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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玉慶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林前9: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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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 『人生如戲，因為在地上的大舞台每人都扮演其一個角色。』   

 有人說 : 『人生如夢，因為體驗一生勞碌，到最後什麼也帶不走。』

 最近，我以籃球賽的角度在康體事工機構退修會分享人生的信息，因為運動就像人生的縮影，運動員

在賽事中面對各種不同的處境，學習的原則，都可用作生活的借鏡。

     眾多集體性的運動都有分上、下半場。籃球賽事更在每一節間還有小休，整場比賽中又有四個暫停，

而且隨時更換球員作出有效的戰術策略，是追求美好人生的一個極佳寫照。

     若任何球員出場比賽，他不知道有上、下半場之分，以直落方式作賽的話，相信得勝機會不會太大，

因為身心都會過度疲累，漸漸失去戰鬥力而被打敗；也有可能沒有機會檢討形勢，作出應有策略調動，以

致一敗塗地。摩西在詩篇九十篇也是這樣慨歎人生，到晚年才懂得數算自己日子的重要。

     若你是正在上半場作賽，你是否已有一套作戰策略？當然在作出策略部署時，並非憑空想像，應該是

『知己知彼』才是上策，了解自己強處和弱點，才能作出避重就輕的對策；熟悉對手的實力，才不致疲於

奔命，反為下半場爭取勝利作出良好基礎。

    若你已處於下半場作賽，請記著：球賽的勝負只取决於下半場。換言之，上半場的得失，下半場是可

以改變過來的，然而下半場出現的差錯，就是恨錯難返的了！值得慶幸的是，你更了解自己的能耐，也知

道整個局勢的情況，對場地(環境) 多少已適應下來，該是有表現的時候。總能打出一場美好的賽事！

     球賽中的『暫停』，是可將落後形勢完全扭轉過來；當球隊連連失分時，球隊可以『暫停』，一方面

可以調整情緒，隊友之間作些提醒和鼓勵，抖擻精神再去作戰，效果必不一樣；又或隊員經過一輪激戰，

以『暫停』作個小休，回一回氣，避免隊伍因體力過度而失去節奏。

 上文提過，下半場是賽事的决勝時刻，中場小休時决策至為重要。球隊就着上半場的

得失作檢討，重估當前的形勢而調整策略，對要達成的目標也更清晰；無論如何，任何人

的表現，必定較上半場更出色！不過話說回頭，中場的檢討，必定有位觀察細味、知人善

用的教練，才能定出準確清晰的目標。

 我們的一生中，誰又是自己的真正教練呢？

感恩 與  代禱
1. 感謝神，在祂恩手的帶領下，我們開展了眾多的
事工機會，有些是新開展的；有些因人手多了而
擴闊的，我們將以戰競的心情去完成神所交托的
事工。

2. 感謝神，兩位同工------鄺澤生弟兄及何嘉健弟兄
很快適應新的事工環境，也很地開拓了不少事工
機會；而且在同工會中起了互助互動的作用。

3. 請為我們美好的團隊精神代禱，要不斷地進步，
臻至凡事互相效力，榮耀上主的名；另外，也請
為經濟的需要代禱，因每月的數千元不敷，都會
影嚮同工的支薪 ( 延遲或拖欠 )。

4. 請為新開展的事工代禱，特別是澳門神學院的康
體事工課程，第一屆的世界華人基督徒籃球邀請
賽籌備工作，及7月份的中國事工之旅。

事工顧問：蔡元雲醫生、彭孝廉博士、Mr. Edward P Waxer

技術顧問：梁偉文先生

法律顧問：鄧卓恩律師 

董      事：錢恩培先生、張小燕博士、湛國榮先生、曾家石先生、王偉昌先生、陳永財先生

2006年1-2月財政報告

收入
奉獻   63,680.00
教練費    19,800.00
球例班      3,855.00
活動      2,880.00

支出
薪津                       79,600.00
行政                         11,836.75
印刷                          2,540.00
水電                           760.40
電話    417.00             
郵費                          1,391.80           
核數                          3,800.00
雜費                          3,172.90       
 (不敷13,303.85)

 103,515.85        103,518.85

7月    第一屆世界華人基督徒籃球邀請賽

         門徒足球暑期訓練班

         籌辦浸聯會男甲籃球賽(逢星期日)

         協助來自澳門華人基督教會籌備CAMP

8月   暑期活動

 籌辦浸聯會男乙籃球賽(逢星期日)

         油尖旺區教會足球賽

9月   短宣 — 廣東省

         籌辦浸聯會男丙籃球賽(逢星期日)

         亞洲體育事工研討會

10月  初級籃球教練班

        籌辦浸聯會女子籃球賽(逢星期日)

        清遠短宣

11月 萬國宣道浸信會男甲籃球福音盃

 (逢星期日)

12月 巴西交流計劃預工

        萬國宣道浸信會男乙籃球

        福音盃 (逢星期日)

        聖誕外展事工

續上頁

 非定期大多是每

年都會舉辦一次的活

動，目的都是實踐

及推動香港的康體事

工。今年佔最多時間

的活動是協助聯會籌

辦福音性的球賽，較

新及較挑戰性的事工

是短宣，目的是將我

們的經驗帶到其他的

地區，彼此同得褔音

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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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定期

