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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鄧少冰

有時候，我會幻想一

下若果神要給愛浸一張成績表

的話，成績表上的分數會是如

何呢？我們在同心合意上會得

分多少呢？而又不知在忠心管

理上又會得分多少呢？雖然我

們未能得知神會如何評分，但

從聖經中我們知道同心合意和

忠心管理也是得神喜悅的信徒

品格。
在今期的愛浸月刋中

，我們探討到教會在人力資源

方面的情況，從而學習如何作

神忠心和同心的管家，善用神

所交託的資源，更携手合力完

成神所交託的使命。

另外，在今期的月刋

中內附讀者回應表一張，盼望

親愛的弟兄姊妹能夠坦誠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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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這個初出生的文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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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事問

「人手不足」是一般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經

如松柏的年長兄姊。雖然背景各有不同，

教會二百多人的總人數來說，以上所列出

常面對的難題，究竟箇中原因何在呢？是

但他們也本着事主事人的心志，盼望能為

的單位之多實是毫不簡單。在如此情況下

純粹因為缺乏願意承擔的人呢？還是因為

神家作出貢獻。

，各單位之間的溝通默契是不可缺少的，

缺乏有能力承擔的人呢？又或者是參與的

三）各展所長：你又有否留意到教會近這

以致大家能清楚了解彼此的工作目標和範

人需要付出太多以至「力有不逮」？抑或

一兩年來多了不少富有創意的事工和外展

圍，繼而更有效地運用會眾所付出的時間

是方法不足以至「事與願違」呢？就如何

活動呢？那些工作也是按著弟兄姊妹的特

與努力。

更有效使用教會人力資源這個問題，每事

別專長而產生的，例如兒童舞蹈班、太極

三）需要深度：開始一個新的事工並非容

問訪問了教會內外不同人仕，探討如何藉

班、手工藝班等等。除了讓會眾可以在事

易，但要持續地發展並發揮該事工的果效

著發揮會眾的潛質，從而令事工有效地進

奉上各展所長之外，此等以興趣活動為賣

卻需要更多時間的投資和策劃。因此，當

行，神國不斷地擴展。今次的被訪者包括

點的外展策略，也實在吸引了不少教會外

面對教會內外眾多的需要時，我們不得不

有教會內的會友與理事、商業機構的行政

的朋友來參加。

作出衡量和取捨，從而集中弟兄姊妹的力

人員、基督教教育學者及神學院教授，希

除了藉著感謝的地方之外，另外亦有三項

量在重點的事工上，叫每一工作也有質素

望藉著不同層面的觀點而達至忠誠中肯的

需要關注的要點。

，有深度地進行。

三項關注：

哪麼，在對教會在人力資源上的狀況有所

報導。首先，讓我們看看教會在人力資源
方面三項值得向神感恩的地方。

三項感謝：

一）需要平衡：無可否認，近年我們教會
的事工是增多了，內容是豐富了，但同時

一）願意委身：我們的會眾是一群願意委

弟兄姊妹的肩頭是沉重了，擔子也加添了

身，願意付出的信徒。從年青至年長，我

。他們雖然是本著一份單單願意擺上的心

們也不乏熱心事奉的人，正在承擔著各層

志，但久而久之，開始感到疲乏無力也是

面的事工，服待著各階層的對象。他們很

容易理解的。而且，基於大部份會眾也是

多也是本著默默耕耘，不計成果的態度，

用工餘及家庭以外的時間來事奉的，若果

就算是得不到人的稱譽，得不到實質的回

因為事奉工作沉重而影響生活平衡，影響

報，他們也堅忍地繼續為主擺上，這是值

身心健康的話，那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得我們向神感謝的。

二）新人輩出：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你
會發覺教會內冒起了一股新的事奉力量，
有些是逐漸成熟的年青人，有些是同時兼
顧家庭與工作的婦女，而另外亦有一班老

