籃球體育事工
30週年30人見証集
第二冊

11.范肇康 THOMAS FAN
宣道會希伯崙堂
籃體大使隊成員
現任籃體董事

前言
籃球體育事工三十週年三十人感恩見証集出到第二冊了！今次有第十
一至二十位曾在籃體有不同經歷的弟兄姐妹分享，包括有前同工、前
董事、現任董事、義工、暑期實習生等.....其中一些更有多過一個
身份哩！

他們的分享中，有講到籃體如何影響他們的生命、在籃體中學習到些
什麼、在籃體中經歷神的體驗、更有神學的反省......

總結一句，就是神在籃體中。

神早已預備

三十年前，神在總幹事BOX的心中賜下異象，持守這異象讓無數人被
主感動、使用和觸動。願你在閱讀這班弟兄姐妹的分享中，也被聖靈
激勵和感動，好叫神的國度繼續擴展下去。

係耶利米書咁 講 ， 耶 和 華 的 話 臨 到 耶 利 米 、 說 : 我 未 將 你 造 在 腹
中、我已曉得你。在我身上呢！就可以咁講，在我未信主之前，
主已曉得我，還把個籃球賜咗給我，我係在加拿大讀大學時信
主，但係我在小學時期已喜歡打籃球，更與幾個同學一齊組籃球
隊，當然信主後在團契裡繼續組籃球隊參加加拿大福音機構辦的
福音盃。

願主耶穌使用這本感恩見証集。

我亦要裝備好
主內同工,
梁勉行SINDY LEUNG
籃球體育事工副總幹事
二零一六年秋

網上圖片

在籃球服侍的路上和在教會裡其它的事奉一樣需要有同行者，感
謝主！衪賜給我有弟兄姊妹妹的支持，教牧同工的鼓勵，我在加
拿大時就有位傳道人(現在已按立為牧師)，他鼓勵我進一步學做
教練，神為我預備，我亦要預備好、裝備好去回應，當時在加拿
大沒有太多的 資 源 ， 我 在 加 拿 大 就 上 了 一 個 教 練 通 論 班 。

初接 觸 〝 籃 球 體 育 事 工 〞
1999年一次回港探親的機會，由我的一位小學同學帶了我去參
加了兩次的大使隊的練習，大使隊就係籃球體育事工的一隊義工
球隊，隊員來自不同的教會，亦有來自籃球體育事工的同工作為
帶領，大使隊不定期會出隊，去探訪監獄與囚友打波，又會到學
校、戒毒所、男童院裡帶福音週，跟福音對象打波、分享、講見
證！雖然只是一個月兩次的練習我見到隊友們對練習的認真、對
服侍的真誠、對事奉的委身。直到2001年全家回流返港定居，我
正式加入大使隊，亦開始我和籃球體育事工的結連，大使隊的隊
友除了是球員，大部分亦是自己所屬的教會籃球隊教練，而且他
們都在籃球體育事工裡完成了教練証書課程，隊友們除了一同練
習亦一同分享如何作球隊教練、領隊，之後我自己亦先後在籃球
體育事工和籃球總會完成了教練課程，事實上籃球體育事工推動
了 大 使 隊 孕 育 了一班籃球教練。

一次 難 忘 的 出 隊

更緊密的連結
與籃體相識、同行15年，不多不少剛是半個30週年，記得第一次
認識BOX又是另一次的大使隊出隊，我們第一次談話他就問我左腦
思維、右腦思維，叫我腦都實了，到現在有時與BOX一起看本地籃
球比賽，一起研究戰術，幾年前BOX邀請我加入籃體董事會，讓我
與籃體有更緊密的連結，更了解前線同工的需要，他們的需要正
是如此。

