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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代傳媒，向普世華人宣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唐崇懷牧師（美國國際神學研究院榮譽院長）

我們帶著感恩歡樂的心情，慶祝開路者國際傳

播協會成立 36週年。開路者在 1984年開始，從無到
有，從有到成長，從成長到今天的壯大。英文有句對

年長者的話：you are not growing older, you are growing 
better。在此為著這個機構感謝上帝，神的恩手扶持帶
領，像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從困難的狀態出來，

經過曠野，進到迦南地。為這經歷我們感謝神！

詩篇 127篇：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們

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兒女是耶和

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少年時所

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

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羅馬書 11章 36節：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

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我要用羅馬書 11章 36節來分析詩篇 127篇。第 1
節講到「房屋」、「城池」。一般人會想到企業、工

作、機構、組織，但這裡的「房屋」，不單指建築物，

真正的意思是居住的地方；不是做事的地方，也不是

堡壘、避難的地方，而是住家。聖經中所指的房屋，

除了是家，還是宮殿。

這首詩是上行之詩，每年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聖

殿慶賀，每上一階就唱一首詩。在他們眼前看到的是

華麗的宮殿，但在神心中最重要的是，它是個家。神

的子民要和睦同居，像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像

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這些都顯明家庭的關係。

一個機構在神面前蒙福，不是一個機構的事、也

不是一個教會的事，乃是群體的事，因為是家的緣故，

神子民的緣故。開路者所作的一切，是神國度的事。

神的兒女、整個家族應該一起歡慶；開路者的工作是

家人的工作，不只開路者蒙福，乃是神的家蒙福。開

路者所作一切是為著神的國度、神的家、神的子民，

因此我們一同歡樂。

一、一切都是本於神

開路者在神面前所經歷的，都是本於神。36年
前開路者謙卑地開始，創辦過程是由一小群愛主的基

督徒開始的，因他們有共同的思想，有夢、有宿願，

就是在廣播事業上參與神國度的建造。神也興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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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把感動放在人心裡，所以一同建造。意念是從

神來的，但工作卻是神興起祂的人一同參與。趙蔚然

牧師是開路者的第一任總幹事，他把一生都奉獻在開

路者的事工上。在此我們要特別記念他的勞苦。但願

我們看到一切都是出於神、本於神。若非神的創造，

若不是神作為起源，一切都歸於徒然。蘇格蘭的愛丁

堡有句座右銘，翻譯出來就是詩篇 127篇的第一句，
沒有主與我們同在，一切都是枉然。「枉然」的拉丁

文意思，是煩惱、喪氣、衰微、揚不起手來。英文的

frustrated。
人活著就要勞碌，不單要工作，還要有成績的工

作。所以，我們說創業難，守業更難。開路者剛開始

幾年，在經費、器材、設備上非常艱難，多少時候起

起落落。初期有沒有灰心、喪膽？我相信有。但感謝

上帝，神供應、補足。聖經說：「壓傷的蘆葦，他不

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灰心喪膽」的原 
文，與「吹滅」的字根是一樣的。神不灰心喪膽，神