二）需要默契：屈指一數，我們教會有四

了解後，下一步又如何呢？每事問從眾被
訪者的分享中得出了以下的三項原則和三
項提議：

三項原則：
一）以基督為首：雖然看似是老生常談，
但這却是歷久常新的真理。基督是教會的
頭，是事奉者的「老闆」。無論是個人或
教會，我們與基督的和諧關係，也是任何
事工進行的必要條件。而若果我們忘記了
將基督作為焦點的話，那就算最有智慧的

個會眾﹝廣東話、英語、國語和兒童﹞，

人事管理模式，也不能叫事工做出果效。
六個部門(每部另有內部分枝)，六個團契， 二）按聖經教導：既然我們要學習如何在
六個新成立的小組，和其他多個事工。以 神的事工上運用神的工人，當然要按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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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續)

採訪: 楊傲軒
相信弟兄姊妹很有興趣知道安德信傳 衝擊時，他無可至疑地說也曾遇過，其中

協助英文部的領袖小組成長，他很希望很

道為何會在云云教會中選擇愛浸成為他牧 語言是他最大的障礙。就好像當參予聯合

快這領袖小組能夠成熟、獨立，然後他就

養的教會，尤其是身為白人的他為何選擇 崇拜時，雖然有翻譯員，但聽翻譯會比正

功成身退，去幫助其他事工發展。

華人教會呢？

常的講道慢，理解也相對地遜色。當講員

安德信傳道有一個願望就是在一間融

原來安德信傳道並沒有想過會選擇牧 論及一些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笑話時，台下
養華人教會，直到他在神學院的最後一年 的會眾因而發笑，但只懂英語的他卻不知

合多種文化、不同語言的教會﹝日本人、

，他有機會在一班講英語的華人青少年和 因何而笑，這種情況經常出現，不過他也
其他華人的會眾中講道，令他非常享受與 慢慢地習慣並不以為意了。除此以外，他

唱詩讚美，一起敬拜，一起在靈裡學習成

他們一起的時間。之後，北美宣道會的牧 也沒有經歷過甚麼特別的文化衝擊了。每
者對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服待在移民後 當他和只懂中文的年長一輩溝通時也曾鬧

上、精神上、心靈上與弟兄姊妹一齊去幫

出生的第二代的華人青少年，因為他們極 出不少笑話，但這只令他更加體會到主內
需要英語的傳道人去牧養。於是安德信傳 一家的和諧。弟兄姊妹從不嫌棄他不會講

仍有很多妓女、精神病患者、毒品使用者

道開放自己在非白人的教會中服侍的可能 中文而不喜歡和他說話，反而會用有限的
英語和他溝通，甚至教他講中文。另外，
性。
後來，在2001年與教牧同工會面後，
安德信傳道一家被邀請到愛城華人浸信會
參加受苦節的崇拜聚會，與會眾一起用詩
歌讚美神。雖然大家用不同的語言去唱詩
，但他仍深深感受到大家在主內的合一，

弟兄姊妹對他的愛心溶化了所有衝擊，而
且他說笑道大家在請客時沒有逼他吃青蛙
﹝田雞﹞腳、魚眼等﹝但他強調他最討厭
吃紅豆沙﹞白人甚少接觸的食物，使他覺
得沒有甚麼特別深刻的衝擊了。

長。另外，他也希望無論在情緒上、心理
助在同一個社區有需要的人。因為社區中
等生命需要主耶穌基督去拯救。
弟兄姊妹，你們又能夠怎樣在社區中
見 證 神 ， 令人
的生命得到改變
，令神的名字得
著榮耀呢？讓我
們携手一起同心
合意的「榮神益

安德信傳道究竟有甚麼異象呢？

並一起經歷敬拜神的震撼。再加上弟兄姊

中國人、白人、非洲人等﹞去事奉，一起

人」啦！

妹們熱情的款待，讓他感到致身在一個溫 在英文會眾當中，又有甚麼目標呢？他最
希望見到無論人數和會眾的靈命都有所增
暖的家一樣。
長，以及見到人的生命得著改變並接受主