記得有一次去離島出隊與一班戒毒中的人打友誼賽，通常我們都
比友隊先到達球場，好讓隊友們可先有些分享時間和對友隊的簡
介，這次也不例外，當我們離遠看見球場是面向海灘的，即時感
覺 恬 靜 、 舒 泰 ，走近才發現地上滿佈地雷(動物的糞便) ，隊友們
二話不說就即時清潔場地，還趕得及在友隊來到前清潔乾淨，好 回望自己的日子，總有神的指引、帶領和保守，我就求指引、帶
讓球賽能順利完成，彼此有美好的分享，友隊離開後我們才捧腹 領 、 保 守 我 的 神 ， 加 倍 的 指 引 、 帶 領 、 保 守 籃 體 走 未 來 無 數 的
大 笑 ， 因 在 球 賽 中 都 互 有 落 地 的 情 況 ， 如 果 沒 有 清 潔 乾 淨 就 真 係 30年！
〝周紳士〞！

12.陳駿朗
香港教會基督徒聚會所
2011及2012暑期實習生

耀的時侯就傾到很多，最開心的是與他一起買樽裝可樂(在街市那邊)，
教完波很熱，也不想食飯，但飲完支可樂就會很舒服。有時大家一人一
半，有時就一人一支，這個就是先苦後甜的感受和付出後原來是有回報

的。我記得有一次在打風的日子帶camp，最後取消了，當時的office有
個地方被形容為曠野，為甚麼呢？當時籃體有個地方在西貢，它前身是
一個wargame
場，我與阿耀入去時，我就吸引蚊，阿耀知道我的情況
就叫我著長袖衫褲入去，感恩入到去個地方完好無損，只不過草生得很
高，阿耀很感觸這個地方已經荒廢，他覺得浪費了，我感受到原來我實
習時算是舒服，同工要幫手維修就十分辛苦。我實習時期是240小時，不
我叫阿朗，在我讀大專時，有位朋友與我同科 – 叫阿峰，在尋找實習
需要三個月時間，不過我知道籃體有需要，加上我自己很想留下來，所
工作時介紹我去籃體實習。一開始我嘗試問阿耀(籃體同工)，他是我們
以去到暑假最後一日才離開籃體。
之前籃球隊的教練，之後，阿耀幫我們安排實習，與導師聯絡，就成功
在籃體實習。初初去到籃體，我以為只是教波，幫教練執波，與小朋友
我記得那時很想畢業之後可以繼續為籃體服務，但是我發現自己其實不
玩，原來有很多東西要學。我的導師是阿耀，阿峰的導師是田sir。那時
太喜歡籃球，我更喜愛歷奇(現在是一位歷奇教練)。我離開籃體後讀多
的工作室在現時工作室的下面，三樓至四樓，還有wargame場。
一年書就去了營舍工作，就是賽馬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在那裏學到
很多東西，與此同時，田sir也正開發歷奇，我不知道是甚麼，也沒有跟
籃體教了我很多東西，我最記得籃體教我的第一樣東西是養寵物 – 每
人都要養一種動物，我當時沒有養，但是有幫手餵下龜，換下水，清潔
魚缸；記得有一日，三隻龜中最細那隻不見了，在千尺的辦公室四周尋
找也找不到，之後祈禱希望隻龜回來，一個月之後，隻龜突然在門口出
現，阿耀上班一開門，隻龜就在門口，最奇怪的是，隻龜在我們沒有餵
食的情況下也可以生存那麼久，阿耀形容當時隻龜在走廊的中間，我很
開心可以找回隻龜，也學會了如何對人，Box教我們如何對待動物就如何
對待每一個人。這就是我在籃體學會的第一項東西，十分重要。
第二樣東西是温柔地待人 - 當時我跟阿耀出去教波，他專注在教波方
面，是一個好好的人，大家有辛苦的時侯，在外面很曬，很熱，或者有
些學生有時很懶和會偷懶，他會很温柔地教他們。我記得我在籃體面試
時，在詩歌的環節，我的師父是十分温柔的，感覺十分友善，我與跟阿

