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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屯門堂 宣教代禱 2022 年 11 月	

 
 

探討教會數碼事工未來發展                                  游淑儀牧師（本堂堂主任） 
節錄自《時代論壇》網頁 2022 年 7 月 27 日採訪，經筆者編修。 

因著疫情緣故，現時不少教會都會使用網絡工具舉行聚會，例如用 Zoom 舉行團契小組，在

YouTube 直播崇拜等，數碼事工已成為教會發展的一部份，那麼，在未來還可以有怎樣的新想像？ 

前幾個月，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基督教事工學院於七月十一日在該院舉行「未

來報告 - 數碼年代的教會事工初探」專題座談會，小僕為分享講員之一。以下節錄當晚我的少許分

享，希望對教會數碼事工的未來發展這課題上有更多探討。 
 

視網絡為工具，能盛載生命是上帝的道 

按屯宣教會的經驗，對媒體、科技的運用是肯定，我建議教會亦應關注及善用，愈傳統的教會

愈應平衡線上與線下牧養。舉例，像屯宣（相信亦有不少教會）是五代同行，對於一眾長者，可能

較難學習使用科技產品，但教會強調「埋身幫助」，會收集舊手機、買電話咭幫助有需要的長者，

牧者及小組組長亦會學習如何使用。 

疫情既帶來危機與契機，教會應思考如何更新牧養方式，

並擴闊天國觀。面對疫情下的新形態，教會發展不能停滯不

前，反而應積極計劃，並不是待疫情完結才行動，例如屯宣對

應疫情的計劃是「事工下調」，意思包括了解更多基層人士的

需要及會眾深層的心靈需要；又因教會容納人數有限，在週五

上午開設了新的崇拜時段。 
 

發展元宇宙教會言之尚早 

講座最後提問部份有與會者提及，元宇宙自去年底問世

後，受到全球吹捧，另一位分享講員指出，其實元宇宙世界的

人流少，教會在目前發展元宇宙教會言之尚早，不過教會可繼

續為此做準備工作。網上確實能打破地域限制，但還需反思可

如何在線下延續牧養。在流離失序的世代，教會需要回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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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耶穌基督的話牧養信徒，幫助他們在群體中建立情誼，只有與之建立關係，才能讓教會穩固

紮根。其實網絡只是媒介，不過教會可善用它，而最重要的是當中的信仰內容。 

至於移民潮與疫情下的教會，需要處理離港／留

港的牧養問題，有與會者關注在這種處境下「要牧養

／關顧到幾時」？小僕的回應是離港信徒漸多，隨著

新媒體發展，教會更加需要重新聚焦，做好實體崇

拜，關注留下來的一群。教會可選擇不同的溝通方

法，但不可取替的是牧養背後的神學。關於教會對新

科技有恐懼，問及可如何突破？小僕的回應是教會不

應固步自封，應了解聖經如何看科技，以致能善用這

些工具，用網絡科技技術來幫助建立教會。 

游牧師和兩位分享及回應講員 

教會面對時代的轉變和挑戰，想到保羅的提醒，願屬靈生命能更新應變：「你們不要效法世人

的行為和習俗，卻要讓上帝更新你們的思想，使你們轉變成新人。這樣，你們就會知道上帝對你們

的旨意是良善、令人愉悦和完美的。」(羅馬書 12:2新普及譯本NLT) (Don't copy the behavior and 

customs of this world, but let God transform you into new person by changing the way you think. Then 

you will learn to know God's will for you, which is good and pleasing and perfect. ～Romans12:2 N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錦田恩園版長者 101 