當被問到他在教會內曾否經歷過文化

耶穌成為個人的救主。安德信傳道現正在

們所負責的歌舞劇。唔講你唔知

手法，去讓其他人認識主耶穌基

皆因當大家環顧四周，便會發現

，無論是兒童和婦女的歌舞、或

督。例如在年宵的舞台上，有我

有些中式餐館的牆上，依舊貼有

是年青人的話劇，他們只得半個

雖然農曆新年已經過了一個

賀年揮春；又或者有些家庭，仍

月的時間去綵排。如果你也是在

月，但是節日氣氛依舊，何解？

然放置一個全盒在茶几上。究竟

另外，據消息透露，是次的

場參觀的一份子，你也會被他們

講到新年，你有沒有去年宵

歌舞劇也邀請了一些未信主、但

是他們對新春的節日氣氛念念不

市場呢？或許你會見到一些熟悉

已常參加團契活動的朋友參與。

的精湛演出所吸引，真的要讚嘆

的面孔，因為本會於數年前已經

原因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信主之

忘，或是懶得去收拾呢？這個就

參與年宵的工作。近這兩三年，

前，也曾經藉著參與這個事奉，

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和偉大！

藉著教牧同工的帶領下，各華人

從而更加認識神、了解主基督的

無從稽考了。

教會的弟兄姊妹的同心、為著福

愛，最後決志信主。所以，這個

年宵事工本身也是一個傳福音的

音的緣故，去散播福音的種子。

每當家長等候子女在兒童天地玩

媒介。

我們作為基督徒，除了要裝

備好自己，更應該抓緊任何可以

傳福音的機會，做好撒種的工作

。希望明年在年宵的事工上能見

到你的參與啦！

耍的空檔，基督的精兵便會出動

，向他們傳講福音。當中有家長

願意聆聽的、也有拒絕的，但弟

兄姊妹並沒有因被拒絕而氣餒。

他們深信，在一百粒所撒的福音

種子裡，就算只有一粒是有收成

，所剩餘的九十九粒，已經植根

在人的心裡，神自有衪的時間和

計劃來讓那些種子發芽生長。所

以弟兄姊妹忘記疲倦，仍然站在

人潮裏，去派發福音單張或一些

得救見證的小冊子，他們希望要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

除了以上傳福音的方式外，

教會也加入了一些輕鬆、有趣的

我們教會在年宵市場內的話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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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王慧誼

亦喜歡聆聽講台的
。﹂另外， Judy
訊息：﹁牧師講的道好有智慧，教

﹁讚美讚美，全能真神，宇宙

萬有君王！我靈頌主，因主使我得

會有時又會邀請其他講員，我認為

樂和愛心亦很吸引 Judy
。﹁教會的
人比較有愛心，願意付出和不計較

贖，賜我健康；聽主聲音，都來進

。信主 耶(穌 是)一種很大的力量，
人的力量好有限，有信仰是一條出

入主聖殿，歡然向主恭敬讚揚 …… 聆聽不同的人分享不同的經驗也是
﹂當進堂頌的歌聲響起， Judy Tse 一種學習。﹂
便開始享受崇拜時所帶來的寧靜氣
除此以外，基督徒所流露的喜