田sir學習。在鮑思高時我覺得歷奇幫到青少年人他們的身心成長，所以
我現在也會與籃體合作一齊帶活動和歷奇，亦是義工團契 - 亞米星呢的
一份子。希望有一番事業。這就是我的自我介紹。
與同工的關係，這是不能強求的事，我記得在籃體時，為甚麼這個屬靈
的地方，同工互相都會吵架，心想我會否去錯地方？最後BOX跟我講其實
他們都會有神在中間，任何事有意見不合，爭執時，最後都會無事的，
會有埋怨的時侯，最後都會無事。所以我覺得同工關係很好，他們可以
在低收入的環境中用他們的心相信神會帶領他們走這條路。
其實在籃體時，我是一個欠自信的人，覺得別人比自己更強，例如在活
動時別人比我好就會不做，其後學會分工合作，一個人是做不完工作。
初初去接觸人時，大部份時間都是留意人，而教會的小朋友很多都是很
友善，他們卻是十分真實，他們不想做就不做，籃體都有教我如何用心
去對待小朋友，他會感受到你對他的情，好像Box說，對龜和魚好，它們
就會對你好，我覺得這是教會我最多的。
到籃體時我是一張白紙，當時在一隊籃球隊大半年，阿耀就給我簡單的
試驗，他知我不太懂得籃球，叫我去帶拉筋，一開始心想簡單啦，原來
很難的，因為小學生是不懂得做拉筋的動作，看著也不懂做，要慢慢
講，其他人跟上才可以。這令我學到有些工作看似微小但都要花時間學
習，也令我之後學帶活動時明白講解得清楚是十分重要。如何與人溝通
才重要，現在才有自信，別人看我很有自信，我自己卻覺得是硬著頭皮
去做，但是很感謝籃體給我機會。
當時的我不知道籃球起源，為何創造籃球等等。我來到籃體後，籃體
給了我一張關於籃球的單張，讓我知道多一點籃球知識，例如籃球是
YMCA的奈史密斯博士發明，他發明籃球的原因是因為美式足球傷害性太
大，他覺得籃球可以讓玩家減低傷害，學習愛人如己，不論是隊友或對

手也是一樣。籃球就是沒有爭戰，只要你喜歡籃球就能分享，因此我覺
得籃球是Amazing的，這就是籃球牧養。此外，我記得田SIR說：任何地
方也能是教會，球場是，餐廳也是，只要是為主做事的地方就是教會。
這也是我理解的籃球牧養。
此外，我看過一張圖片，圖片裡有一個教堂，教堂上有一隻手，指向外
面，外面有很多穿不同衣服，職業，種族的人。這張圖片想表達不論是
任何種類的人，他們都可以在教會以外服侍神。這事令我回想籃體的工
作，當時學校有很多老師，他們帶學生返教會，播下很多種子；我亦看
見有人在籃球場上決志信主；另外，我也有幫助籃體舉辦營會，在營會
當中也有人信主。這些事是令我刮目相看，讓我知道不同地方，不同方
法都可以牧養。
最後，祝福籃體可以堅持為主發熱發光。

13.吳愷嵐 HORATIA NG
前飛越女子隊成員
2001年跟籃體到國內大灣交流

一次在練波中途，有教練或基督徒隊員分享見證。還有比賽前後隊友會
祈禱、遇上天氣惡劣的練波日子會相約相交等等。 這些都是我人生中難
能可貴的經驗。
雖然我已很久沒有在籃球場上出沒，但籃體讓我知道傳福音有很多方
法。屬主的人， 可在生活中，在工作崗位上，加少許創意，就能讓人認
識主耶穌。 傳福音不單只邀約朋友去佈道會，或到處派單張。 更重要
的是，要在社區、職場、家庭與人建立關係，在當中活出愛，見証神的
國實實在在的存在我們中間。
籃體不經不覺成立已30年，從籃體的通訊中，時常感受到全體同工和一
代又一代義工們的努力。 願我們繼續加油，讓更多人認識主耶穌 !

