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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始，新挑戰，新機遇 播道差會董事會主席 江惠明

感謝上屆差會董事們的邀請與接納，讓我在董
事會主席這崗位上有機會學習。正如羅錫堅牧
師和陳永就牧師曾分享的，他們擔任總幹事一
職前曾多番婉拒邀請，幾個月前我也曾當場推
卻幾位牧長前輩的心意 - 請我考慮接任董事會主
席。 我的理由簡單而充分，傳恩堂的事奉已經
忙透，加上差會面對重重困難和挑戰，絕對不
是一份優差。然而，上帝沒有放過我，拒絕邀
請後內心的不安加劇，我在禱告中求神讓我看
清祂的心意，最終我敵不過聖靈的引領和催

迫，亦看到神給我的印證，只好欣然順服聖靈
的帶領，「大膽」接受。

在此謹代表新一屆董事會，感謝梁成裕牧師 (上
屆董事會主席) 和譚文耀傳道 (卸任差會總幹事) 
過去的帶領和服事。願神繼續帶領和賜福他們
未來的事奉，榮神益人！很感恩不單上屆的董
事大都留任，神也感動陳姜倩雯姊妹歸隊，與
我們再次並肩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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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總幹事：          
助理會計主任：
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副主席：
財政：                
文書：                
董事：  

羅鍚堅牧師
梁麗華姊妹
江惠明牧師
陳達年醫生
潘偉民先生
姜倩雯女士
莫樹堅牧師、何志滌牧師、陳永就牧師、
譚鄭綺雯傳道、陳以天醫生、
羅錫堅牧師(當然董事)

播道差傳 2022 年 8 ~  9 月227

/WhatsApp (852-6600-0516)
 kenslaw@gmail.com  

ASIA COLLABORATION – TAIWAN INITIATIVES
-

    2022 年 7 月份宣教士代禱信      羅錫堅牧師

 
如果你細心閱讀以賽亞書66章15至24節，你會覺得這段經文很凌亂。上帝有時談到天堂，有時談
到地獄；有時講恩典，有時講審判，字裡行間有很多的張力，很多的拉扯。就是在這些拉扯裡
面，我看到上帝的激情，我看到上帝的宣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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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總幹事：          
助理會計主任：
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副主席：
財政：                
文書：                
董事：  

羅鍚堅牧師
梁麗華姊妹
江惠明牧師
陳達年醫生
潘偉民先生
姜倩雯女士
莫樹堅牧師、何志滌牧師、陳永就牧師、
譚鄭綺雯傳道、陳以天醫生、
羅錫堅牧師(當然董事)

播道差傳 2022 年 8 ~ 9 月227

因着譚文耀傳道的請辭，差會正在招聘新總幹
事。香港大部份差會均在鬧總幹事荒，我們要
聘到合適的新人選絕非易事。但我們繼續憑信
心仰望那位差遣人的主，親自揀選及差派祂的
工人來到我們當中，同心事奉！正當差會總幹
事懸空之際，很感恩羅錫堅牧師願意在宣教士
的身份上，額外承擔差會署理總幹事一職，在
我們聘到新總幹事或在他申請到台灣簽證前帶
領差會；亦誠蒙差會在台灣宣教計劃（Taiwan 
Initiatives, TI）之 香 港 代 表 何 志 滌 牧 師 與 TI 
Steering Committee 作出良好溝通，他們對羅
牧師暫代差會總幹事一職給予極大的支持。

新一屆董事芳名如下：
主席： 江惠明牧師 (傳恩堂)
副主席： 陳達年醫生 (港福堂)
財政： 潘偉民先生 (顯恩堂)
文書： 陳姜倩雯女士 (康泉堂)
成員： 莫樹堅牧師 (得勝堂)
 何志滌牧師 (同福堂)
 陳永就牧師 (總會總幹事)
 譚鄭綺雯傳道 (同福堂)
 陳以天醫生 (同福東九堂)
 羅錫堅牧師 (當然董事)

