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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古不變的

翁麗玉牧師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總幹事

十九世紀，人類懷著高度期待，企

盼邁向一個新紀元來解決全人類的窘困；

果然，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間，無論科學、

醫學、生化、工業、文化⋯，實現了十九

世紀的夢想，甚至超過人類所預期的。

但是，二十世紀結束，迎向千禧年

的那一刻，世界各地的人良心忽然醒悟

過來，發覺拼命追求現代化、科技化的結

果，人類正陷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浩劫，並

且沒有人預測得到科學技術進步的未來，

人類的心靈問題如何平衡，後現代之後的

「後」，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正如兩約之間的四百年，神沉默不

語，沒有默示和啟示，但人類歷史的演變

沒有停止，反而出現了施洗約翰和救

主耶穌；故此，我們深信，這個世界

正在轉化中，人們更需要福音，世界

更需要救恩，人類更需要心靈的回歸

與重建。

藉由這一本《禾場拾穗》見證

集，且看我們這二十幾年來是如何經

由職場宣教為福音鋪路。我們領受

簡單清晰的異象－職場即禾場，培訓

職場基督徒成為雙職傳道，在職場實

踐耶穌的大使命，以生活佈道傳揚福

音，漸進的將福音帶進職場與社區。

有一天，耶穌帶著彼得、約

翰、雅各上山去禱告，正禱告的時

候，祂的面貌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 

﹝路九：28-29﹞。這些年我們試著

用多層面的宣教策略傳揚福音，在不

變的真理上改變像貌，使福音與生活

結合。

保羅是第一世紀偉大的宣教士，

他的宣教策略影響我們到如今，他

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

慧⋯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

到神面前」﹝西一：28﹞。但願我們

為這世代邁向新的定向時，能夠激發

你的共鳴和同行。

福音

我們傳揚他， 

是用諸般的智慧⋯ 

要把各人在基督裏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西一：28



目

錄

亙古不變的福音  翁麗玉牧師

 

禱告、信心、行動

 

活出召命

家

成長

事奉

生活

烈焰職場你我他

職場禱告點

職場小組

節期佈道

生命故事

行業團契

雙職傳道與教會

傳遞異象募新兵

協助教會向社區外展

與教會同行惠社區

雙職傳道與社會

向家人表達愛與關懷

向社區放送歡笑

優質生活好體魄

巴拿巴學院及Nice Talk發展

心靈輔導

心靈健康專家論壇/
新聞發佈會

心靈健康研討會

02

07

09

10

11

12

13

14

15

15

16

17

19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33

34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但以理學院

巴拿巴學院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 0706 |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   職場即禾場  | 禾場拾穗第五輯 

2004年，翁麗玉牧師從台灣到香港推動職場宣教，建立

「但以理學院」，並於2008年成立「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培訓職場基督徒成為雙職傳道，於中港兩地落實職場宣教及職

場轉化之屬靈運動。

職場宣教運動創始於上帝，歷世歷代祂在找尋與祂同工

的行動者，而耶穌基督從職場呼召門徒，把普世宣教的使命託

付給他們；今日，職場宣教運動即是回應一直以來的宣教使

命。

職場宣教遍及各種不同層面，在發展過程中碰觸許多破

碎及創傷心靈，於是2016年1月香港忠僕事奉中心成立「Nice 

Talk」協談中心，為廣泛關懷輔導個人心靈健康，於2017年九

月建立「巴拿巴學院」，祈願培訓更多基督徒輔導師。

以純正信仰培訓職場基督徒成為「雙職傳道」，獻身為

主，推動職場宣教及職場轉化，完成基督託付的大使命。

宗旨

每月敬拜禱告夜

課前敬拜禱告

各區職場禱告殿

烈焰職場，燃燒職場宣教心

超然的禱告和信心托著超然的事奉

週六早上祈禱會

禱告 信心 行動



在這充滿張力的世代，琳琅滿目的資訊模糊了人
們追求真理的心；但也是基督徒起來行動的好時機。

自古以來，上帝沒有停止呼召人來與祂同工，而
每一位領受福音的基督徒都應該是與神同工的工人，
聖經說：「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祂的莊稼。」﹝太九：38﹞。