網上圖片
中學某年暑假前夕，媽媽對我說:「你咁鍾意打籃球，暑假幫你報了名參
加一個女子籃球隊，是我朋友成立的，打籃球傳福音。」我心想：「甚
麼?! 打籃球傳福音，得架咩?」
於是，那年暑假，我就懷著懷疑又好奇的心情，參加了「飛越籃球隊」;
認識籃球體育事工，認識了蕭BOX。 可惜，暑假後因升學就沒有再參加
飛越籃球隊，直至畢業出來做事，才再參與，且認識了其他籃體同工。
感謝蕭BOX，讓我認識籃球運動的基督精神。 包括隊員怎樣合作、犯規
時要舉手認錯 ; 有時候可能需作出犧牲，才能入球。 當年暑假，我第

14.林永輝RAY LAM
宣道會康怡堂傳道
前籃體同工

解機構的使命，然而我對自己前路更模糊了，是工作還是侍奉?是興趣還
是專業?是生活還是生命?。
Z是「我向神祈求重新上路的機會」，X是「神鼓勵我學習打籃球傳福
音」，Y是「我要豁出去的信心」，似乎信心的擺上是我唯一可以做的
事情，就是這樣神的智慧奇妙讓我這愚笨的人看見及明白祂的手段，一
個已屆中年勉強懂得籃球，左踭雙膝不穩的人，向神求一份可以接觸年
青人的工作，神卻賜下一個終身事奉神的召命。毅然的上路，在籃體侍
奉學習的兩年，球場外和球場內，比賽和練習期間，閒聊分享和受傷治
理，神的感動和指引總會是奇妙降臨，祂更鼓勵我要進入神學院裝備自
己。

今天X + Y = Z的禱告算式依然在運作和學習。每一年教會的少年夏令營
祈禱是神和神的兒女一個互動的關係。由初信到成長，由裝備到侍奉，
是我最期望的一個活動，因為在三日兩夜的營會能夠和少年人有48小時
神回應我的禱告祈求仿佛是有一個「模式」，或者是一個「算式」：X +
開心快樂的相處時間，我亦會不斷祈求神透過營會和少年人說話。然而
Y = Z。
在今年夏令營入營的前一夜，營地職員致電說他們半個營地沒有電力，
要三天時間才可以搶修成功，如果如期入營要有準備更改所有聚會。Z是
如果我向神所祈求的是Z，神往往給我的回應卻是X，一般而言Z和X都是
「我向神祈求一個有意義的夏令營」，X是神回應我們「半個沒有電力的
風馬牛互不相干，然而神卻鼓勵我和提醒我要用Y作回應，結果是神蹟地
營地」，最後我們Y的回應是「我們願意接受改變」，奇妙地，這個夏令
和奇妙地，X + Y卻可以產生一個意料之外的結果，正是我所求的Z。
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營會。
那一年，我徘徊在人生上下半場之間，想獻身想侍奉，想逃避想放棄，
想休息想更生，我向主祈求一個的重新上路的機會，B從明報見到籃球體
籃球體育事工是我學習侍奉的第一跳板，每星期同工會和球場上的祈
育事工的招聘廣告。專職打籃球傳福音是一個新穎方法去接觸怕沈悶的
禱，教導我侍奉是由禱告開始。這麼多年我的心常常覺得萬分莫名，我
年青人，不過籃球並不是我的強項，更加上一年前的車禍，我的左腳腳
們的主本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成就不可能的事情，但主卻容忍我
踝時常隱隱作痛，我覺得這個不知從那裏來的體育事工並不是我要走的
這些無知和有限的人類參與祂的事工裏面，鼓勵我們祈禱，激勵我們要
路。大約一兩個星期後，這個打籃球傳福音的招聘廣告又再出現了，心
變化更生，勉勵我們不要沒有信心，讓我們投入在祂的聖工之內，主是
裡問神：「我仍然可以嗎？」禱告後我將應徵信寄出。第一次面試是十
奇妙的主。
多位應徵者分隊在球場上對賽，球技水平一般的我只感覺到力有不逮，
信心是一個一生一世的功課，有些時候不一定是「加數」，也可以是「
之後應徵者又在宣道園面試，籃球對賽和與董事會面，雖然是進一步了
減數」，或者其他可能，我們總是要心意更新和變化。

