不欺壓

不欺凌。我們行出來應像天父般有憐憫有恩慈的典範。

��������

��������（3）學習好憐憫：因我們蒙神憐憫。更學習神的心為心，

常為人著想，滿足他人所求。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更需幫助

心靈受傷害或創傷的人，向他們多加慰問及幫助。如自己不能

完全幫助，可以找一位資深的朋友在問題上去協助，使他們身、

心、靈得到平安及喜樂。像耶穌基督一樣去 幫助一些靈魂失喪，

需要拯救的生命。

       （4）驕傲與謙卑：兩者之間的分別很大。驕傲是眾罪之母，

因自我中心，驕傲可以令人失去良善本性，更完全喪失神賜給

恩慈的美德。往往只顧偏行己路，因而慢慢迷失於罪的當中。

不知不覺地在言語上或態度上去傷害一些曾經是知心的朋友，

或曾經是出生入死的戰友。慢慢與他們疏離甚至終止來往。『謙

卑的人有福了』；亦是神常常提示我們做好人，常存謙卑的心。

因此我的外貌及內心都行出來，得人尊敬及重視。『因耶和華

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7）

        （5）與你的神同行：如何做一個良善的人？（1）行公義

又好憐憫。（2）做人處事不驕傲，存謙卑。首先要同心，二人

若不同心，又豈能同行？只要願意與神同行的人，才能配得與

神同行。若要與神同行，必得先明白 神的心意及旨意。我們不

要效法這世界，同流合污。心意更新變化，過屬靈的生活。似

蝴蝶般脫舊換新的變化，才能在外面所行的道路上有神與我們

同在。求神賜福給我及身邊的人，讓每個人都得以蒙福。希望

我能得 神幫助，行出五個良善人生果子來。 



新加坡短宣 感言
夏念慈

同學會12 同學會13

文教組：希望把所有寶貴的資訊，各人經歷，

               感想，學習聖經的心得體會，生活

               見証等與主內弟兄姊妹們分享。籍

                此點燃傳福音火熱的心，彼此勉勵，

                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感謝讚美主！ 我在這次短宣期間得到有很多事奉的機會，

其中包括有福音分享，見證，讚美詩歌和老人中心的講座分享! 

在當中得到導師們的教導 ,他們都是勞苦功高，並各位團員們的

鼓勵，支持和幫助,合作愉快！很感恩, 我在這次短宣的事奉中,

學習到很多.也是我多年參加過的短宣中最具挑戰的一次. 每天

行程緊湊,有一天竟趕三場聚會事奉. 神聖靈奇妙的帶領被安排

到兩間靈恩教會講道和見證分享.在恩典教會講道前兩天,蕭牧師

要求講道時將內容大綱打在銀幕上讓會眾參看, 並信息完後要作

呼召. 這回真的有些緊張, 因

我沒有帶手提電腦;  感謝主, 

神為我預備一位姊妹, 她愛心

幫忙晚上加班, 替我做好信息

大綱軟件帶, 哈利路亞! 他們

教會主日崇拜是在星期六晚上.  

講完道後, 記得牧師說過要呼召. 所以我上講臺呼召, 如有人回

應, 可上前來禱告. 但等了一會, 沒有人出來禱告. 於是心裡不

免有點著急, 不其然起了一點錯敗的感覺. 然而聖靈在心中卻用

溫柔的聲音安慰我, 說: “這是我的工作, 你已盡力做完你的責

任!”原來很多時, 我們勞碌耕耘後,很自然地期望立即見到果效

收成. 然而神卻提醒我盡了自己的責任耕耘, 其他就交給主, 祂

 

會澆灌叫它生長. 有時侯別人收割你的耕耘, 有時你卻收割別人

的耕耘! 記得我有一次到一個托老中心事奉 ,李傳道在接我們到

中心的路途中,他告訴我新加坡政府宗教政策規定分享的內容不

能講得太多福音;這回我要臨時在短時間內學習到甚麼叫“執生”

