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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競已成為現今社會最具破壞力的景象。以致人與人之間充滿敵意，不擇手段的欲把對方擊倒，因為沒有任何人願意被

淘汰，成為不堪一擊的弱者，接受失敗的痛苦！

 體育其中之一的特徵是爭競，為甚麼還值得參與？甚至推動成為事工？

 事實上，若果體育活動沒有聖經真理原素在其中，它的破壞力只會愈來愈嚴重，令人身、心靈受創的殺傷力也愈來愈

深！就好像人類社會沒有聖經真理一樣，人類就只會愈敗壞，社會也愈來愈失落！

 若有人說，體育本質已滿有教育意義，沒有聖經真理也不一定只具破壞力。這話原本並沒有錯，前設是各人都尊重體育

精神，接受體育教育的洗禮。可惜的是，當人面對自己驕傲的罪性及金錢利益的引誘下，都將體育精神和教育學習拋到九霄

雲外。情況就好像上帝將律法交付人類，藉此避免犯罪得罪上帝，可惜律法雖在，但沒有人守得住律法成為聖潔而蒙拯救的

人，反卻成為審判的根據。

 然而今天的體育事工，不應該只停留在藉康體活動接觸未信的群眾，作福音佈道，然後帶返教會便當作完整的體育事

工，也應該深層地探索如何建立基督化的球隊，在充滿爭競的賽事上，為『冠冕』努力奔跑，同時又清楚甚麼是『能壞的冠

冕』，甚麼是『不能壞的冠冕』，避免墜入世俗爭競的陷阱中，成為失敗的傳道者。

           怎樣方可從爭競中得到真正的勝利？

        首先，以愛心 (參看林前十三章) 去比賽就能化解爭競帶出的無限敵意，這裹並非表示基督化的球隊，

比賽時就不重視勝利，放軟手腳任人愚弄，相反的是奮勇作賽而不粗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態度，不

卑不亢面對賽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另外，以成熟的屬靈品格去面對勝利，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勝利帶

來的驕傲自大，因為聖經提醒我們，饞食屬靈品格最大的敵人就是驕傲，而保羅對付自高自大的良方，

就是告訴自己「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四：7)。 最

後就是學習面對敗落，主耶穌是好的效法榜樣，衪常提出改變化俗觀念的論點，例如『凡自高的必降為

卑，自卑的必升為高』，『施比受更為有福』，『受若有益』，『要愛你的敵人』等等，自己雖然死在

十架上，似乎是失敗者，卻原來戰勝死亡，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至高的榮耀。所以敗落不一定

代表輸丟一切，起碼明白自己的不足，知道如何改進，成為未來勝利的基礎。試想想，

有那支冠軍球隊不是由敗落開始的呢！

         這篇文章最重要的中心點是提醒基督徒，凡事都應有使命感，聖經真理就是原則，

若不能實踐於生活或事工上，那聖經真理還是字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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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玉慶



        四年一度的『亞洲體育事工研討會』於今年九月廿五至卅

       日在馬來西亞舉行，大會以「康體事工領袖應有的素質」為主

       題，邀請亞洲不同地區的資深康體事工牧者，從聖經中教會領

       袖要求的屬靈素質、專業要求的運動品格、訓練領袖的認知等

角度去探索主題；同時，各區康體事工領袖分享事工成果及夢想，擴闊並

深化會眾對康體事工的認知，真是受益良多。

 這次『研討會』有來自近廿個國家地區的弟兄姊妹，人數接近一百人，值得高興的是有七位來自中

國的代表（破例邀請及提供多兩天的特別課程），相信他們也大開眼界，驚訝神藉著不同恩賜的人向萬

國萬民作拯救靈魂的工作。願神賜異像他們，將這傳福音火炬帶回祖國，使更多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大會又定下未來四年的目標，就是明年泰國舉行的『國際體育事工研討會』，預計將有1200來自世

界各地的代表參加，目的是加強體育事工的聯繫；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代禱，尋求開展事工的機會；為

有需要的地區訓練事工領袖。

 願主成就所制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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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

 願主成就所制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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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定期的事工中，各同工到不同的學校帶領校隊，因同工不足而禾場廣大，有些項