15.蔡泳霖
2014年暑期實習生
亞米星呢義工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

有足夠的準備去服事兒童和青少年，寫教案令我更清楚自己的工作計
劃，且有很多實踐的機會，讓我一次比一次純熟，在學習過程中，我感
受到籃體同工對我的耐性，遷就我的學習進度，使我能透過籃球服事他
人。此外，還教導我如何將聖經訊息融入籃球教導。特別我跟田sir參與
了天水圍的籃球隊訓練，每次最後都會有分享的環節，令我反思建立關
係的重要性，我也分享了自己的信仰和近況，互相激勵。
參與War Game歷奇
記得第一次打WARGAME，我最初會感到懼怕和膽怯，但最終也參與在內，
過程中我被子彈打中，感受到強烈痛楚。令我明白信仰非常真實，我會
害怕去面對挫折，因為會感到痛。但當我踏出自己的安舒區，就有了心
理準備接受下一次的挑戰，在我們的信仰中並不會一帆風順，試煉能夠
幫助我們生命的成長。

在2014年的暑假中，感謝主帶領我到籃體學習，令我成長了不少。後來
加入了「亞米星呢」，透過不同的學習和服事，令我明白在這個世代裡
是有責任的，要學習如何回應。主的愛把我們連結在一起，為主去發
夢。正如約珥書 2:28 所記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縱
使來到新的學習環境，我深信在任何崗位上都要為主發光。

小學歷奇訓練營
在活動結束時，有一個分享的環節，這時我們的隊工都被聖靈感動流
淚，令我感受大家都帶著使命去服侍，是將榮耀歸神，並不是自己。主
一直在帶領整個活動和保守人的心，使我在日後的服事，要對神有信
心，並且肩負著基督的使命，有時自己時會感到乏力，要在他裡面支取
力量。

初來報到
回想起最初來到籃體，給我的感覺好像一個家，有關辦公室事務都需要
去做，例如掃地，替魚缸換水，記熟物資擺放的位置，慢慢學習執拾物
資及歸回原位。此外，每一天都要寫日誌，記錄了要做的事情，並反思
在服事中有何不足，提出改善的方法，加強了我的學習。

「亞米星呢」的學習
在團契中我們會分享近況，彼此激勵，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有
著共同的目標，就是透過歷奇使人體驗信仰的意義，因此我們願意學習
和彼此豐富，而且我能將學習的歷奇技巧，應用在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
活動服侍中。

籃球的學習
籃體為我提供了不同的指導，例如學習基本的籃球技巧和寫教案，讓我

現時，我正經歷社工課程的實習， 讓我擴闊了眼界，有機會服事不同背
景的人，願主繼續帶領我的學習，使我將榮耀都歸神。

16. Jerome Wan
Christian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 sign of a healthy ministry can be view from the number of seeds
being planted, this is surely the case of “Basketball Sports
Ministry”, a ministry started in 1987 by “Box”,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teacher and mentor of the game of basketball.
Many Christian basketball coaches involved with sports ministry
in Hong Kong is one way or the other impacted by “Box”. I’ve
had a few opportunities to serve together with Box and his dedicate team of minsters, and the first thing I learned form them
is,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competitive aspect of the game
they insert “Fun” back into the game. The programs which Basketball Sports Ministry runs focuses on building the individual
on the teachings of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games and activities. Basketball was invented with a creative ideal of cutting
the bottom of a peach basket to serve the youth of the community,
and that’s exactly what Basketball Sports Ministry continued to
do after the game was invited over 100 years ago, coming up with

new, fun and exciting way teaching the game and impacting youth
and the community through sports.