的僕人也不灰心不喪膽，所以神的子民、工作、家要

一直延續。

二、一切都是倚靠神

一切不單本於神，也倚靠神。「你們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詩

127:2）「清晨、夜晚」表示神的看顧。神的創造，有
晚上有早上，直到第七天，神看所造的一切甚美好，

就安息了。神安排一切、保守一切，作神的兒女、為

神工作的人都是有依靠、有供應、有眷顧的。這 36年
裡，真正餵養開路者的是神自己。我們有勞碌疲乏的

日子，也有重新得力的日子。早上起來晚上安歇，明

天又是一天，到甚麼時候結束？我們不知道，但我們

知道，神在、神的工作也在，神的子民必然蒙神眷顧，

倚靠神的人永不羞愧，也必得神的喜愛。

在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

必叫他安然睡覺。」（詩 127:2）安然睡覺是生活的必
須，因為還有工作要做。開路者做了很多工作，做了

很多偉大的工作，不是我們偉大，是神的偉大。當我

們力量不足，連舉起手的力氣也沒有時，神是我們的

膀臂、是我們的充電者，叫我們在祂裡面，可以安然

度日。聖經說，神是我們患難中的避難所，暴風中的

擋風牆，烈日中的陰涼處，風浪衝擊時的避風港。我

們活到如今，要繼續活下去嗎？當然，因為祂是我們

的依靠。

三、一切都歸於神

神沒有時間限制，我當一生一世事奉神。一個事

工有兩個是永存的：在法律上，機構叫「法人」。法

人不會死，只有解散。公司解散由另一個公司、法人

來繼承，它不會死。神的事工也是如此。設立機構時，

有神的感動，神把種子種在心中，雖然死了卻要生出

許多子粒，這傳承是永恆性的。但願參與開路者的人

是永恆的，在神面前有永恆的記念。「我們手所做的

工，願你堅立。」（詩 90:17）因為奉主名所做的事 
不會死，會繼續傳承。

詩篇 127:3-5講到三件事：神的恩賜，神所賜的產
業，神的賞賜。我們的神是活的上帝，祂的恩典每天

都是新的，祂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但願每個

參與開路者的人都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神的恩賜、

是活水，把活的東西帶給人，也叫人因你而活。如兒

女傳承父母的生命，這是生命的延續。

經文也講到「箭」，箭是針對仇敵。箭袋充滿、

不戰而勝是最重要的。作主的聖工要有裝備，裝備恩

賜是神給的，支取神所給的，在神面前壯大。屬靈的

爭戰不是血肉的爭戰，屬靈的爭戰要奉獻、盡忠，為

神而活、為神而死，活得非常輝煌響亮。在城門口不

必動刀劍，你有箭在箭袋裡，敵人必不敢大聲說話，

因為神與你同在，你的威嚴可以征服敵人。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

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這是你的榮耀，但真

正的福分是神的榮耀。神的榮耀在你身上、你的家裡，

你的家就充滿光榮和希望。開路者是蒙福的機構，也

是蒙福的家，在神的國度成為明燈，是每個人都可以

支持的。讓神的榮耀顯明在我們中間，我們的工願神

堅立。

「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羅 11:36
下）信息結束，但事工、事奉要延續。誰來支持、繼 
續、傳承呢？當然是神的子民，是我們這班事奉神的

人，蒙神親愛、得神恩待、蒙神建造的每個家人、事

工和教會。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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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立之初就參與、陪伴了開