今天的世界充滿艱難與挑戰！然而，越是困難
的日子，越是人心需要福音之時，也是信徒更
有力見證信仰的機遇。差會的前路雖然也困難
重重，但我看到的不是我們自身的有限，而是
那位無限的主。只要我們抓緊從神而來的異
象，無畏無懼，靠着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凡
事都能作！

我更相信，在傳福音的工作上，不論是本地或
海外，差會都不能單打獨鬥；堂會若只是各有
各做，福音果效也難以最大化。因此，我們盼
望能與各播道堂會加強聯繫，了解大家在跨文
化宣教的想法和需要，好讓我們不單能取長補
短，更能尋求夥伴合作的空間，在同心擴展上
帝國度這目標上，發揮最大的效能。

隨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今天世界不同國
家、宗教、民族的人已來到我們的家門口，跨
文化宣教就在咫尺----在我們的家中、鄰舍及城
市中。讓我們把握每一個唾手可得的福音機
遇，不論是遠處近處，都忠心地履行上帝託付
給我們的大使命！

播道差傳 2022 年 8 ~  9 月227

����年�月份宣教士代禱信
羅錫堅牧師

近日一個清晨，我睡醒時心裏有感觸，於是寫了以上這首詩。我的感觸是什麼？就是我和太太計劃
往台灣宣教的事。

或許你會問：「羅牧師你年紀不少了，為什麼還到處奔波？」

什麼力量推動我和太太放下退休計劃，往台灣帶領跨國宣教植堂事工？最濃縮的答覆，就是我在聖
經裡觸摸到上帝的心腸肺腑。其中一段特別激勵我的經文是以賽亞書最後一章。

如果你細心閱讀以賽亞書��章��至��節，你會覺得這段經文很凌亂。上帝有時談到天堂，有時談到
地獄；有時講恩典，有時講審判，字裡行間有很多的張力，很多的拉扯。就是在這些拉扯裡面，我
看到上帝的激情，我看到上帝的宣教心！

在以賽亞書��:��，上帝說：「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耀。」上帝要將萬民
萬族招聚來，讓他們享受祂的榮耀。但誰為上帝去招聚這些人呢？

上帝在以賽亞書 �:�問：「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的回應是：「我在這裏，
請差遣我。」至於我的回應，則流露在上述那首詩裏。

代禱事項

 
倘若你有任何諮詢或建議，歡迎透過電話/ WhatsApp (���-����-����) 或
電郵 （kenslaw@gmail.com） 與我（羅錫堅）聯絡。謝謝！

求主興起支持教會。幾間堂會已經表示樂意成為我和太太的「差遣教會」或「支持教會」。我們為此
感謝神，也期待未來數月，有更多的堂會加入這行列。我們繼續邀請所有堂會成為我們的「差遣教會」
或「支持教會」。若有垂詢，請與我直接聯絡。
為籌募經費禱告。各地區的播道會除了為自己派出的宣教士籌募生活及事工經費外，還需集合資金
作建立教會之用（包括註冊、租金、設備及僱用當地員工等）。香港每年的籌款目標是港幣一百八十萬。
為雙語（英語及國語）教會的策劃禱告。為主賜智慧，讓我們知道怎樣有效地接觸當地民眾（如透
過雙語聚會、文化活動、兒童事工、親子活動、咖啡室和英語興趣班等）。
為各地招募宣教士禱告。我們需要傳道人，也需要其他專才以便推行上述各類活動。
為我們（羅錫堅夫婦）申請宣教士簽證禱告。由於疫情嚴峻，台灣政府仍未恢復處理宣教士的簽證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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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合作 - 台灣宣教計劃

不求安身養命，不計風雨陰晴；
手握福音旗幟，萬里荊途遠征。

/WhatsApp (852-6600-0516)
 kenslaw@gmail.com  

ASIA COLLABORATION – TAIWAN INITIATIVES
-

    2022 年 7 月份宣教士代禱信      羅錫堅牧師

 
如果你細心閱讀以賽亞書66章15至24節，你會覺得這段經文很凌亂。上帝有時談到天堂，有時談
到地獄；有時講恩典，有時講審判，字裡行間有很多的張力，很多的拉扯。就是在這些拉扯裡
面，我看到上帝的激情，我看到上帝的宣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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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總幹事：          
助理會計主任：
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副主席：
財政：                
文書：                
董事：  