「錦田恩園」收獲福音果子了！感謝神！四位透過參與

恩園事工信主和靈裡成長的長者，決心洗禮歸入基督和教

會。游牧師為了方便這群長者清楚了解洗禮的意義，特別在

「錦田恩園」舉行田園版長者 101課程。 

無限感恩                         郭詩敏姊妹（伉儷牧區） 
慈愛的天父引領四位老人家的腳步，到鳥語花香的錦田

恩園上長者 101。回想起來，天父保守他們有健康有精神、

預備了好天氣和交通，牧者用心預備教材，讓長者們可以明

白福音，以及知道要選擇主耶穌作為人生的道路，從罪裡得

釋放。儘管是年青力壯的，或是年紀老邁的、是身體軟弱也好、夜闌人靜也好、面對人生的無常也

好，都知道主與我們同在，這種平安和甘甜、足以滋潤我們心田及有力氣去面對人生的路！ 

      作為後輩的我們，見證他們重新決志、認罪悔改歸信主，並願意洗禮

加入教會。我們內心的感受數日以來都難以平靜，激動源於神的深恩厚

愛，儘管我們如此不配，神從不撇下我們，如此深恩，畢生難忘！ 

    期間，我們實實在在經歷了天父的帶領，最難忘的是其中一位老人

家的兒子，原先當日因有工作在身不能陪同，怎知因某些原因突然可以

休假，可以親臨現場與爸爸一同參與，感恩！難忘的也有，看見老人家

們上堂的專注，臉上的笑容，回答牧師問題的樣子，舉手回應相信耶穌

的畫面，一一刻在我心，當我們要離開恩園回家時，上車不久就下起大

雨來，當刻更讓我知道，只要是合乎天父的心意的事，天父就必會開路,我

們就憑信心交托祈求，不需害怕擔心灰心,懇求主引領我們未信的親友去認識

袮、相信袮！懇求主繼續使用我們！ 

    最後，感謝各位的弟兄姊妹在當中的協助，愛心的預備。在神的家裡，我們一家人享受神的供

應，有美味的雞，有美麗的花朵……盼望恩園可讓附近的居民認識，吸引他們來認識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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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聯堂洗禮及轉會禮 
感謝神！10月 30日的聯堂洗禮及轉

會禮以實體及同步直播舉行！本期聯堂洗

禮轉會共 41 位（屯宣有 20 位洗禮，10 位

轉會）。聚會充滿歡欣。看看以下其中一

些屯宣肢體的受洗及轉會見證，神是又真

又活，願我們要努力傳福音，好讓更多人

得著救恩！ 
 

快樂日 快樂日 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幾歲的孫女常常叫我返教會，而且感嘆地說如果我不信主，她在天堂便找不到我了，聽了

她的話，我切實的認為我應該去認識神。」 
 

★「在此(教會)良好環境關係浸浴下，我不知不覺被感染和被同化，學到感恩和多關心他人，

識得用同理心處理人際關係及容易接納不同人和事物。」 
 

★「初初我是不太投入小組的，後來慢慢地投入了！因我看見組員互相關心和信主的堅定。」 
 

★「我隨兒子夫婦和女兒前往錦田教會一個種植地方參觀，在那裡我認識了教會的一群年輕

人，他們齊心合力地開墾和開展種植，我也樂意與他們分享種

植經驗，我也可以一展所長，更樂在其中，那裡就像一個大家

庭，藉此我的生活感到快樂、豐盛和有意義。……主耶穌顧念

了我，祂沒有離開我，反之只是我離開了神。……求主赦免我

一生的過犯和罪，引導我仰望祢，帶領我餘生道路，直通往祢

永生的國度。」 
 

★「在恩園認識了一班基督徒……透過耕種、分享、與人

相處，深知恩典處處，所以決定洗禮，跟隨主耶穌。」 
 

★「好感恩耶穌再比健康和精神我，令我可以到恩園繼續同弟兄姊妹一齊種植，一齊有講有笑

交通。我覺得信咗耶穌，我好開心，從未試過有咁開心……我相信主耶穌的大能，引領我人生

路。」 

★「長久以來，我身處於一個高舉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思想文化中，

所以我也是一個無神論主義者。直到來港定居之後，有機會聽過、讀過

一些基督徒的見證，才發現有不少名人、學者和科學家都是基督徒。我

心想他們都是有知識才學的人，既非儍子，為什麼會相信這位神呢？從

那時開始，我對基督教也産生了一些興趣，心想

這信仰既能吸引這麼多人，一定有其可取的地

方。……感謝主，去年有機會由女兒向我詳細講解十字架救恩的道理，我也

在當天禱告，並願意接受主給我的這份救贖恩典。」 
 

 

★「我對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疑問，所以一直未肯信主。……但近幾年與

女兒同住，家中有很多基督教書籍，我一本一本地拿來看，也明白了很多道

理。再看看家中的小貓真的很有靈性，深感冥冥中一定有一位創造主宰。」 
 

★「我為何要轉會：不經不覺搬入屯門居住已有十多年了！從前都在

九龍返教會，曾經帶了好幾個朋友回九龍的教會，她們都留不下來，雖然

都說教會很好，就是沒留下來。我反覆思想了一段時間後……自覺也應為

福音的緣故在屯門返教會，才能幫助對信仰有興趣的朋友留在教會認識主

及生命成長，自己也做個真真正正的屯門人。當為這事祈禱時，神也為我

預備了屯宣這個大家庭，期盼自己也能在屯宣中生命有成長，靈命有更

新，為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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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報告詳情可查閱每週程序表、網頁報告或聯絡區牧。請代禱記念！	