路者國際傳播協會 36年的鄭黃鳳
瑛 Angelia，是上帝給開路者的寶
貴禮物。雖然是執行總幹事 /資深
董事，但她更像是背後默默支持孩

子成長的母親─提醒、叮嚀、為

開路者禱告。

堅持到底

「我是趙蔚然牧師在香港大學

教書時的學生。1985年開路者在
洛杉磯設總部時，趙牧師打電話

來，希望我能參與。剛開始，我只

是在行政上支援。」中學重生得救

後，Angelia就常與基督徒同學一
起作福音廣播。趙牧師找她那年，

她正在基督教佳音社作電視廣播的

工作。

開路者使用媒體傳

福音的異象，是吸引

Angelia 參與的主要動
力。「神給我有大眾傳

播的背景與裝備，我不

能藏起來。因為『不傳

福音，我就有禍了』。」

她深知傳媒可以操控人

的思想，影響人的行為，

基督徒要善用媒體來傳

福音。

這些年來，讓她印象

深刻的是，趙牧師的擺上

和對事工的堅持。開路

者從零開始，前幾十年

都是靠國外的奉獻才能

維持。低谷時，還曾有

付不出薪資的窘境、事工停擺的可

能，但都因趙牧師持守神的託付，

才走到如今。

事工發展

歌羅西書一章 28節：「我們
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

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開路者

的使命宣言，就是透過傳媒來宣揚

耶穌基督。

開路者的觀眾大致有三類：未

信者、靈命尚未成熟的基督徒、

成熟的基督徒。對於未信者，開路

者的新聞、心理醫療節目，是他們

接觸信仰的機會；對於成熟的基督

徒，開路者的節目提供培訓的機

會，特別是在中國的平信徒傳道。

堅持以媒體傳福音
朱  俐

也有實踐神學的講座，讓基督徒將

信仰與生活結合起來。開路者的製

作主要定位在第二類觀眾，希望透

過各種節目餵養他們，開路者要成

為供應信徒的靈糧倉庫。不熟聖經

的人可以透過 10-15分鐘的信息，
吸引他們進而支取開路者已經放在

網上的各樣靈糧。但願聖靈光照，

使他們都能結出果實。

過去粵語事工因缺乏人力和預

算沒有發展，現在它成了開路者的

亮點。去年疫情開始，很感恩林文

旌長老夫婦因退休了，就義務參與

負責粵語事工。現每天播送一集新

的粵語節目，期待將來有更多粵語

影音視聽節目。

視頻的果效

Angelia說：「我們為製作播
出的節目禱告，也為訂閱者的靈魂

禱告，求聖靈動工，讓種子發芽。

改變人生命的是神，若沒有背後的

禱告，做的多也不能達到目的。」

雖然視頻的收視率仍是壓力，但她

知道數字不代表節目的價值。神會

使用每個節目，收視人數少但有人

因而信主，它的價值是無可比擬。

視頻播出的果效，也不只看當時的

收視率，有時經過一段時間，收視

人數也會增加。

「一步步來，神給多少，我們

做多少。」Angelia知道這條路很
長，開路者是神手中的器皿，願神

按祂的時間，引導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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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
的開拓者們領受「用傳播媒體傳福

