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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月 第四十八期

饒玉慶

我的分享
記得八十年代初推動『體育事工』時，教會

之，這是一所主要服侍運動人為本的教會，好使

不單未能配合，甚至總認為『操練身體益處還

運動界出現更多有見證生命力的基督徒，體育事

少』來作抗拒理由。經過近十年的推動，仍然不

工也有更深層發展。

見明顯起色，心裹不禁納悶：為什麼神召喚我作
一個沒有成果的事工？

隨著年月的過去，雖然康體事工廣受教會接
納，甚至不少教會設立康體事工部，招聘專職的

說也奇怪，就在當時事工最低潮的境況下，

事工同工。我在神學院教了七屆的康體事工證書

我卻夢想有生之年可建立一所「康體事工訓練中

課程，很多學生都在不同教會中事奉，甚至成立

心」。當中有體育學校，除了訓練專項的運動

專項的體育事工福音機構；然而，擁有一幅地去

員，令更多的基督徒運動員在不同專項運動中為

建立康體事工中心談何容易，近乎天方夜談！最

主作見證，也為一些不喜歡讀書（也可說讀書不

終我認定當初的‘夢想’並不一定成就在我身

成）的青少年人，提供另一類的學校可繼續讀

上，會成就在另一代的承繼者身上；就好像大衛

書，他朝在體育管理或教練方向發展。這樣不單

欲想為上帝建造聖殿，神卻將這使命交給大衛的

能幫助一些讀書不成的人尋找新出路，同時也避

下一代——所羅門身上一樣。

免他們走向歪路的危機。當然這中心主要還是訓
練更多的康體事工的工人，跟教會配搭作全方位

踏進今年，應是我人生下半場的最後一節

的傳福音工作。「康體事工訓練中心」除了有球

（籃球術語），身邊的人都開始問我什麼時候退

場和有課室外，還有教會。這教會能為學員提供

休，起碼不要再在前線奔波，可以專注作教導培

信仰生活，為專項運動提供屬靈餵養；簡而言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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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育下一代的工人；花多些時間在文字工作，將過

及個人見證都強化這感動。當晚我帶著既興奮又

往的寶貴經驗修輯成書，造化後人。連自己也認

戰競的心情主領佈道會。

定最後十年內要退下火線。
過了一星期，接到一位『康體事工證書』舊
記得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太太突然問我是否

生電話，約我去大埔見一位朋友。原來這位朋友

有興趣參加一個以中、港、台基督徒為對象的聚

是大埔頭村的原居民，當他從舊生口中知道我有

會，名稱好像是『回家』，意思是華人基督徒要

開辦康體事工中心的意念，就找我探討跟村內的

為福音傳回耶路撒冷接棒。由於當時剛好預備完

一間棄置村校合作可能性。這校舍停辦多年，被

翌日晚一個佈道會的講章，也打算為佈道會整天

村民申請成為訓練及青少年中心，由於村民對這

有禁食禱告，覺得同時參加屬靈聚會是件美事，

方面的工作經驗不足，怕未能達到政府要求，故

遂答應太太一起赴會。當天的聚會以普通話為大

尋找有經驗且可信任的合作。當我參觀完這所棄

會語言，驚訝的大單是人數超過五千人，而且多

置的村校後，差不多跟我起初‘夢想’的訓練中

來自中國大陸。詩歌讚美差不多近一小時，我完

心一樣，甚至有些原先沒有想過的事工都出現

全投入其中，心被恩感地讚頌天父上帝。接著，

了。

內心有一鼓強烈的感動，我要為上帝的國度繼續

(下期接續…)

高飛，事奉生命要尋求突破，回復年青事奉時的
衝勁。在接著聚會中的主題分享

基督徒體育事工
領袖訓練中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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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康體證書課程
學制
1.
2.
3.
4.
5.