1月 九龍塘宣道會友誼賽 (1-2月)

 籌辦宣道浸聯會籃球賽 (逢星期日)

 勵敬教導所籃球賽

2月 籃球球例班

 中級教練班 (2-3月)

       『遇見神』少年賀歲盃五人

 足球比賽

 康體事工盃室內划艇機賽

3月 紅土區教會福音盃 (逢星期日)

 籃球裁判班

 澳門體育事工課程 (逢星期一)

 龍舟訓練 (3-5月)

4月 學校友誼賽(福音性)

         海上歷奇CAMP

         復活節CAMP

5月    世界華人基督徒籃球邀請賽—香港區選拔賽

         德國世界盃，YMCA「睇波CAMP」

         香港世界盃足球活動

6月  CMS精英隊訓練

         08北京奧運預

 工，中國之旅

        夏威夷YWAM

 體育事工研討會

A. 定期性

時間       地址                    性質

星期一   楊葛小琳中學    男丙籃球隊

 屯門宣道中學 男乙、丙足球隊

星期二  沙田崇真中學 女丙籃球隊

 迦密聖道中學 男乙、丙足球隊

 沙田崇真中學 男乙、丙足球隊

 沙田浸信會 男子足球隊

 勵敬教導所 男籃A隊訓練

 歡騰(籃聯乙組) 男籃訓練

星期三     馮梁結中學 男乙籃球隊

 紅基堂 男子籃球隊

 沙田崇真中學 成長小組

 優質音樂中學 足球隊

              『浸神』教育部 康體文憑課程

 福音戒毒中心 足球訓練

 沙田浸信會 划艇訓練

星期四 沙田崇真中學 男丙籃球隊

 優質音樂中學 足球隊

 沙田浸信會 足球訓練

星期五     楊葛小琳中學 男乙籃球隊

 沙田崇真中學 女乙籃球隊

 基協中學 男乙、丙足球隊

 靈愛中心 體育福音工作

              『浸神』教育部  康體證書課程

星期六     馮梁結中學 男丙籃球隊

 基督書院 男乙、丙籃球隊

 慈恩堂 男子籃球隊

             北角衛理堂         男子籃球隊

 勵敬教導所 男籃B隊訓練

 葵盛盛恩中心 足球隊

 沙田浸信會 足球訓練

星期日     灣仔堂 足球隊

 定期的事工中，各同工會到不同的學校

帶領球隊訓練，每次完結前都有短時間的訓

勉或分享信息，而且學校的宗教老師或駐校

的傳道人也會分工合作，目的是跟進。至於

教導所的事工，除有更新會作跟進外，每月

又有一次外來的教會球隊作友誼賽，賽後並

到房間中互相交流，分享信仰。

 第一屆「遇見神」少年賀歲盃足球賽，已在上月6日於紅磡基道中學順利完成。參賽球隊分別來自中華基

督教會田景堂、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以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當日所有球員均有家長陪同參與比賽，

造成百多人的熱鬧場面。賽事分為高、初級兩個組別，最後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球隊榮獲高級組的冠

軍；而初級組冠軍則由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奪得。

 大埔迦密聖道中學、屯門宣道中學及黃大仙基協中學的福音工作，亦隨著學界球季快結束而接近尾聲，學

生們普遍已接受練習前後的福音分享及比賽前祈禱，也正於不同地區為他們尋找合適的教會，以便有更好的跟

進。現正籌備由「足球體育事工」主辦的學界福音比賽，讓教練有更長時間繼續接觸學員，不讓各學員因學界

比賽後的「空擋」而可能流失。至於比賽戰果方面，在數間中學中，僅有屯門宣道中學乙組出綫16強，黃大仙

基協中學丙組則在小組賽與列強對抗中；其他的就已先後被淘汰了。

 於慈雲山的基督教優質音樂學校的小學足球興趣班反應很不錯，每位學員對教練的分享及其教授形式也頗

受落，所以該學校再次作出邀請，於暑期的時間上作出配合，繼續以興趣班的形式教授足球。

 足球部的同工阿豆以義工的形式，為葵盛盛恩中心的足球班擔任教練，讓一群較窮困而熱忱足球的少年人

享有專業的足球培訓。同時會在訓練中加插福音分享，感恩的是，已有不少學員開始對福音感到興趣。本月盛

恩中心將舉辦「盛恩盃」足球比賽，為要名強跟進工作，並已邀請阿豆作該賽事的球証。

 每月兩次的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足球訓練班的進度不俗。每次的訓練除了阿豆教練之外，亦有一位教會指

派的義工教練曾向隆弟兄加以協助，使其訓練班的訓練元素更多，讓學員更覺專業；福音分享更生動。

 阿豆在其參與的業餘球隊「油尖旺丙組地區足球隊」中也有作事工的機會，除了邀請未信的隊員比賽前祈

禱之外，亦不時向隊友及教練傳講福音。現時不少未信的隊員都認定比賽前祈禱是一個「球隊傳統」，甚至是

不能缺的禮儀，真是感謝主！

何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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