基督徒遍佈社會不同崗位，廣泛接觸各界各方人
士，既是領受了神的厚恩，就當回應神的呼召，以生
命見證將福音傳開！

活出召命

但以理學院
但以理學院設立三年門徒培訓，栽培職場基督徒

以傳道者身份影響職場；以信仰根基運作工作職責；以

愛和使命尋找拯救失喪靈魂。一年招生一次，課程分初

級、中級和進級，取得結業後得進修中華福音神學院之

延伸課程。

課程分門徒訓練，生命塑造，研經與神學，以真理

奠基，建立健康平衡成長的委身者，在職場實踐愛神愛

人的事奉。

異象
職場即禾場 

使命
讓福音遍傳每一個職場
Mission in Business / Workplace is a place of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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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服事神的人，將自己奉獻給別人之前，應該先與家人建立美好關係。因為，

「家」是神在創世時給人類的禮物，天堂由「家」來表彰，愛的實踐從家庭開始，

所以家是事奉者的生命搖籃。

家 ─ 事奉者的生命搖籃

感謝神，岳母受浸了！

很興奮！媽媽受浸了！
小時候，爸爸陪我玩耍

；

現在爸爸老了，輪到我
陪爸爸玩。

「媽媽，讓妳認識我雙職傳道的學習。」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

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路一：17

秉著這個校訓，但以理雙職傳道追求真理中的成長，三年門徒訓練，從轉化自己到

感染他人，每天用禱告開工，用喜樂面對工作挑戰，受訓與實踐如同一同當兵， 

「一日但以理，一生但以理」是我們的心志，憑信跟著異象走。

  烈焰職場營，燃燒宣教心
，繼續向前行

「一日但以理，一生
但以理！」

成長 ─ 是委身的開始

  門徒培訓，生命塑造

「⋯所以，親愛的同
學們，我們要有使命

， 

    也要有愛⋯」

「主阿，感謝你容讓我在工作中遇    到挑戰，求你賜我智慧跨過，並    得勝有餘！」

  生活佈道，堂上操練，課後實踐「聽完感人見證後，讓我告訴大家如何    找到這份愛⋯」



12 |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   職場即禾場  | 禾場拾穗第五輯 活出召命   | 13

靈修親近神是我們事奉的本位；教會事奉是神家中的本份；而職場和社區事奉是福

音遍傳的途徑。

上帝從埃及呼召祂的百姓出來，為的是單單事奉祂；基督徒要聽道，更要行道。尋

找、拯救失喪的人，是耶穌交付給我們的使命，一切裝備要與靈魂得救連結才有價

值。事奉中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事奉中能夠緊緊倚靠神，我們正在學習柔和謙卑

與神同行。

事奉 ─ 是深化生命的催化劑

團隊事奉   策劃
領導 彼此順服

短宣交流  潛能開發
「A隊負責台前、B隊負責招待、    C隊負責佈置，大家各就各位」

「約拿的使命與保羅的使命
有甚麼不同呢？」

領受恩典的基督徒沒有特權，跟一般常人一樣遭遇苦難與不安，但是不一樣的是，

我們有耶穌作保障，靠著祂的恩典使我們信仰、生命、生活平衡健康的成長。

生活 ─ 是生命轉化的見證

晚上培訓裝備

「電視長劇、韓劇
⋯⋯已不再吸引我

了，

唯有耶穌是我的吸
引。」

 假期節日，親親爸爸，一起歡渡美好時光
「大家好，很高興認識但以理大家庭」

  午飯時間不忘關心同事「恭喜你，我們從此已成為主內弟兄了」

  工餘鬆一鬆
「一二三四、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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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信仰考驗最真，屬靈爭戰最
烈；職場宣教要用諸般智慧，把人完完
全的引到神面前！我們不敢以為苦，卻
是照著神在我們裡面的大能，盡心竭力。

各種專業技能全是神的恩典，無以
自誇，這恩典使我們成為職場鬥士，憑
著信活出真善美聖的見證。

烈焰職場
你我他

哪裡有禱告，哪裡就有神的同在！

焉知一切的裝備，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禱告點

職場小組

16 18香港島禱告點 個 個九龍、新界禱告點

「祝福灣仔區每個職場， 

    有公義有憐憫。」
「同事們，讓我們談談撒該的 

   人際問題⋯⋯」

「我們今天談談如何在 
    工作中找到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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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福音契機，跨越世俗化、休閒化的節期。 苦難是化妝的祝福；成功是上帝恩典；得勝是耶穌所賜！