目只好邀請義工協助；每次完結前都會有勸勉或分享信息，而且學校多有老師或

駐校傳道人一起同工，目的是跟進。至於教導所就有更新會同工一起作事工及跟

進，每個月又有一次外來教會到此作賽，賽後一起在房間互相交流，分享信仰。

A. 定期性

 時 間                            地 址                                            性 質
星期一     楊葛小琳中學（鄺澤生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屯門宣道中學（何嘉健同工）                    男乙、丙組足球隊
           大埔神召會康樂中學（何嘉健同工）              中一聯課足球活動
           沙田崇真中學（饒玉慶同工）                     男甲、乙籃球隊
           歡騰籃聯女子乙組（義工）                      訓練
星期二     迦密中學（鄺澤生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大埔神召會康樂中學（何嘉健同工）               中二聯課足球活動
           大埔迦密聖道中學（何嘉健同工）                男乙、丙組足球隊
           勵敬教導所（饒玉慶同工）                       男籃A組訓練
           沙田崇真中學（義工）                          女乙、丙籃球隊
           沙田崇真中學（義工）                         女乙、丙排球隊
           歡騰籃聯男子乙組（饒玉慶同工）                 訓練
星期三     馮梁結中學（鄺澤生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大埔神召會康樂中學（何嘉健同工）               中三聯課足球活動
           大埔神召會康樂中學（何嘉健同工）               男丙足球隊
           聖士提反會（郭大明同工）                       青少年足球隊
           基道中學（饒玉慶同工）                       男丙籃球隊及小組
           沙田浸信會（郭大明同工）                      青少年划艇隊
星期四     楊葛小琳中學（鄺澤生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國際優質音樂學校（何嘉健同工）                小三、四足球班
           沙田崇真中學（饒玉慶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聖士提反會（郭大明同工）                     青少年划艇隊
星期五     迦密中學（鄺澤生同工）                         女乙、丙籃球隊
           黃大仙基協中學（何嘉健同工）                  男甲、乙組足球隊
           靈愛中心（郭大明同工）                        體育運動及分享
           沙田崇真中學（義工）                          女乙、丙排球隊
           沙田崇真中學（饒玉慶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浸信會神學院（饒玉慶同工）                    康體事工課程
星期六     馮梁結中學（鄺澤生同工）                       男乙、丙籃球隊
           基督書院（饒玉慶同工）                         男丙籃球隊
           北角衛理堂（鄺澤生同工）                       男子籃球隊
           基督教佈道中心慈恩堂(鄺澤生同工）         男子籃球隊
           葵盛盛恩社區中心（何嘉健同工）                青少年足球班
 勵敬教導所（饒玉慶同工）                     男籃B組訓練
           救世軍錦田隊（何嘉健同工）                     少年足球班
           金巴崙長老會沙田堂（郭大明同工）              少年足球班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何嘉健同工）                 少年足球班
           沙田浸信會（郭大明同工）                       青少年划艇隊
星期日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何嘉健同工）              『足球王子』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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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與 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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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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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11月財政報告

收入

奉獻 93,160.00

教練費 42,925.00

講道 800.00

支出

薪津                        121,300.00

行政                         21,849.00

水電  2,155.70

電話  1,491.00

郵費  1,401.40

印刷  5,080.00

活動  8,068.00

教練費  12,100.00

雜費  3,202.00

    (不敷39,762.10)

 176,647.10 176,647.10

1. 感謝神，藉着「第三屆亞洲體育事工研討會」促

進交流，不單加強各地的連繫，深化體育事工的

層次，更清楚了中國體育事工的定向。

2. 感謝神，剛完成了兩間堂會的福音性籃球賽事，

不單每次賽前都有福音信息分享機會，也看到比

賽雖然激烈，但基督徒表現的情操，又真的有別

於其他一般的賽事，實在是一個美好的體驗。

3. 郭大明弟兄在一次足球賽事中，被撞傷膝部，證

實脛骨裂了；經手術後住院6天，現正休養康復

中，求神賜他中心的平安，完全的康復，及經濟

上的需要。

4. 請記念中國及澳門開展的體育事工代禱，願神將

門開得更大，同時呼召更多有使命感的弟兄姊妹

投身事工行列，也為他們實質上的需要代禱。

 5月 康體事工盃（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及義工）

 6月  康體事工盃（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及義工）  

 7月 門徒足球學校暑期訓練（何嘉健同工）

 籌辦『浸聯會』男甲籃球賽（饒玉慶同工）  

 暑期活動（所有同工）

 8月 暑期活動（所有同工）

 籌辦『浸聯會』男乙籃球賽（饒玉慶同工）

 足球歷奇營（何嘉健同工）

 中國事工之旅（同工）

 9月 籌辦『浸聯會』男丙籃球賽（饒玉慶同工）

10月 籌辦『浸聯會』女子籃球賽（饒玉慶同工）

11月 萬國宣道浸信會籃球福音盃（鄺澤生同工）

 國際體育事工研討會（泰國）

12月 萬國宣道浸信會籃球福音盃（鄺澤生同工）  

 籌辦屯門友愛堂

 福音運動日

       （所有同工）

註一： 上期#36期的財政報告月份應是6-8月
註二： 這季的不敷數目頗大，影嚮同工的薪津發放

B. 非定期性

 1月 九龍塘宣道會友誼賽（鄺澤生同工）

 初級籃球教練班（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 

  初級籃球裁判班（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  

 KidsGame會議（何嘉健同工）

  晨曦島福音戒毒中心足球隊（何嘉健同工）  

 中國內地短宣( 同工)

 2月  第二屆『遇見神』少年賀歲盃五人足球賽

 初級籃球教練班（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  

 更新會足球賽（何嘉健同工）

 3月 紅土區教會福音盃（鄺澤生同工）

 中級教練班（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

 屯門教會聯會福音足球賽（何嘉健同工）

 中國內地短宣（同工）

 4月 學校福音友誼賽（鄺澤生同工）

 中級教練班（饒玉慶及鄺澤生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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