隨機應變, 要將先前預備的信息略為更改調整, 但仍能帶出福音

的真理，感謝神，願將一切榮耀全歸給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同學會�1 同學會15同學會14

潘永有

喜 樂

事奉主的    兒童天地事工的感想
雷甄麗嫦

�������傳福音、作見證、帶領人脫離罪惡歸向主，使人免去將來

的審判與滅亡。這是每一個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責任要做的工

作。在我們每日生活的社區中，有很多人，包括我們的親人、

朋友、同學、同事和鄰居，可能仍在救恩的門外，正走向滅亡

之路。這些人需要褔音，需要主的拯救。感謝主，神奇妙的作

為，安排我到中信，參加短期宣教訓練課程。蒙導師教導，信

仰與生活是分不開的，信仰生活化，生活基督化，才能建立一

個健全的基督徒人生，還要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蒙神悅納、

為神所用。

�����三藩市中信福音中心設有各種事工；英文班, 入藉班, 電腦

班,I-Pa班,社區服務, 量血壓,手工藝班, 兒童天地…等等，藉著

不同渠道, 服事社區，帶人信主。過去多個月我曾藉著社區服

務為他們翻譯文件, 在交談的過程中，介紹褔音單張及神的救

恩，有時為他們填寫表格，申請房屋或是各種褔利，更與他們

一起禱告，求神開路。帶他們到神面前，播下福音的種子。若

同學們參與事奉，可發掘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各按其職互相

配搭，彼此相助。福音中心實是神為我們每個人預備的一個廣

大的禾場, 神所祈望您參與事奉。越事奉越喜樂!

 �����兩年前開始兒童事工蒙主祝福.平均每次出席大概有十多位

小朋友.他們的年齡由四歲至十歲, 有些小朋友由家長帶來.爸爸

媽媽 , 公公婆婆�, 爺爺嫲嫲. �濟濟一堂, 留心的聆聽聖經故事, 

學習唱詩, 專一的祈禱, 他們開心的看著兒孫參與遊戲, 做手工

的時候, 也樂意幫助小朋友來完成. 真是一箭射雙鵰 .他們一同

來聚會.每次都依依不舍的離開. 但願主的道種,種在他們的心田

裡.藉著兒童天地的事工, 使我更明白不可忽略小孩子, 他們的

天真無邪, 謙卑快樂, 正是我們要學習. 

�������主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可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

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不

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路十八:16-17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箴廿二：6

��������希望同學們能參加兒童天地的事奉 , 為下一代訓練基督精

兵, 榮耀歸天父.



在 不 的, 人 能
    
    