1.【疫苗通行證】現已按法例實施（30/9起，疫苗通行證會降低涵蓋年齡到 5歲，5至 11歲兒童

至少要 3個月內接種第 1針，或已經接種兩針。) 若有需要安排兒童在網上聚會，請家長與兒

童牧區的區牧聯絡。 

2.【成人崇拜網上直播 11 月起改為中堂】直播連結逢主日 9:00前發放，並於本堂 youtube 頻道 
發佈兩星期。 

3.【2022 CPP 社區和平計劃】於 12/11-25/12舉行，各項目開始報名。請代禱！ 

4.【Fit 到飛（Faith）起】—社康體檢服侍提供「健康小貼士」講解，歡迎街坊參加！ 

5. 【恩癒同路】【路得賢薈】【彩虹天地】【同行彩虹路】【全新的您】分別支援癌症及長期病

患者、單親婦女、精神病/情緒病患者及家人、受賭博債務困擾人士及家人，請參閱本堂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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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的疫情能穩定受控，求主保守醫護團隊的安康及得力；眾教會在各地有力作見證，成為上主的鹽和光！ 
2.  香港宣道差會-記念靜修恩園工程，現打算向屋宇署入圖則，另記念老圍宣教士宿舍項目，正與渠務署商討村

屋渠務問題，求主恩領！ 
3.  本地跨文化事工-為屯元天印尼關愛事工籌委、印尼同工的牧養及求主預備主日能全日使用的地方。 

泰人恩福堂/泰人恩福服務中心-中心 11 月 19 日「祝福龍城」籌款活動；圍城祈禱，傳遞救。 
專職宣教士李翠玲大兒子敬靈已完成大腸癌手術，四次化療和大小腸連結手術！懇請代禱小兒子和太太在泰國
尋求神帶領，如何以教育作宣教服侍。 

疫風行屯宣每月宣教代禱 2022.11 

【屯宣‧香港‧世界代禱】 

【差傳代禱】	

資料來源：「香港宣道差會」代禱消息	‧	經編修 
 

跪㆘禱告•起來作工 475 篇 

世界	
1. 求主記念在烏克蘭的平民百姓，賜他們平安；安慰那些失去家人的家庭！  
2.  英國-為張牧師加入南倫敦宣道會服事禱告；東倫敦宣道會每月仍有赤字，求主供應。感恩，薩頓廣東話會眾的

增長（約 60 人）；高雲地利大學廣東話團契迎新會（約 30 人）。更多教會支持英國廣東話事工發展。  
3.  西印度洋-留尼旺基督教華僑教會/基督教華僑中心-記念星期五的福音飯局，已經有超過 50 人報名參加，連同

幫忙的肢體接近 70 人出席，求神使用整個團隊的合作和服事，無論是菜式示範、甜品製作、廚房工作、信息
分享和翻譯。 
醫療事工-近日收到不少醫護肢體查詢，表示有感動到馬島作醫療短宣。求主繼續帶領和使用醫療服侍。 

4.  非洲- BE 夫婦-將與新隊友一起於十二月份北上 M鎮，盼能順利在當地找到安居之處，並可與新隊長會面，懇
求主引領及預備。 

5.  南美巴西-華人事工-因教會位置遠離華人區，不便於發展華人的事工，所以教會現正探討遷堂的可行性，求主
帶領和賜下同心給弟兄姊妹。 

6. 德國-求主幫助差會的本土同工吳牧師，他一家在法蘭克福南部服侍，現在藉線上講道、進行每週家庭小組及
查經組並作有限度的個人聯絡及關懷。思言家庭-思言逢星期三會去難民營，繼續探索；並逢星期五下午在一
間德文教會有 Sprach Cafe'，可以免費練習德文，感謝主！ 

 
東南亞	
1. 泰國-宣道會宣愛堂/愛倍語言資源中心-幹事離職，求主預備合適的人加入團隊。最近家恩與泰同工栽培一位中

學生(阿邁)，求主賜她有渴慕主的心，明白聖經及認識主更多。 
記念泰南 Peter-11、12 月需要講道，為預備信息禱告。 

2. 柬埔寨-人力資源學院建築進入後期階段，因應現實情況，施工細節不時需要修改。請為監工同工的回應禱
告，他們特別需要智慧和合拍。 

    馬德望教會修葺已完成第一階段。感謝上主賜樸實負責的施工隊，正評估何時開始餘下改善工程。 
    豐榮女兒之家及豐榮婦女之家-求主保護前線同工，因他們需要經常接觸不同的個案及家庭。豐榮社區中心將

舉行「學前班」的結業禮，求主祝福整個儀式的過程。 
3. 日本-隨著疫情在世界各地緩和，很多等候了多時而有待舉行的訓練、會議、事工檢討等等都在安排中，願主

保守各樣的溝通，求主幫助不同國家的隊工順利安排各樣日程。另記念家祺牧師一家在社區的服侍。 
 
中亞	
1. 雪嶺家能有智慧發展國家、改善民生與經濟，打擊貪腐；星空父母及未信家人早日得到救恩；星空、卡莉有更

多機會分享中亞的異象。 
 
澳門	

1. 宣道會宣道中心堂 /臺山學生服務中心-因疫情的關係，耽誤了原先要完成整理新聚會地方的計劃，求主賜福及
幫助能補回未完成的工作，以便早日能開放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