一年制課程。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十五分至十時上課。
全期110小時。
其中三堂以日營會形式進行，學員必須出席。
全部課程出席不少於百分之八十，完成一篇
論文及成績合格者方可獲頒證書。

申請資格
1. 受浸兩年或以上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2. 廿一歲以上及中五或以上學歷程度。
3. 有志在教會推行康體事工者。
4. 獲教會教牧推薦。

課程內容
1. 聖經基礎 (四堂) - 聖經基礎
		
- 基督教基本教會觀及使命之一
		
- 基督教基本教會觀及使命之二
		
- 教會推動康體事工的原因及方法
2. 康體事工 (八堂) - 認識康體事工
		
- 如何實踐康體事工
		
（與教會的互相配搭）
		
- 如何在球隊中實踐事工(傳福音及栽培)
		
- 康體事工與青少年事工的關係 (一)
		
- 康體事工與青少年事工的關係 (二)
		
- 康體事工與宣教(創造機會及技巧運用)
		
- 康體事工之理想的康體事工工人之 (一)
		
- 康體事工之理想的康體事工工人之 (二)
3. 入營訓練 		
4. 運動理論 (八堂) - 運動訓練原理之運動對人成長的重要
		
- 運動訓練原理之運動心理學之一
		
- 運動訓練原理之運動心理學之二
		
- 運動訓練原理之學習與技巧的認知
		
- 運動訓練原理之體適能
		
- 運動的真義
		
- 運動訓練原理之生理學
		
- 運動與社會 (社會的角色及重要性)

5. 組織與行政 (十二堂)
		
		
		
		
		
		
		
		
		
		
		
6. 課程重溫 (一堂)
7. 實習 (七堂)

體育事工領袖的應有素質 (一)
體育事工領袖的應有素質 (二)
組織與行政之安全及法律責任
組織與行政之市場學
組織與行政之福音性賽事
組織與行政之同樂日及福音營
組織與行政之場地與器材
組織與行政之訓練原理
組織與行政之訓練課程內容及意義
組織與行政之資源運用
組織與行政之康體部管理
組織與行政之如何籌備活動及宣傳

收費
1. 報名費港幣$200。
2. 全期學費港幣3000 (可分上、下學期繳交)。

開課日期
2011年1月7日 (星期五)
(註：由10月延遲至1月開課)

教授團隊
饒玉慶先生
張小燕博士
黃偉昌先生
王香生博士

報名手續

錢恩培先生
湛國榮先生
許世全博士
資深康體事工人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或下載報名表，連同教牧推薦及報名費
港幣$200 (劃線支票抬頭『體育事工聯盟或Sports Ministry
Coalition Ltd.』) 一併寄往：
沙田中央郵政局郵箱5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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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球證班

任何人欲想成為球證，必須修讀球例課程，但若成
為出色的教練或球員，也必須精通球例；這課不單可能
令你成為專業球證，也能成為高出平及品格的運動員。

日期
導師
劉卓輝先生 (國際裁判及本會顧問)
饒玉慶先生 (本會總幹事)

14/2/2011 (星期一) 用品，一般規則，賽事通則
17/2/2011 (星期四) 違例及犯現(個人、技術、暴力犯規)
21/7/2011 (星期一) 球證走位，重溫及解答問題

地點
暫定旺角弼街56號七樓

內容
- 認識籃球有關設施
- 最新球例
- 一般規則
- 賽事通則
- 違例及犯規
- 問題解答

時間
晚上7時30分–9時30分

費用
港幣280元

報名手續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並將報名費港幣$280（劃線支票抬頭
「Sports Ministry Coalition Ltd.」）寄往：沙田中央郵政局郵箱514號
註：若有志成為球證者，可商討實習。

支出
薪津
		 93,525.00
行政
		 15,182.53
印刷
5,866.00
郵費
1,289.40
水電
3,214.80
教練費
11,000.00
核數
		
4,105.00
雜費
1,077.80
(不敷 11,255.53)
124,005.00 135,260.53

2010年7-9月財政報告
收入
奉獻
64,940.00
教練費
12,925.00
課程
6,350.00
支出
薪津
行政
水電
教練費
雜費

感恩

與

代求

1. 感謝神，整體的香港「康體事工」發展
良好，愈來愈多教會意識到康體事工的
好處，也能有效地透過康體事工配合教
會發展。

93,525.00
10,785.00
3,066.40
4,500.00
559.70

2. 感謝神，繼在澳門成功推動康事工後，
神又在台灣開路，十月中在台中及台北
舉辦兩次的「康體事工研討會」。

(不敷 28,2204.40)
84,215.00 112,435.40

4. 特別代禱呼籲︰機構會對前所未有的經
濟困境；但同時碰到前所未有的機遇，
請代禱求神的旨意及帶領。

		
		

3. 11月在廣州舉行的「亞運會」，請記念
短宣工作，為接觸運動員的事工及地區
的合作代禱。

本年度累積不敷$39,475.93 請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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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印製：雅軒設計印刷公司 23655628

2010年4-6月財政報告
收入
奉獻
79,700.00
教練費
43,805.00
課程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