禧訊

第

106 期

2021 年 8 月 號

一份帶您走進基層服侍的刊物

滿有人性的服侍
服侍，必須有事奉的哲學、異象、聖經神學的
根據、假設等等。
禧福面對 100 多萬的貧窮人，21 萬的劏房戶，
當然必須考慮策略，如何能以最少的資源，幫助
最多的人，我們也牢牢抓著基層福音工作的聖經
神學根據；但禧福的特色與核心價值，就是「人
性化的服侍。」就是身同感受，體會到對象的痛、
無奈、恐懼與孤單。

主耶穌的服侍滿有人性，是身同感受
祂自己肚餓，要在無花果樹找果子吃、祂的門徒
餓得要摘麥穗，所以祂不忍心 5 千人餓着肚子回
家。旅途疲憊的時候，撒瑪利亞人卻不接待祂，
祂常常連枕首的地方也沒有。我相信主耶穌明白
露宿者見到市政府的人員刻意在晚間噴濕廣場、
在他們聚集的涼亭，鋪鵝蛋石的感受。
主耶穌嘆氣，陪人哭，因為衪感受得到。

我們學效主耶穌，服侍要有人性
地盤事工，在夏天派涼茶，派冰凍西瓜，因為
同工、義工曾是地盤工人，或是長期委身地盤，
深深明白驕陽如火體力勞動的煎熬。當他們讀
主耶穌的說話：「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或是「一
杯涼水的賞賜」這些話不只是一個道理，乃是
切身的體會。
主耶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

會長的話
| 劉達芳博士

你們給我喝；我在異鄉時，你們收留了我。」
太 25:35。祂是說，祂沒有運用作為完全的神，
去消減肚餓、口渴、露宿的難受，祂作為完全的人，
祂百份百感受到餓、渴、想睡沒地方睡的痛苦。
而祂想著的，不止是自己，祂還認同那千千萬萬的
「小子」感覺。

滿有人性的服侍，不只顧外面，也回應
內心
來拿熱飯的長者，不只是肚餓，他們內心淌淚，
因為兒女撇下他們不管。所以，我們會為他們做
生日。
劏房戶、棺材房戶，不只是不見天日，婦女及孩
子們身心更長期被壓迫。我們定期安排他們到禧
福的「生命田園」去享受園藝的樂趣。因為我們
相信劏房戶也有渡假的權利。

盼望主耶穌喜悅我們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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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語言
為宣教夢添翼

本地跨文化宣教部 藍美紅主任

踏上跨文化宣教的路，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學習語言，而學習外語，其實也包括學習別國文化。若能投入
學習，下過的苦功不會白費，其滿足感也叫人欣悅。
過去幾年，禧福本地跨文化宣教部開辦了不少語言班，例如：阿拉伯語、烏都語、法語、印尼語和尼泊爾
語等。在這些語言班中，老師除了教授簡單對話，也會講解該地文化，讓學習過程變得更加生動和有意義，
學員們的心聲很具激勵性：
Jane （化名）是一位老師，她參加了

另一位學員發現學習「烏都語」的發

烏都語班後分享︰「我發現在香港忙

音，殊不容易，但導師很用心教導，

碌的生活中，很多人都忽略了自己的

每次課堂都充滿愉快學習的歡笑聲。

鄰舍，尤其是少數族裔。在我工作的

最後一堂，大家更一起外出，體驗巴

學校內，有很多巴基斯坦學生和家長，

基斯坦的美食和生活文化，叫學習更

當我使用新學會的語言和他們交流時，

有趣。

當中的滿足感難以言喻。」

義工阿玲（化名）分享︰「學習尼泊
爾語不算太難呢…課程讓我掌握基礎
的對話，拉近了我和尼泊爾人士的距
離，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心聲，非常有
意思。」

還有，「走近印傭的文化及語言世
界」的學員都表示︰在學過印尼語
及文化後，可以更快的與「印尼姐
姐」建立關係，並對這個群體加增
了體諒和愛護。

學習外語並不容易，但若有活潑的教學、文化的體驗、並同路人一起切磋，就能提昇學習的效果。帶著
宣教的心去學習外語，更是要注意提升自己對人的敏銳度，學習如何用心聆聽，在互信和溝通中建立友誼，
分享福音。

11 位地盤工人疫情下受洗

地盤事工 李恩祺主任

疫情無阻聖靈作工，一個「超額」完成的浸禮，叫我們喜出望外，大受鼓勵。
過去兩年疫情中，地盤事工舉步維艱，每周聚會因限聚令都暫停。然而，艱困磨難叫人心，更向福音開放，
同工們鍥而不捨，聖靈又大大工作，11 人願意受洗歸入基督。
沙灘本應水洩不通，我們懇切禱告。浸禮當日，卻遊人不多，那個大涼亭讓所有人在烈日下有個遮擋，
使敬拜充滿著喜樂。
11 位受浸者，連同親友義工，一行 60 多人，我們安排了嚴格的社交距離分隔措施。然而聖靈的工作卻不能
隱藏！

．一位坐輪椅的弟兄，剛切去了一條腿，一直都面帶愁容，但在浸禮當日，經歷聖靈充滿，
臉上充滿喜樂。
．另一對母女一同受浸，神的愛叫她們修補了破碎的關係，浸禮後母女相擁，見者無不喜泣。
．一位弟兄不理四目睽睽 , 與太太相擁抱一起，原來他為太太的信主禱告了兩年多，能見
她受浸，心感主信實可貴！
奉獻支持

2021 年 4 月 - 6 月

收支報告

1. 郵寄支票
以劃線支票郵寄至本會財務部。支票抬頭「禧福協會有限公司」或「Jubilee Ministries Ltd.」
2. 銀行過戶 *
直接到銀行或於網上過數至本會下列戶口：
「匯豐銀行」戶口 007-236243-001 │「南洋商業銀行」戶口 478-1-125680-5
3. 按月自動轉賬
請到 www.jubileehk.org/donation.html 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填妥後寄回本會。
4. 信用卡網上奉獻
www.jubileemin.org/payment.php

收入
奉獻
學費
銷售
活動收入
其他收入
不敷

5.「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FPS) *
直接使用網上銀行或流動理財 App 過數至本會戶口，「轉數快」ID ︰ 3740891 或
電郵︰ info@jubileehk.org

9,650,934

* 請寫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連同銀行存根 / 直接付款授權書 / 屏幕截圖證明，以 whatsapp/
電郵 / 傳真 / 寄回本會，以便發收據。whatsapp 號碼：2708 8666 │ 傳真號碼：2708 8771
備註：奉獻 HK$100 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作申請扣稅之用。

2021 年 4 月 - 6 月 禧福協會各事工的服事統計

支出
同工薪酬及強積金
租金 / 管理費 / 差餉
事工費及活動支出
經常費

2,438,222
5,368,915
1,314,898
528,899
9,650,934

人數 / 人次：

內容

3,482,827
823,010
575,969
40,337
3,568,621
1,160,170

( 包括國內及短宣 )

接觸 / 服務人數

派熱飯

決志

洗禮

課程學員

合作教會 ( 間 )

總數

21,325

29,231

84

11

547

489

地址：九龍佐敦廟街 239 號八福匯 15 樓
電話：2708 8666 電郵：info@jubileehk.org
網頁：www.jubileehk.org 督印人：劉達芳博士

董事團

胡平凡長老（主席）、鄭偉民律師（副主席）、
梁吳麗蘋女士（書記）、盧偉旗牧師（財務）、
陳美儀牧師、陳永生校長、康貴華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