她們是基督徒。幾個月前，她應邀

路吧。人生會遇到很多事情，我感

氛。

出席以馬內利團的聚餐和由朱家欣

到基督徒在面對困難時會樂觀點，

在返愛浸之前， Judy
因著工作
關係已經認識馮太和馬太，也知道

姊妹負責的飲食健康專題，便開始

亦有顆喜樂的心。﹂聽到這裡，不

可曾被邀請接受主耶穌
Judy

成為其個人救主呢？ Judy
表示相信
是要發自內心，但暫時仍未有感動

禁要問

徒原來是一班滿有喜樂的人，而她

，還需要多些時間去認識教會和聖

認識甚麼是團契。原來 Judy
在此之
前從未返過教會，也不知道甚麼是

亦慢慢被他們的喜樂所感染。可惜

經才作決定。

團契。但經過這次聚會，發覺基督

因為全職工作和要照顧家庭的關係

， Judy
不能返團契，但她卻繼續參
加崇拜。

﹁馬太講過返教會好似返屋企

一樣，她這句話令我好感動。﹂雖

然 Judy
並未信主，但她仍能投入我
們的敬拜之中。﹁我覺得返教會 (

崇拜 是)一種享受，平時忙碌地工
作，崇拜可以讓我安靜下來。而且

我很欣賞崇拜的音樂和詩班的獻唱

，我覺得他們很專業，歌聲很美妙

˙Judy有感小孩子的階段很短暫，故很珍惜
跟兒子相處的時間。

採訪: 霍穎儀
身為媽咪的你，曾否因要照顧家中的

負擔轉化為行動。「參加這個主日學令我

到事奉中的得著，她說:「與神的關係密切

小孩而分身不暇，沒有機會出席教會既定

好震驚，令我反省到自己平時原來無細心

了，亦更清楚神要我做什麼。」

的團契呢？縱使你很享受與家人相處的時

思想神的說話，有些事知道要做又不做，

浸有一班與你經歷相似的年青婦女，她們

每一個事工的誕生就好比一棵新的幼
優先次序放錯了!」原來Christina在結婚和有 苗，需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去栽種。
小朋友前是很活躍於教會生活的，除了參
看過Christina的分享後，除了禱告外，
加路加團，也當過崇拜的司琴。「我試過
你還會用甚麼實際行動去支持她們呢?
為教會事奉而負擔過重，覺得好灰心，原

已組成了一個幼兒室婦女小組，等待你的

因不是因為很多事情要做，而是別人不領

加入。

情。但上了這個主日學之後，令我明白到

間，是不是仍想有一班同是“媽咪”級的
姊妹和你一起分享育兒心得、互相支持呢
？如果你答是的話，你並不孤單，因為愛

這個小組的組長歐陽李淑妍由於也是

事情的結果是掌握在神的手裡，我只須盡

兩位小朋友的媽咪，所以在很久以前已察

好本份做應做的事。」組織婦女小組的心

覺到教會中一班年輕婦女的需要。「我也

志是有 了，但禱告還是不可少。

參加過“親子橋”，但時間不能常常遷就

由上年十一月開始，Christina就將這件

到，又未必能找到人替我看管小朋友。有

事工放在禱告中，因為擔心這可能只是出

時覺得很迷失，因為湊小朋友已佔據了很

於自己的心意。到十二月下旬，跟Hetta和

多時間，能難專注同神交通。」Christina透

馮太傾談時，發覺大家對這個婦女事工同

露當時也有其他姊妹表示有心志去發展一

感一靈，而在祈禱會的分享中，又得到Agn

個婦女團契，但一直都只聞樓梯聲，而她

es，GraceChan，和Florence的支持。「得到

˙於大學主修音樂的Christina現在每個月

也只是繼續等待。直到去年梁許麗嫦姊妹

屬靈同伴的支持，令我得到更大的動力。

的第二及第三星期日都會為國語部崇拜

推介她參加主日學“不再一樣”後，Christi 」這個幼兒室婦女小組經過她們的同心禱
na就有很大的推動力將這個對婦女事工的

告下，終於在今年一月正式開始聚會。問

3

當司琴。

(續第一頁)