音」的異象，一路走來，有淚水有

艱辛，更有從上頭來的恩惠和喜樂，

見證了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神

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7年前，趙老牧師即敏銳地洞

見：「今天，科技發達、器材更新，

走傳播路向的福音機構越來越多，

開路者絕不是一枝獨秀，只是百家

爭鳴中的一份子。」這說明我們的

路向是對的，媒體傳播是必然的趨

勢，也說明了如果不努力，我們是

可以被取代的，神的工作不只是在

我們的手上成就。

2020年伊始，開路者秉承「打
造新媒體平台」的遠象，同工團隊

全力開拓多媒體視頻事工，以「短、

平、快」（短，視頻長度不超過 8
分鐘；平，平民化受眾廣泛；快，

出片頻率高速度快」的方式，「小

成本、高效率」地製作各類充滿信

仰元素、具備生活氣息、能夠影響

生命、激勵人心、積極正面的基督

教信仰類視頻。

一年九個月來，走出一段「經

歷主行奇事」的旅程，製作了超過

1600個福音視頻，包含國、粵、英
三種語言，涵蓋 28檔國語、15檔
粵語、2欄英語欄目，開拓了 10多
個不同的播放平台，使我們所製作

的優質視頻節目，可以廣泛地「擠

入」世人的手機屏幕，目前總觀看

量已經超過 300萬，觀眾覆蓋 50多
個國家和地區。逐步形成：多樣化

的腳本創作、多元化的內容製作、

規範化的欄目設定、全方位的播放

平台。

不僅如此，立足於「一魚多

吃」，推出「視、聽、讀」三合一

的「靈糧倉房」。視，即視頻節目；

聽，即「伴我同行隨身聽」，不需

要網路、不用眼睛看、只用耳朵聽，

定期升級內容，使所有廣受歡迎的

視頻節目都可以隨時隨地聆聽；讀，

即出版「視頻書」，將優質的系列

視頻節目結集出版，針對視頻內容

以信仰的角度衍生出「思考問題和

討論問題」，印製精美小冊子，附

上視頻二維碼，即可供個人靈修，

教會團契、小組聚會討論，或成人

主日學輔助教學使用。

新媒體是一個機遇，也是一個

挑戰。AI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
同類推送、相關性推介，成了視頻

推送的機制，如何把握時機，如何

將生命之道見縫插針地「擠入」世

人的手機屏幕，則是我們的任務。

故此，兩年前開路者立定「打造福

音媒體平台」的遠象，是充滿驚喜

的旅程。「驚」，是我們沒有人走過；

「喜」，是我們將經歷主行奇事的

喜樂！

平台，是一種國度的胸懷！與

人分享我們的資源，發掘並成全人

才，幫助人成就神的託付，成為新

一代「保羅」的巴拿巴，這就是平

台的意義和價值。

25年前，開路者曾經主辦「聖
樂歌唱選拔賽」，不僅出版發行多

張聖樂專輯，包括〈機遇〉〈祂為

我開路〉〈有愛同行〉〈神是愛〉

等，當中的許多詩歌成為華人教會

廣為傳唱的經典詩歌，如〈祂為我

繼往昔之成效，開今時之新局
蘇揀選牧師

開路〉、〈如鹿切慕溪水〉，而且

成就了許多今日仍活躍在教會界的

人才。這就是平台，一個可以使優

秀人才、優質資源，彙集、交匯、

優勢互補、孕育、開花、結果，並

且結果百倍的平台。

我們一方面繼續製作各類優質

福音視頻，另一方面籌劃舉辦「華

語基督教電影節」及「基督教華語

原創音樂節」，彙聚優秀視頻作品、

基督教詩歌作品，設立獎項，鼓勵、

肯定、造就有恩賜的優秀人才。持

續舉辦多屆之後，將成為如同當年

的「湯清文學獎」在基督教華人文

學創作界的燈塔，如同華人基督教

界的「奧斯卡」。

並且，基於電影節和音樂節，

逐步發展和建立一個華語基督教媒

體製作領域的孵化器，聯結各地華

人教會、福音機構和基督徒媒體人

士，成為培育優秀基督徒媒體人士

的平台，包括：劇本創作、導演、

攝影、製作、演員、作詞、作曲、

詩歌翻譯、演唱等人才；數屆之後，

則一年一度成為華人基督教福音傳

媒資源的交流、共享、彙集之平台。

同時，在此基礎上，將優質的

視頻系列節目整合成為進深課程，

打造「開路者學院」，立足於新媒

體宣教的角度，借助網絡雲端的趨

勢，成為聖經真理與信仰實踐、媒

體傳播與福音宣教的培訓平台，無

遠弗屆地造就新時代的眾聖徒。

惟願靠賴加力量的主，及眾開

路者之友的禱告扶持，我們能以繼

續竭力前行，成就主基督在這年間

的託付。是為所禱。

4  開路者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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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查考聖經人物，腦子裡也常出現那些被人重視的「偉大」聖經人物，如舊約的亞伯拉罕、約伯、摩

西和大衛，以及新約的彼得、約翰和保羅等人。

2020年初，新冠疫情變得嚴重，開路者同工配合規定，開始居家工作。神在那時，帶領開路者走上新的事奉
之路，開展了「視頻事工」。我的任務是撰寫文稿，因此懇切向神禱告，求神指示我該寫什麼查經視頻系列。神

校正我的眼睛，要我從專注在一個聖經人物身上，放大到查考這個人物的家庭。當我放大查考後，發現所得到的

教導更深、更廣、也更精彩！

開始時，我習慣性地選寫比較熟知的聖經人物家庭。後來開路者建議我寫 52個家庭，因一年有 52個星 
期，可以提供喜歡這系列的查經小組，每週查考一個家庭。於是，我必須把那些不受我重視的家庭也找出來。哇！

一找之下，真是大開眼界，原來這些不是很偉大的聖經人物家庭，竟然是神給我們寶貴應許的場景。

例如我們傳福音時，很喜歡引用：「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這是神透過使
徒保羅給我們的應許；不過，我們可能忘記，保羅是對誰說的？在什麼情況下說的？其實，使徒行傳 16章所記載
的那位獄卒，渴慕得救、又影響全家人渴慕得救，是神最初賜下這項寶貴應許的重要因素。是的！在神的眼中，