羅鍚堅牧師
梁麗華姊妹
江惠明牧師
陳達年醫生
潘偉民先生
姜倩雯女士
莫樹堅牧師、何志滌牧師、陳永就牧師、
譚鄭綺雯傳道、陳以天醫生、
羅錫堅牧師(當然董事)

播道差傳 2022 年 8 ~ 9 月227

因着譚文耀傳道的請辭，差會正在招聘新總幹
事。香港大部份差會均在鬧總幹事荒，我們要
聘到合適的新人選絕非易事。但我們繼續憑信
心仰望那位差遣人的主，親自揀選及差派祂的
工人來到我們當中，同心事奉！正當差會總幹
事懸空之際，很感恩羅錫堅牧師願意在宣教士
的身份上，額外承擔差會署理總幹事一職，在
我們聘到新總幹事或在他申請到台灣簽證前帶
領差會；亦誠蒙差會在台灣宣教計劃（Taiwan 
Initiatives, TI）之 香 港 代 表 何 志 滌 牧 師 與 TI 
Steering Committee 作出良好溝通，他們對羅
牧師暫代差會總幹事一職給予極大的支持。

新一屆董事芳名如下：
主席： 江惠明牧師 (傳恩堂)
副主席： 陳達年醫生 (港福堂)
財政： 潘偉民先生 (顯恩堂)
文書： 陳姜倩雯女士 (康泉堂)
成員： 莫樹堅牧師 (得勝堂)
 何志滌牧師 (同福堂)
 陳永就牧師 (總會總幹事)
 譚鄭綺雯傳道 (同福堂)
 陳以天醫生 (同福東九堂)
 羅錫堅牧師 (當然董事)

今天的世界充滿艱難與挑戰！然而，越是困難
的日子，越是人心需要福音之時，也是信徒更
有力見證信仰的機遇。差會的前路雖然也困難
重重，但我看到的不是我們自身的有限，而是
那位無限的主。只要我們抓緊從神而來的異
象，無畏無懼，靠着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凡
事都能作！

我更相信，在傳福音的工作上，不論是本地或
海外，差會都不能單打獨鬥；堂會若只是各有
各做，福音果效也難以最大化。因此，我們盼
望能與各播道堂會加強聯繫，了解大家在跨文
化宣教的想法和需要，好讓我們不單能取長補
短，更能尋求夥伴合作的空間，在同心擴展上
帝國度這目標上，發揮最大的效能。

隨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今天世界不同國
家、宗教、民族的人已來到我們的家門口，跨
文化宣教就在咫尺----在我們的家中、鄰舍及城
市中。讓我們把握每一個唾手可得的福音機
遇，不論是遠處近處，都忠心地履行上帝託付
給我們的大使命！

播道差傳 2022 年 8 ~  9 月227

����年�月份宣教士代禱信
羅錫堅牧師

近日一個清晨，我睡醒時心裏有感觸，於是寫了以上這首詩。我的感觸是什麼？就是我和太太計劃
往台灣宣教的事。

或許你會問：「羅牧師你年紀不少了，為什麼還到處奔波？」

什麼力量推動我和太太放下退休計劃，往台灣帶領跨國宣教植堂事工？最濃縮的答覆，就是我在聖
經裡觸摸到上帝的心腸肺腑。其中一段特別激勵我的經文是以賽亞書最後一章。

如果你細心閱讀以賽亞書��章��至��節，你會覺得這段經文很凌亂。上帝有時談到天堂，有時談到
地獄；有時講恩典，有時講審判，字裡行間有很多的張力，很多的拉扯。就是在這些拉扯裡面，我
看到上帝的激情，我看到上帝的宣教心！

在以賽亞書��:��，上帝說：「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耀。」上帝要將萬民
萬族招聚來，讓他們享受祂的榮耀。但誰為上帝去招聚這些人呢？