同學會16 同學會17

伍妙玲

在 凡神 事都能

��������我認識三藩市中信是由我的教友介紹我去報讀第十八屆短

宣班開始,當時我是做全職工作,需要處理的事務繁多 ,好不容易

才捱過了十四個星期六的短宣班課程 。畢業後我給予自己很多

藉口 ,不主動和積極地去傳福音,例如裝備未夠啦、工作很忙啦、

精神很疲倦啦、沒有遇到適合的傳福音對象啦等等理由。如是

者我為生計繼續忙碌,然後因某些事而提早退休。退休後曾嘗試

參加中信的福音粵曲組學唱曲,但因自己對粵曲毫無認識,而且五

音不全,苦無門路去學習,於是幾個月後便打退堂鼓。我以為從此

以後不會再踏足福音粵曲組了,所以便轉往其他的事奉。

��������但神在我的身上是有祂的計劃和時間, 在三年前的秋季,有

一位姊妹告訴我,最近三藩市中信邀請了一位在粵曲頗有造詣的

馮導師, 來主持福音粵曲組, 組員都十分有得著。於是我在盛情

難卻 勉為其難下又「重返江湖」了。

�����������������������������������������������������������������我以前對粵曲一向都

����������������������������������������������������������是門外漢,年少時忙於學業

�����������������������������������������������������������和幫忙父母照顧弟妹, 沒

�����������������������������������������������������������有機會接觸到粵曲, 偶爾

�����������������������������������������������������������跟同學們哼幾句歐西流行

�����������������������������������������������������������曲, 己經覺得自己很酷了。

�����������������������������������������������������������我重返福音粵曲組之後,

首先用子喉來學唱粵曲,但在唱歌時卻發覺是高不成,�低不就,每

次唱完歌後喉嚨都會疼痛, 百思不得其解。�雖然馮導師曾教導

我們不可用喉嚨來發音,�才不會有喉嚨痛的現象,�應該用丹田氣

來唱,才能揮灑自如。可是我在福音粵曲組學習了一年多, 仍未

能掌握到如何運用丹田和控制呼吸,那時候我感到十分氣餒, 我

在禱告中問神說, 神啊!我

可能不是唱粵曲的料子,求

袮明確指示我,是否應再一

次退出福音粵曲組,而將時

間投入別的事奉呢? 感謝

神回應了我的禱告, 有一

天馮導師吩咐我試用平喉

來演譯一首福音粵曲,�竟然是得心應手 , 效果不錯, 而且我唱後

喉嚨亦不感到痛楚。後來我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揣摩,開始領

略到如何運用丹田去發揮自己的感情在歌曲中 , 和有效地傳遞

神的信息。經此事之後,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神的計劃是要我繼

續留在福音粵曲組, 用平喉來唱出祂的福音信息,而馮導師亦建

議我以後要專攻平喉, 以達精益求精。

��������現在三藩市中信福音粵曲組在馮導師的悉心教導和帶領之

下,組員的唱功和歌藝都大有進步。福音粵曲組在每年的節日如

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舉辦大型佈道會,節目包

羅萬有,多姿多彩,計有頌讚主歌舞、粵劇折子戲、福音粵曲、相

聲、聖經問答遊戲、抽獎、信息分享、呼召和陪談等,吸引了不

少街坊鄰裏前來聽道。感謝神塑造三藩市中信福音粵曲組�, 求

神繼續大大的使用它 , 使它興旺起來,藉著聖靈的幫助去將福音

廣傳,引領多人歸信主。



 探訪分享                                       
同學會18 同學會19

周奇燕

�������首先我要讚美主 ,願所有榮耀頌讚都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

我在探訪組多年經歷過多次的興衰,但是神還對我們不離不棄使

用我們。使我更加明白這真是神的事工.我們只不過是他的器皿. 

衪不斷的為我們爭戰.

�������探訪組的事工是在零二年開始的,當時第八屆的學員於探訪

Grove street rehab 之後,大家都有負擔為著那裏的老人家,還沒有

機會聽聞福音,很快就要走完人生最後的路而擔憂。我們今次錯

過之後可能下一次便沒有機會見面了.為此我們便開始了探訪的

事工。直到現在一直沒有間斷過。我在此要感謝所有的弟兄姊

妹用愛心和熱心事奉神及支持這事工。

��������Grove street 是我們第一間探訪的場地,當時有10多位同學參

�加，場面好不熱鬧，之後神又為我們開路，多了梅芳小築和安

樂居。我記得有多次我們探訪的同學比老人家還要多一陪呢，

真是好�興旺，也有很多人信了主

接受了福音.但是好景不長，梅芳

因為經濟不景而要關閉，安樂居

也因政府要削減開支而關了探訪

的門。但神不斷的為我們打開福

音之門,事工沒有因此而停斷, 繼

有Mercy Housing, Golden Gate Health Care 

Center.The Runnell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and Health Care. 之後, 

我們又加添了Joyful.Chaprer Senniorhiving我們探訪組的人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了所以我們分開了一

些姐妹唱粵曲和做話劇。當時

的探訪組有30多人經常在我家

裏有聚會和祈禱。

������感謝神!讓我們探訪組在這

事工上得了很多很多的果子,同

時也讓我們的同學在傳福音和帶人歸主上得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現在有很多同學離開了,為神在別的事工上事奉。雖然我們現在