三項建議：

三）建立靈活的分工模式：若果不同部門

的原則來進行。首先，聖經教導我們要彼

一）建立清晰的共同目標：有清晰目標才

，事工，團契和小組的負責人能增强溝通

此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並且能

能訂定明確方向，才能決定有效策略，才

聯絡全德。若沒有愛人愛神的心，任何事

能集合全體會眾，同心向目標邁進。在此

工最後也是枉然。另外，我們要明白及履

需要特別强調的，是教會若要奠定清晰的

行聖經教導關於管家的職份。神國的管家

共同目標，便必要放棄一些未能完全配合

並非單指一班教會領袖，卻是指到一位基

目標的工作，而會眾亦需要為著「共同目

督信徒。我們既然因為同一份救恩而成為

標」而放低個人理想，這樣才能使教會整

基督身體的一員，所以務要「百節各按各

體能夠完全對準目標。一個得著會眾共同

職」地同心事奉。

參與的「共同目標」能促使人力資原得到

三）按恩賜事奉：「按恩賜事奉」不單止

有效的運用。

是保羅的教導，更加合乎人事管理原則。

二）建立誠實的檢討制度：一個誠實的檢

如此取向能幫助工作達致事半功倍的理想

討制度，不但能幫助量度工作進展和果效

目標之餘，更令當中的參與者感到比較輕

，更能從而分析個別工作是否配合教會奠

省，從而更有力地投入事奉。因此，我們

定的共同目標，繼而客觀地結論如何調整

是需要落實地發掘會眾的恩賜，並進行有

工作，甚至決定工作是否需要廷續。這亦

系统的培訓，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質。

能幫助決定如何運用人力資源。

，彼此配搭，按着已定的共同目標來建立
分工制度的話，這樣不但有助精簡人手，
亦有助培養整體同心合作的氣氛。

結語：
基於編幅限制，本文章未能將被訪者的所
有意見一一盡錄，却只能抽其精髓，盼望
達到刺激思考的作用。另外，雖然要履行
以上提出的原則及建議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然而教會若能上下一心，積極正面地作
出嘗試，「有效地發揮教會人力資源」是
絕對能夠達到的。既然基督的教會就指教
會內的全體信徒，就讓我們從個人層面做
起，先鞏固與神之間的關係，被神更新，
然後加入教會的事奉團隊，幫助教會成長
，使教會能有效地宣揚基督的信望愛。

年宵福音事工
一月廿三及廿四日於北地場館

兒童圖書館開放日

，得到弟兄姊妹支持，當日的

二月八日正午於副堂舉行。除介紹

舞蹈及話劇得以順利演出；尤

益智及屬靈書籍、錄音帶及影帶外

於攤位遊戲及紙摺金魚﹝附聖

，亦設有遊戲及短片播放的時間。

經金句﹞更深受大小朋友所歡
迎。

一元午餐

猴年花燈迎主恩

一如過往，二月九日於亞省大學舉
行。美味而物超所值的食物，當然

中文學校與兒童部合辦的迎春

吸引不少大學同學前來品嚐。

節目。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在
本會運動場舉行，介紹中國傳

愛群動力舍

統文化、應節食品，並有唱遊

有益身心的太極及健康舞班捲土重

及花燈製作。使小朋友在課堂

來，由二月十日開始，逢星期二、

以外，對中國的節日有更多認

四上午十時舉行。歡迎各弟兄姊妹

識。

帶同朋友參加，費用全免。

陳孟賢教授蒞臨証道
二月一日的主日崇拜，誠蒙陳

˙兒童圖書館開放日
˙猴年花燈迎主恩

婦女茶聚
二月十六日晚上七時正為本會國語

孟賢教授蒞臨講道，並於崇拜

部每月一次的「 婦女茶聚。會

後設有迷你書攤展出其個人著

中內容﹐分享到家庭生活、兒女

作，購買者還得到陳教授的親

教養等。主領者為邱陳潤嫦女士。

筆簽名。

採訪：
陳鄧少冰
˙一元午餐

˙吳守信牧師與陳孟賢教授合照

• 國語婦女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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