上帝在以賽亞書 �:�問：「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的回應是：「我在這裏，
請差遣我。」至於我的回應，則流露在上述那首詩裏。

代禱事項

 
倘若你有任何諮詢或建議，歡迎透過電話/ WhatsApp (���-����-����) 或
電郵 （kenslaw@gmail.com） 與我（羅錫堅）聯絡。謝謝！

求主興起支持教會。幾間堂會已經表示樂意成為我和太太的「差遣教會」或「支持教會」。我們為此
感謝神，也期待未來數月，有更多的堂會加入這行列。我們繼續邀請所有堂會成為我們的「差遣教會」
或「支持教會」。若有垂詢，請與我直接聯絡。
為籌募經費禱告。各地區的播道會除了為自己派出的宣教士籌募生活及事工經費外，還需集合資金
作建立教會之用（包括註冊、租金、設備及僱用當地員工等）。香港每年的籌款目標是港幣一百八十萬。
為雙語（英語及國語）教會的策劃禱告。為主賜智慧，讓我們知道怎樣有效地接觸當地民眾（如透
過雙語聚會、文化活動、兒童事工、親子活動、咖啡室和英語興趣班等）。
為各地招募宣教士禱告。我們需要傳道人，也需要其他專才以便推行上述各類活動。
為我們（羅錫堅夫婦）申請宣教士簽證禱告。由於疫情嚴峻，台灣政府仍未恢復處理宣教士的簽證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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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合作 - 台灣宣教計劃

不求安身養命，不計風雨陰晴；
手握福音旗幟，萬里荊途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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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份宣教士代禱信      羅錫堅牧師

 
如果你細心閱讀以賽亞書66章15至24節，你會覺得這段經文很凌亂。上帝有時談到天堂，有時談
到地獄；有時講恩典，有時講審判，字裡行間有很多的張力，很多的拉扯。就是在這些拉扯裡
面，我看到上帝的激情，我看到上帝的宣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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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始，新挑戰，新機遇 播道差會董事會主席 江惠明

感謝上屆差會董事們的邀請與接納，讓我在董
事會主席這崗位上有機會學習。正如羅錫堅牧
師和陳永就牧師曾分享的，他們擔任總幹事一
職前曾多番婉拒邀請，幾個月前我也曾當場推
卻幾位牧長前輩的心意 - 請我考慮接任董事會主
席。 我的理由簡單而充分，傳恩堂的事奉已經
忙透，加上差會面對重重困難和挑戰，絕對不
是一份優差。然而，上帝沒有放過我，拒絕邀
請後內心的不安加劇，我在禱告中求神讓我看
清祂的心意，最終我敵不過聖靈的引領和催

迫，亦看到神給我的印證，只好欣然順服聖靈
的帶領，「大膽」接受。

在此謹代表新一屆董事會，感謝梁成裕牧師 (上
屆董事會主席) 和譚文耀傳道 (卸任差會總幹事) 
過去的帶領和服事。願神繼續帶領和賜福他們
未來的事奉，榮神益人！很感恩不單上屆的董
事大都留任，神也感動陳姜倩雯姊妹歸隊，與
我們再次並肩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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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總幹事：          
助理會計主任：
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副主席：
財政：                
文書：                
董事：  

羅鍚堅牧師
梁麗華姊妹
江惠明牧師
陳達年醫生
潘偉民先生
姜倩雯女士
莫樹堅牧師、何志滌牧師、陳永就牧師、
譚鄭綺雯傳道、陳以天醫生、
羅錫堅牧師(當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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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852-6600-0516)
 kensla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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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份宣教士代禱信      羅錫堅牧師

 
如果你細心閱讀以賽亞書66章15至24節，你會覺得這段經文很凌亂。上帝有時談到天堂，有時談
到地獄；有時講恩典，有時講審判，字裡行間有很多的張力，很多的拉扯。就是在這些拉扯裡
面，我看到上帝的激情，我看到上帝的宣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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