只有七個成員去探訪,但感謝神沒有減少我們事奉的場地,同時也

為我們今年預備了四個生力軍加入我們探訪的團隊。

�������在此，我也向弟兄姊妹們分享我在探訪的得著，就是馬太

福音22章27節和申命記六章四節【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盡心：就是你的心所思念的是怎樣去傳福音，怎樣去搶救靈魂

怎樣去作神所交托的事工。我心裏時時為那些老人家不住的禱

告。盡性：就是不為名，不為利，不為表現自己，只願意付出，

不計較得失。我們沒有美妙的歌聲!但我們用愛心去關懷。將福

音和喜樂帶給他們。盡意盡力：就是我們去探訪和傳福音為第

一優先地位， 一個月只有兩次我想並不太過分吧。我們在世上

有很多繁瑣和引誘，為自己做很多理由不去作工，但是你想想

你會不會向你工作的上司不停的請假呢!你會不會為了宴樂而不

返工呢？

�������當然我們也會有一些突發事情和一些私人空間，這是可以

理解的。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經文就是【 不要怕，只要信  】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為我們爭戰的是神。我們只要去，神就會為我

們預備為我們開路 。神在我們探訪組所作的你們都有目共睹。

願神祝福所有弟兄姊妹。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三一神。阿們



陽光燦爛
的日子

黃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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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微風輕撫花草送來陣陣馨香 ;太陽撒滿光輝映照身邊萬物

  時，我帶著滿懷的好心情，漫步在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校園

  裏，欣賞著美麗的校園風光。此時正值炎熱的夏季，陽光明媚，

  我的心情也是愉悅的。

      在這恬靜平和的地方，即將迎來由羅裕康醫生主持的主題

  為《活出良善的人生》的退修會，將近100名主內的弟兄姊妹齊

���聚這裡，專註身、心、靈在信仰的建造。天空絲絲縷縷的白雲，

���空隙之間露出明凈的藍，這才是真正的藍天白雲。上帝把天氣

���分為兩種，一種是天上的，人們叫它天氣，一種是人們心裏的，

����人們叫它心情。當我有機會再次參與退修會，遠離都市的喧囂，

�����������������������������������������������������������心中充實暢懷。

                     

                                              

  

與神同行，也要與神同

心。要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必須對神要有信心。

這樣才能持久與神同行

走在同一條道路上。

   在個人的分享會中，

我聽到真實的故事，有

些弟兄姐姊妹親述生命

的傷痛，神的大愛使他們痊癒，我見證了他們人生的蛻變，這

開拓了我事奉的視野和使命。

    從這次退修會的學習過程以及和諸多的弟兄姊妹的相處了

解，讓我學會如何更良善，更睿智，更寬容；讓我更加勤勉地

盡到自己各個身份角色的本職，更加積極地面對生活的愉快憂

傷，更加從容地分辯社會的種種是非。對人對事，懷一顆平和

心，用心努力盡己所能，同時不焦慮不抱怨。

    時間雖然短暫，但是能如此專註如此靜心的時刻確實難得，

不但可以得到豐富的學習和深入的裝備，更使自己得以調整更

新，走向未來充滿陽光的人生道路，明年的夏季我仍舊希望來

到這裡，再次能夠獲得靈性的造就。

    與神同行，良善的人生，註定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Sonoma State University 
退修會宿舍

    這次退修會讓我對聖靈

的追求更加急迫，對上帝的

需要更加真實 。在主題為

《與神同行》的講道中，透

過羅醫生精辟又精彩的講解，

我的感觸頗深，有太多感受

是我可以體會但是卻沒辦法

用語言表達出來的，使我明

白要與神同行，必須要建立

並維持與神親密的關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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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中信福音中心

2018年每週事工安排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1.��免費量血壓服務
  �時間：9：00am-12：00am，1：00pm-4：00pm
2.��棋藝切磋、休閒閱報 
3.��初級電腦  1：00pm-3：00pm

1.��糧食發放：每週二 9 ：00am-11：00am，
2.��公民入籍班：分試題班及試題表格班 
  時間：1：00pm-3：00pm 
*【課程特色：提供免費試前模擬考試】*
3.�免費社區服務，時間：10：00am-12：00am

