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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來聽道，也期望得著醫治（參看路 5 : 15-16
節），主耶穌卻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並非為了揚
名立萬，更不想被群眾的擁戴模糊了神差來的使
命。所以這裹記載說：『但耶穌的名越發傳揚出
去……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另外，當主耶穌
準備完成神差祂來世上其一的大使命，就是從眾多
門徒中選擇十二位使徒，在他完成救贖離世後就要
由他們接棒，在主作這重大決定前，路加記載的是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神。到了天亮，叫他
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
使徒。』忙碌是現代人價值指標，愈忙碌的人就好
像愈能幹或愈是成功的意思。因此不是沉醉在各樣
資訊世界的尋索中，就是到處找事做（找消遣），
當然也喜歡不斷表達意見；然而，主耶穌向幾千人
講完道，又分派食物後，就獨自上山安靜禱告直到
晚上，所以馬太特別這樣記錄: 「散了眾人以後，
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
裡。」

 事實上，在籃球運動中， “靜休”也說明取勝
之道。每個比賽時段都有「暫停」(這也可比作人生
的靜休)，當球隊表現不佳、球員疲累、忘了團隊精
等都應叫「暫停」，使各人靜休一會，想想問題所
在，以便作出戰術調整、回復體力和提醒隊員應有
的配合；同樣地，半場時又有更長時間的靜休，步
署球隊的戰術、球員的休息和球員的角色分配，對
下半場的比賽更為重要，因為上半場落後還有機會
追趕，但下半場輸了就後悔難返了。

 主耶穌說自己是處於『不信』及『悖謬』的世
代，意思是當時的人抗拒神的救贖及誡命。今天，
我們又處於甚麼世代？

 我認為現今是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它能在很短
的時間，極速地提供大量資訊。由於資訊之多，使
我們疲於奔命去找資料，甚至可能淹沒在資料洪潮
裏，缺乏應有判斷、分析就草草作決定。這樣，我
們不單常常感到心靈疲累，事後也常感到自己的判
斷過於膚淺或主觀。無可否認，世上還有不少智慧
的人，能夠探討事情深層的內涵和實在，看出問題
的真相，並且指出未來的走向；然而，面對人類心
靈的疲憊，仍然無言以對，找不到方向。

  若以基督徒信仰的屬靈爭戰來看，敵擋神的那
惡者就以爆炸的訊息，令人混淆神的誡命（對基督
徒或非基督徒亦然），絕對的真理變得模棱兩可，
也無暇思索救恩的需要。事實上，不論是在主耶穌
年代，抑或是現今年代，甚至是將來的年代，這屬
靈戰爭是會繼續存在，只是敵人所用的戰術及武器
有所不同。但主耶穌在生活中所作榜樣是至今仍然
有效，相信將來仍是惟一的得勝之道。

    主耶穌雖然在地上的工作，表現得充滿智慧和
能力，然而他萬分重視退修生活，似乎主耶穌提醒
了世人，智慧及能力跟退修生活有著不可分割的
關係。請看看，主耶穌剛出來傳道，由於講道真理
滿有智慧，擁有醫病、趕鬼的能力，所以吸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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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定期

一月份      少年賀歲盃足球賽

             123康體課程(馬來西亞)    

二月份  2009年東亞運動會康體事工籌備

三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2009年東亞運動會康體事工籌備

             123康體課程(澳門)

四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康體事工文憑課程(體適能)

             初級籃球教練班

             康體事工研討會

五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初級籃球教練班

             康體事工文憑課程(體適能)

六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康體事工文憑課程(體適能)

             康體事工課程

七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康體事工課程

             浸信會聯會籃球甲組賽 

             四川足球短宣  

八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浸信會聯會籃球乙組賽

九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浸信會聯會籃球丙組賽

十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宣道浸信會籃球聯賽

  康體事工證書課程

  油尖旺區足球聯賽      

十一月份  屯門區教會足球賽

             宣道浸信會籃球聯賽

  油尖旺區足球聯賽

  康體事工證書課程

  籃球教練班

十二月份  宣道浸信會籃球聯賽

  油尖旺區足球聯賽

  康體事工證書課程

  籃球教練班

A.	定期性

  日期       地點                性質

星期一  沙田崇真中學 男甲籃球隊

 晨曦戒毒中心 康體活動

 黃大仙基協中學 男子足球隊

星期二 基道中學 男乙籃球隊

 金城道室外場 籃總乙組籃球隊

 迦密聖道中學 男子足球隊

 港島民生書院 足球興趣班

星期三 沙田浸信會 划艇訓練

 國際優質音樂學校 男子足球隊

 屯門宣道中學 男子足球隊

星期四 沙田崇真中學 男乙籃球隊

 國際優質音樂學校  男子足球隊

 大埔康樂中學  男子足球隊

星期五 基道中學 男丙籃球隊

 靈愛福音戒毒中心 足球訓練

 迦密聖道中學 男子足球隊

星期六  哥連臣教導所 男子籃球隊

 基協中學 男子足球隊

 沙田浸信會 划艇訓練

 救世軍錦田隊 男子足球隊

 大圍恩立教會 夫婦成長小組

 香港體育學院 舍監 (運動員事工)

星期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 青少年籃球隊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少年足球隊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 青少年崇拜