每個家庭都很重要，祂都會定睛眷顧。

感謝神！讓我有份於「聖經中的家庭」系列視頻節目的製作。我走了第一步（在平面上撰稿），接下來有開

路者的董事、顧問、同工和義工，分別負責審稿、粵語和英語的翻譯、旁白的錄音和剪輯成視頻，使得每個家庭

立體化地呈現出來。我感激他們在製作過程中，所給予的、必要的修正。也感謝為這事工代禱和鼓勵我們的牧長

與弟兄姊妹。願主潔淨並使用這系列去榮神益人！

「聖經中的家庭」撰寫感想
古  苓

2021年 10月   5

    三十六週年的獻禮三十六週年的獻禮─聖經中的家庭
                     開路者為慶祝成立 36週年，特別出版精美的禮物書 《聖經中的家庭》， 
 向神獻上感恩的祭。

本書將開路者廣受喜歡的視頻節目「聖經中的家庭」，其

中 13個舊約與 13個新約的家庭故事，整合出版。集視頻、
文字、圖片、經文金句、思考問題、團隊互動為一體，既可掃

描二維碼觀看優質的視頻，透過精彩的影片了解聖經中具有特

色的家庭；又可反躬自省，作為靈修默想、為家庭禱告、增進

親情關係之用；且可在家庭禮拜、教會團契、小組聚會中使用，

帶動大家一起互動、分享討論，彼此激勵。

本禮物書免費贈送，自由奉獻。

如欲索取，請電郵 kairos@kairos-usa.org
或電話 626-282-8470開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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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導

 • 趙蔚然牧師的叮嚀
開路者國際傳播協會榮譽主席趙蔚然牧師應執行總幹事的邀請，於 7月 20日上午，偕師母回到開路者辦公

室，探望新舊同工並給予勉勵和挑戰。會後與同工們餐敘，並不斷關懷詢問同工及事工的各項需要。

高齡 91歲的趙牧師身體健朗、思緒清晰，他以保羅向哥林多教會表達的心
志，勉勵大家：「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

作你們的僕人。」（哥林多後書 4:5）並娓娓道出開路者的歷史，鼓勵同工要把
自己當作僕人，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是傳自己，乃是傳耶穌。要成為別

人的僕人，誰有需要就給出去，成為神重用的僕人。趙牧師更挑戰同工注意時

代的變化，這幾十年來媒體不斷更新進步，開路者在傳福音的事上要有雄心壯

志，思考做教會做不到的事。

 •  八月份同工聯會於開路者圓滿舉行
8月 9日，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月會講座，假開路者會址舉行。

開路者同工和義工全體出動，熱誠接待 80多位來賓，及 10幾位線上同步
聚會。此次，特邀遠在波特蘭的精神病醫學專家、砵崙宣道會長老梁維正

博士前來，分享如何面對後疫情時代的牧者壓力與挑戰。聚會的高潮是，

梁博士的解答以及牧者提出重啟實體聚會的焦慮。除聯會的報告外，開路

者副總幹事蘇揀選牧師也介紹了開路者的熱門節目「快看新聞」、「快看

天下事」和「伴我同行隨身聽」播放器。結束時，聯會總幹事陳以諾牧師

特別邀請，當天也到場的開路者榮譽主席趙蔚然牧師祝福。除午餐招待外，

開路者贈送每人一箱酒精洗手液，讓牧者同工們身心靈都得供應。

 • 簽約儀式
為了更進一步向廣大華人群體傳福音，葛培理佈道團將歷年來廣受歡

迎的視頻節目，授權開路者使用，在開路者多個中文媒體平台播放。8月
9日，由葛理翰佈道團華語部主任馬宏志牧師與開路者蘇揀選牧師簽訂合
作協議。馬牧師親自將儲存了 10幾部錄像影片的 USB交給蘇牧師，其中
包括「重回聖地」「重新探索聖誕節」，及佈道團多年來在各地的佈道等