但以理同學拍攝影片專輯的生命見證：

鄭健榮 臨床心理學家

伍均琪 國際時裝設計師

辜俊萍 電影發行人

王溢德 脊醫師

「多謝一群熱心的基督徒同事， 

    今個聖誕很溫暖！」

「聖誕真義是甚麼呢？ 

    讓我們一起唱出來： 

    小小的主耶穌，無枕 

    也無床⋯⋯」

「原來在辦公室都可以嘗 
   到人情味！」

少年時已看見心靈的需要，到如今藉專業
回應醫治心靈的召命

創作靈感來自創造主，設計出一件件隱藏
著基督教文化的衣裳

選片不從世界的喜好，只討上帝的歡喜，
是上帝的發行人

看見人身體的需要，從專業鑽研解決方
法，成為神祝福人的道管

生命故事節期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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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Fellowship
堅固時裝業基督徒，在花花世界裏活出基督，領人歸主。

感動就要行動！藉著不同專業與職場，影響不
同層面的心靈。

行業團契生命故事

基督徒公務員團隊
我們的異象是復興政府，祝

福香港。

葉彩霞 《尋死尋活》

王帶娣 《拼命六妹》

張潮宗 《熱血尋愛 》

潘德勵 《莫邪》

親離死別抑鬱纏  神愛憐憫獲新生

事業得志父病危  蒙神轉化新人生

幼時父棄不懂愛  親歷生死重拾愛

邪靈纏擾噩夢生  覓得真理認識神

但以理同學拍攝影片專輯的生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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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烈焰職場保險團契
我們的使命宣言是：「活出主愛，廣傳福音，雙重保險，使命人生。」

中環醫護團契 
歡迎中環工作的醫療界人士

加入我們職場宣教行列！

「醫生不但關心你的身體，

也關心你的人際，所以這

個中午跟大家談談人際關

係的藝術⋯⋯」

國泰基督徒團契
「今日很高興，可以代表香

港忠僕事奉中心，跟大家

分享職場飛揚。」

職業訓練局 基督徒小組
「要提升你的快樂指數，請多些付出︑少些計較。」

午間小聚，和諧講座，轉化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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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往往是教會的核心，也是教會最渴望
培養的柱子。但如果沒有清晰的價值觀，很容易
被忙碌和壓力奪去信仰的喜樂；職場基督徒如何
把十架擺在前面，世界擺在背後？

但以理學院用三年課程轉化職場基督徒的
信仰觀，從愛家行動出發，在職場領人歸主，為
主預備合用的百姓。這樣的雙職傳道觀念是屬於
每一位基督徒的，願神的靈大大動工，讓教會的
職青走出四片牆，信仰生活化，生活福音化。

雙職傳道
與教會

職場宣教人人有責，雙職傳道人人皆可！

傳遞異象募新兵

「基督精兵，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

為教會提供精兵短訓

「你看見嗎？香港需要轉化，

你願意為主去嗎？」

   教會崇拜講道、宣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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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關懷、救恩！ 教會是街坊鄰舍的好撒瑪利亞人！

協助教會向社區外展

「你好，神召會安達家庭服

務中心願意為你服務⋯也

可安排家庭探訪⋯」

「親愛的父母們，你
們要讓孩子學

習為自己所作的決定
負責⋯⋯」

「親愛的主
耶穌，我願

意打開心門
，邀請你進

入我生命作
我的救主」

 街站宣傳，
家庭探訪

「婆婆，換
了個新髮型

，

馬上醒神！
」

   協助教會
社區剪髮

「小朋友，這個是需要或想要？」
為教會提供親子活動

街站宣傳，家庭探訪

為教會提供親子講座

講座、微笑行動、社區探訪、佈道會。

與教會同行惠社區

「歡迎安達邨街坊朋友來到今晚的聖誕佈道會⋯」協助教會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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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說香港社會很現實，香港人
很冷漠。如果耶穌走遍香港每一個角
落，耶穌會看見什麼？耶穌會聽見什
麼？祂會為香港做些什麼？

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
牧人一般。﹝太九：36﹞。今天，我
們看見什麼？我們能夠為這世代做些
什麼？

雙職傳道
與社會

向家人表達愛與關懷：一個擁抱、一聲謝謝、 
一句我愛你，融化了冰冷，拆毀了隔膜。

向家人表達愛與關懷

「爸媽，感謝你們養育之恩」 

每年懇親會，給父母一個愛的聚會

「媽媽我愛妳，天天都愛妳！」

「我永遠是DADDY心中
的寶貝！」

「老婆，我愛你一

生一世，Happy 

Birthday !」
「媽，很久沒有緊握妳
的手了，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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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的人群期待平安，我們的歡笑歌聲帶來喜樂。