主辦：         體育事工聯盟                   贊助：國際體育事工聯盟

協辦：         Sports Services International                    足球體育事工          籃球體育事工            康僕

內容︰聖經基礎、體育事工概覽、工人應有的素質、
	 如何藉康體建立福音事工、福音伙伴的重要
日期︰6	月4、11、18、25	及28日營
時間︰7:30-9:45
地點︰旺角弼街基督教大樓
費用︰港幣500元	(出席率達八成者可退回400元)
查詢︰2602-5800	(蘇小姐)
網址︰www.smchk.org

研討會	Conference

East	Asian	123	
Sports	Ministry	Training	Course

主題︰體育事工～時代的挑戰
日期︰2009年4月13日	(星期一)
時間︰9:30-16:00
地點︰挪亞方舟大禮堂	(www.noahsark.com.hk)
	 馬灣𤤿欣路33號
費用︰港幣80元
查詢︰2602-5800	(蘇小姐)
網址︰www.smchk.org

Topics:  1. Sports ministry: why, what, how?
 2. KidsGames and other community games
 3. Big sports event ministry 

Teaching language: English 
Dates: December 2-7 (5 full days)
Place: Wu Kai Sha YMCA camp, Ma On Shan
Content: Both lectur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ee: HK$800.00 
More information: Tel.2524-6057 (Merja or Tai Ming),
Website: www.sportsinternational.org.hk

體育事工123課程	Training	Course

兒童及家庭福音活動
KidsGames	&	FamilyGames

全港教會

足球賽

日期：12月份
時間：9:30-17:00
地點：待定
查詢：2602-5800	
										(蘇小姐)

日期：12月12日
時間：9:30-17:00
地點：待定
查詢：2602-5800
										(蘇小姐)

內容︰兒童遊戲、親子遊戲、團隊競賽、福音活動
地點︰分別於新界區，九龍區及港島區舉行
時間︰6月-8月份	(由當地區聯合教會決定)
地點︰學校	或	球場
查詢︰2602-5800	(蘇小姐)

支持香港主辦2009東亞運動會

全港教會

籃球賽



第一課              教練的應知                         
7:30 - 9:30  *  教練的橾守、態度及使命
 *  球例及統計 * 教學安排

第二課             基本訓練                           
7:30 - 10:00  *  熱身、伸展 * 體能
(球場)    *  傳球、接球及運球
 * 左、右上籃  * 射術練習
 * 護球及準備姿勢

第三課               個人防守及進攻                     
7:30 - 10:00 * 投籃應有概念
(球場) * 防守姿勢  * 進攻準備
 * 單對單練習

第四課              小組訓練及位置練習                 
7:30 - 10:00  *  單擋 * 傳球擋位或切入
(球場)     *  射術練習 * 多打少的快攻練習
 *  各位置攻防練習

第五課               攻防訓練及遊戲練體能           
7:30 - 10:00  *  2、1、2區域聯防
 (球場)     *  破解2、1、2聯防
 *  遊戲練體能

感恩	與	代禱

事工顧問：蔡元雲醫生、彭孝廉博士、Mr. Edward P Waxer、易嘉濂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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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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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奉獻 121,400.00
教練費 18,450.00

支出
薪津  115,575.00
行政  10,207.00
印刷  2,710.00
郵費  1,317.40
水電  787.00
教練費  3,600.00
雜費  7,287.70

             (不敷 1,634.10)

 141,484.10   141,484.10      

2009年12-2月財政報告

1.  感謝神，保守「08北京奧運體驗之旅」順利，不單在交通及住

宿有美好安排，而且在團隊精神及個人體驗都滿有見證。

2. 感謝神，在這年開拓了馬來西亞、澳門及中國的康體事工課

程，使眾多的教會領袖和年青的運動員了解如何應用康體事

工，藉此實踐大使命。

3. 今年是東亞運動會年，本會藉此主辦多項活動來推動康體事

工，請為活動的籌辦工作及參加者的得代禱，藉此協助教會得

以成長。

4. 請為今年的事工代禱，不單有體力應付各項活動，也懂得如何

將真理與人分享；有智慧推動康體事工，協助教會成長。

	 若果你想帶一支球隊，卻又沒有任何教波經

驗，這課程可以幫助你!但這課程並非為取專業教

練證書而設，只是提高你的教授素質！更重要還

是令你明白如何以基督的精神帶領球隊！

第六課              攻防訓練及遊戲練體能           
7:30 - 10:00 * 3、2聯防及人釘人
(球場) * 協防 * 遊戲練體能

第七課              訓練重溫
7:30 - 10:00  * 個人基本技術訓練
(球場) * 小組訓練 * 戰術

第八課              課程重溫                           
7:30 - 9:30 * 助教、暫停、換人
(課室) * 成立球隊 * 討論

------------------------------------------------------------------------------------

報名回條

-------------------------------------------

導師︰梁偉文先生 (國際教練員、本會顧問)

       饒玉慶先生 (資深教練員、本會總幹事)

    
     日期︰4月23日 至 6月18日 (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7:30 – 10:00

     地點︰待定           費用︰$550.00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注︰請將回條連同抬頭「Sports Ministry Coalition Ltd.」
支票擲回沙田中央郵政局郵箱514號。查詢: 2602-5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