影片。蘇牧師表示這只是開始，今後兩個團體將會有更多合作的機會，能

將葛培理佈道團所製作的優質影片，在華人圈裡廣泛傳播。

 
•  《教牧心理關懷與輔導》系列講座

8月 10日，同工聯會後一天，梁維正博士也在開路者團隊的早禱分享。
他說，世上各物都有價，但有一樣東西是無價之寶，它是無法用金錢購買

的，那就是服事神的機會。為了抓住更多服事神的機會，他甘願放棄他的

行政職務，專心服事神，並用神賜給他的專業更好地服務人。

感恩的是，梁博士在百忙之中通過開路者的平台，開設了《教牧心理

關懷與輔導》系列講座。他為我們錄製的「情緒病」、「壓力」和「耗盡」

三個講座，9月份在開路者的 YouTube頻道上播出，歡迎收看和轉發。 梁維正博士（第一排右三）

梁維正博士

趙蔚然牧師



2021年 10月   7

反饋和迴響

感恩與代禱

最近在收聽開路者學院的新約聖經課程《羅馬書》，我很喜歡製作的內容，和兩位主持人以一搭一唱的方式

講解聖經。也樂於分享給主內的肢體，有一位姊妹的回覆如下：「昨天有稍微聽一下，真是不錯。神的道

越分享就越清晰。真是淺到可以讓孩子戲水，深到大象可以游泳。謝謝你！」（台灣）

很感恩有開路者陪伴我讀經！我讀經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聽開路者的「聖經導讀」，對瞭解聖經章節及背景

很有幫助！也很喜歡「聖經導讀」中以經解經的解讀方式，將聖經各個章節聯繫起來，難理解的經文更容

易理解了。讀舊約時，很多地方不能理解，反覆聽了「聖經導讀」後，大多疑惑之處就清楚了。「聖經導讀」

每次都有前一章經文的總結，使得章節間的連接更順暢！（美國‧聖路易斯）

1感謝神，開路者學院 e-learning網上查經課程
的《路得記》已經完成，近期將開放給弟兄姊

妹學習。

2感謝主！ 7月 27日「開路者之友」中的幾個
家庭來開路者參觀，他們是開路者多年的代禱

者和支持者，直到如今。其中有從聖路易斯來

的田男夫婦（Nan & Cindy），他們的團契多年來都
使用開路者的查經材料，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另外一

對是，路德會以馬忤斯教會的饒餘松長老夫婦（Jeff 
& Teresa），他們從 2005年到 2015年，都在開路者
的感恩餐會擔任義工。那時候同工少，義工很辛苦。

Teresa曾經將我們多年的《交流》雜誌整理出來，裝
訂在大資料夾裡，同時也被放上了開路者的網站；還

有林惠芬姊妹（Amy），這些年來她多方面幫助開路
者的事工，並且常為同工們加油打氣。

3感謝您為開路者的「查經視頻節目」代禱！目

前正在拍攝和籌劃拍攝的書卷，有三卷：a.《撒
迦利亞書》粵語查經節目。由林文旌長老夫婦

擔任主持人；b.《羅馬書》粵語查經節目。由鍾重光
弟兄擔任主持人，並由屈李美萍姊妹負責幕後讀經

文；《雅歌》國語查經節目。由田男弟兄夫婦擔任主

持人。感謝神賜給我們這麼愛主又愛開路者的牧長和

弟兄姊妹，與我們一起同工，使我們深受激勵。

4感謝主！開路者在 YouTube的粵語視頻，8月
份開始，新播出了「說文解字」和「漫步人生

路」；9月份開始，再新播出「頌主之聲」，
都得到很好的回應。請懂粵語的弟兄姊妹觀賞和推

介。

 •  香港開路者義工姊妹愛心助學
幾年前，香港開路者義工到中國去探訪，看見年輕的神學生背負著新一代牧者傳承的需要，孜孜不倦地用

心學習。他們中間有的家境清貧，但因著呼召，不畏艱辛，努力學習和裝備自己，這些景象深深感動幾位熱心

的義工姊妹。從去年起，她們開始愛心善舉，今年再接再勵，捐助一些特別有需要的學生，讓這些學生能專心

學業，無後顧之憂。此愛舉受到感謝，也深深鼓舞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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