1.��ipad教學班
  �時間：9：00am-12：am
 �*逢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三上課*
2. 乒乓球運動
  �時間：3：00pm-5：pm

1.��第一週：生日週 1；30pm-3：00pm 
2.��第二週：烹飪示範 （單月）
������������������懷舊電影（雙月）1：30pm-3：00pm
3.��第三週：信仰分享��1；30pm-3：00pm
4.��第四週：醫學講座��1；30pm-3：00pm
5.��第五週：特別講座 1；30pm-3：00pm
6.��高級電腦 10：00am-12：00pm
7.��幸福人生加油站(免費英文學習）6:30pm-8:00pm

1.��英語會話班：分初級班及高級班 
�����時間：10：00am-12：0am <報名費八元>
2.��手工藝班 ：穿珠班及編織班<免費教授>
�����時間：1：30pm-4：00pm

1. 免費社區服務
   服務範圍：代填表格、看英文信、簡單翻譯 
   時間：10：00am-1：00pm
2.  二胡班（第一第二週）
3.  兒童天地（每月第一個星期）
4.  實用個人佈道訓練（1-4月）

江
始
光

福
音
茶
座
 

 事
奉
分
享

��������我是David�Jiang，2015年在三藩市中信福音中心21屆短宣訓

練班畢業後，便參與該中心“福音茶座“的事奉。福音茶座逢

週四下午一時半到三時舉行，內容豐富，有福音信息分享、醫

學講座、健康飲食、電影欣賞、社區講座等項目，特別在社區

講座中，邀請市政官員及其代表，並有警員代表，社區組織人

士，講解及回答各項華人關心的問題。使該中心，成為傳遞神

大愛，服務社區的地方。兩年多來的事奉，使我深刻感受到本

地華人社區人士，雖然衣食無憂，但由於文化、語言等因素，

對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比如個人權益等

方面，欠缺亦多。特別需要心靈關懷.而

福音茶座的第一要旨，就是要向他們傳

達神的大愛，同工義工所做的，就是要

他們感受到這種大愛。傳福音不是要講

大道理，自己的言行舉止要與蒙恩相稱,

不衹是口傳, 也是身傳, 這就是福音的表

達，愛的表現, 令所有參與能的人士, 知

道基督徒的生命改變是因信了耶穌, 帶有

基督生今命的香氣. 茶座日益興旺, 每月若有二百人 (次) 參加, 

但事奉非一帆風順, 參加人數會受天氣, 交通, 也有人專為某講

員而來等因素影響，有時亦會令人氣餒，但事奉工作，不在我

們的心思能力，乃是神的大能，三藩市有眾多的華人，是一大

禾場，需要我們去合力撒種，耕耘。有一句話在本地華人教會

流傳：唐人街是福音的剛硬之地。其實也是我們心中的痛。我

們傳遞的是神的愛，“愛是恆久忍耐”，我們不可停頓，更要

忍耐。下面一首打油詩，作為本文的結束:大愛傳華埠，信徒莫

等閒；來賓喜“茶座”福音澤萬民。



同學會成立簡介:

        中信同學會是由第八屆同學(共21位)及中信導師在5/4/2002

同受聖靈感動下於6/1/2002正式成立, 原訂每三個月一次例會, 由

2009年開始改為一年兩次.  

成立目的在於:

    1) 激勵對傳福音的熱誠

         行政小組: 主席/副主席、文書、司庫

    2) 能學以致用, 廣傳福音, 領人歸主

    3) 繼續進修 (會按同學需求 舉辦一些延伸課程), 藉導師

督導保持純正信仰及事奉心態

    4) 同學間保持聯系, 彼此建立/交流

    5) 薪火相傳:推介{中信}事工及培訓課程

    6) 實踐事奉, 回饋神恩及導師期望 

同學會是[中信本地宣道部] 屬下單位：

    一切運作: 對外: 須經行政小組及 [中信] 導師同意

            對內:  須知會同學會主席團及 [中信] 導師

    事工方面: 每位同學會成員均可提議，經[中信] 導師同意後，

                     由小組組長策劃及協助同學執行事工，並由主席

                     團及導師負責督導

同學會架構:��凡行政小組成員及各小組長每年必須至少出席同

���������������������學會一次, 能每次參加更佳

  