向社區放送歡笑

元洲邨
人人開

心

同賀聖
誕親切笑容的強大感染力⋯⋯

微笑行動

健身為主！宣教不苦！平衡生活、文武雙全！

優質生活好體魄

「1234，1234⋯⋯」

「自衛術，基本功
， 

第一招⋯⋯」

「啦啦啦，好心情⋯」
   我們推動
   優質生活、平衡生活

「日日常歡
笑，香港更

美妙！香港
人，笑吓啦

！」 

十八區微笑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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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都會生活，人們活在有限的時
間、空間裡，緊張憂懼而思慮煩擾的人比
比皆是，信仰是救贖人類從苦難轉回的唯
一力量。

自我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是人
類群居的基本要求。本著基督關愛社群心
靈的精神，香港忠僕事奉中心在這些年積
極開拓心靈健康講座，為教會及社會設立
心靈健康服務。

巴拿巴學院與
Nice Talk發展巴拿巴學院

為貫徹職場宣教的使命，滿足社會與教會的

需要，預防人際、心靈及精神問題的日益嚴重，

巴拿巴學院建立兩年的培訓課程，栽培朋輩輔導

師，致力於推動個人心靈健康，提升家庭及社會

和諧，使人與神和好，藉信仰的力量成為安慰別

人，祝福別人的人。

異象
培養基礎輔導工人，培訓信徒擔任輔導工作，關

心社會人士心靈需要，協助教會建立輔導事奉團

隊。

使命
香港眾教會與信徒有效地輔導及關愛受傷靈魂，

促使神與人，人與人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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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輔導

Nice Talk
生活輔導中心

「歡迎第一屆巴拿巴學院輔導同學⋯⋯」

「同學們，我們
現在進入角色扮

演

部份，請兩位同
學預備好。」

你覺得人生無出路
只要撥這個電話 
65 737 637

有人廿四小時為您服務

心靈健康專家論壇 / 
新聞發佈會培訓朋輩輔導師，關懷心靈需要，提供生活輔導。

「我們這次問卷調查發現，孩子輕生原因⋯⋯」

319新聞發佈會帶動社會及政府關注社會人士心靈需要

「各界社會人士，我們要

起來為香港人的心靈需

要 do something」

319論壇邀請社會各界人

士擔任嘉賓

為回應近年香港學生自殺的嚴重問題，香港忠僕事奉中
心於2017年2月期間進行有關問卷調查，同年3月舉辦新
聞發佈會，帶動社會及政府關注、正視並回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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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為教會和信徒舉辦「基督徒心靈健康研討會」， 
幫助教會貼近社會脈搏，適切回應這世代心靈的需要。

專線撥一撥，
隨時為教牧效勞：

免費諮詢有關信徒精神或
心理問題，協助教會成立

Nice Talk
教牧咨詢熱線
6611 6986

心靈健康研討會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

地址 香港九龍青山道489-491號香港工業中心A座4樓11室
電話 2771 9288
傳真 2771 7515
電郵 info@mpoffice.org.hk
網址 https://mpoffice.org.hk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018年6月第一次發行

福音不變，像貌變，這改變像貌的福音，你看見嗎？原來正是遠

在天邊，近在眼前，由一群雙職傳道在生活中活演基督，「十架在前

面，世界在背後」成為他們的生活的態度，進入世界卻被分別出來，生

命活出崇高價值。

 

施洗約翰一生完成上帝對他生命的呼召，在神沉默四百年後的黑

暗時代「為主預備道路」。面對現今急劇變化的世界，人陷在迷茫、心

靈空虛、失去人生方向的後後現代，神如今同樣在呼召基督徒，成為這

個時代的施洗約翰，以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起來呼籲，起來行動。

 

在這些年間，香港已經有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回應神在這時代

的呼召，成為雙職傳道，與神同工，感染職場、以福音轉化人的心靈。

轉化工程已開始了，神仍在呼召更多的基督徒走上雙職傳道的精兵行

列，與祂同工，有份進入祂的榮耀裏。你聽見神的呼召嗎？人生的永恆

價值，莫過於一生活出神對自己的召命。

 

你還在等甚麼呢？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

在我們前頭的路程。莊稼已經熟透了，快起來回應神的呼召，接受裝

備，成為雙職傳道，以轉化的生命領人歸主，轉化家庭、轉化職場、轉

化香港，一起完成神託付我們這一代的召命！

結語：編者的話

教牧
專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