中信短宣同學會章程
     ���(Sept. 2017 revised)

�������事工小組: 組長/副組長、組員

        ����������各同學皆可提名,並交提名委員會甄選指派, 於四

������������������������月份同學會讀出接納提名委員會: 同學會主席與

������������������������中信導師(顧問)組成

�������會員資格: 凡完成 [中信個人佈道(短宣)訓練] 課程同學均

������������������������可申請加入

     �����會費: 每年$20.00, 學生$10.00(會按生活指數每年作出合

������������������������理調整)

�������會員權利: *可參與同學會舉辦各項事奉

������������������������*可參加中信本地差傳部北美短宣(若有困難,

��������������������������������可申請同學會短宣輔助金,但必須先行審核) 

             �*可免費參加同學會的[延伸] 課程(若重讀短宣

���������������������������������課程時可享有五折優惠 ; 若選讀任何單一課程, 只

���������������������������������收學費10元)

    �����������������*可借用中信福音中心舉辦與同學會有關之活動

��������������������������及會議.(必須事先以書面向導師申請)   

�������會員義務: *盡可能參加同學會例會

             �*按恩賜及能力積極參與/推介中信及中信同學會

�������������������������各事工

             �*積極推介中信每年一度之培訓課程

             �*積極參與中信年攤及佈道事工

��������������������������須每年按時邀交當年會費  

������會員須知：同學會成員 違反聖經原則，行為不端，經導

������������������������師勸導後仍屢犯不悔改者，必立時革除會籍。 

同學會�1同學會24 同學會�2同學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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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這期的文章包括新加坡短宣及退修會。作者們的分析給予

我們很大的提醒, 生命的培育與成長需要[與神同行] 亦需要行

在神選定的[方向][質素], 若不尋求神的旨意, 一切都是枉然,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著看守

城池,看守的人枉然儆醒。

�������人們嘗試用許多辦法討神喜悅,但[神所要的要你行公義, 好

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 保羅特別提到與神同行是因

[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我己經與基督同訂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我們是否向他們施過憐憫?

我們是否正在學習謙卑呢？我們的生命是否被神掌管？神讓我

們在群體中活著, 是各按其職, 互相幫助, 彼此配搭. 在愛中建

立自己, 成為一個愛的團體。

胡范綺芳

會員與會年費

    不少舊同學問一個問題：要成為一個現役同學會會員, 為

何要交會年費,到底現役會員有什麼權利? 有什麼義務?

        每一個組織都有它的使命, 宗旨, 目標, 活動。�而要完使

命, 宗旨, 目標, 必須通過不同的活動。中信同學會宗旨是幫助

同學們在受訓後繼續保持對傳福音的火熱, 靈命繼續增長,因此

活動包括幫助同學組織直接傳福音事工, 一如探訪, 社區服務, 

教英文, 入藉, 電腦教師, 興趣班…等等。又每年組織短宣活動,�

讓同學們經歷外地傳福音喜樂與憂傷。 增長同學們屬靈知識，

同學會文教組會安排適合同學需要的講座及印發期刊。

�������到底現役會員有什麼權利? 有什麼義務?

   �現役會員有參加中信同學會所有事工�(包括參加短宣隊)的

權利, 免費參加所有講座, 有選舉及被選舉同學會職員的權利, 

有申請助學金及短宣費用權利, 至於義務方面,只需要為同學會

禱告及交年費($20.00) 的義務。

�������我 心 裡 柔 和 謙 卑 ， 你 們 當 負 我 的 軛 ， 

學 我 的 樣 式 ； 這 樣 ， 你 們 心 裡 就 必 得 享 

安 息 。 因 為 我 的 軛 是 容 易 的 ， 我 的 擔 子 

是 輕 省 的 。

 馬太福音1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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