一個事工健康與否可以用撒過種子的數目去計算，籃球體育事工必然是
其中表表者。1987年由BOX成立，他是一位非常有原創智慧的老師並籃球
活動的啟蒙師傅。在香港很多參與體育事工的基督徒教練，或多或少都
被BOX影響過。我有好幾次機會跟BOX及他的委身團隊去服侍，我第一樣
在他們身上學到的，不是集中競賽元素於籃球裡，他們乃是把「好玩的
趣味」回歸予籃球中。籃球體育事工負責的活動目標，是在籃球遊戲和
活動之中以主耶穌基督的教導去建立個別的參加者。籃球的發明本身已
極具創意，切除一個裝桃子籃的底部，為要去服侍社區中的青少年；發
明100年後，籃球體育事工就繼續如此發揚光大，並以新的、好玩的、和
刺激的教導籃球方式，去以體育去影響青少年和社區。

17.楊秀珍
前女子飛越隊隊員
前籃體董事

如何藉籃體的牧養或同行, 成就了今天的你 ? 你又如何把領受在自己的
崗位上發揚光大？
籃體的信念，一直著重對青少年全人身心靈成長關顧，以創意牧養方
式，結連基督信仰，以生命影響生命！無限感恩，我是籃體創立之初牧
養的第一批羊 ! 早在少年時，能遇上一位用心聆聽，細心看顧與同行的
生命師傅, 啓導我尋獲人生方向與至寶的上帝。
這一切源於中二那年暑假，參加突破機構舉辦的暑期少年籃球訓練班，
教練是突破雜誌的編輯～蕭銳志先生，也就是後來創立籃體的Siu box。
嘗試以五個階段總结我被籃體牧養以致一起同行的歷程 ：

級挑戰。比賽結果容易預見，往往要跟隊友經常面對輸波多過贏的挫敗
情緖！
我們這群”輸唔起”的少年人，最初面對教練多有抱怨。但是在我日後
的領悟，這些操練其實很扎實，讓我更加享受打波樂趣，隊友間也學習
彼此接納和團隊精神。回想起來，每當在生活或工作崗位上，不時遇到
各種難題和狀況時，仍能以忍耐的心積極面對。要感謝在訓練班中，教
練讓我在未嚐到贏，先體驗學習如何去面對”輸” 的機會！
學習與同行
直至博士創立籃體。隨後我加入成為籃體義工，同時參與球場門訓，學
習與師弟妹們同行。 籃體是早期香港康體創意牧養事工的先驅。 透過
不同活動設計，除了讓我更加享受籃球運動的樂趣，更挑戰我對生命的
反思，感悟神創造的奇妙.。過程中經歷過很多歡笑和啓思迪。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籃體發明的 “三人籃球賽” 和 “親子康體籃
球”！
讓我相信本著基督精神，創意的籃球活動，也能夠突破有限條件，達到
不分男女不分長幼強弱的公平競賽原則。

加入董事會
由義工以致加入董事會作義務董事。讓剛投入教會當少年團契導師的
我，擴闊視野。上帝進一步祝福，借籃體球場牧養理念和經驗分享。 有
啓蒙
機會把 “福音籃球” 介紹到自己教會中。 同時協助開辦少年男/女子
教練是創意人，又滿有赤子心。 訓練班中，除球技和體能鍛練外，更大
福音籃球班。 及後跟籌委導師們，更首次籌辦少年籃球團契佈道會，邀
得著是創意思維受到啓導。 每週一次戶外公開街場的訓練場地，以先到
請教會一位跆拳道黑帶高手的傳道人，到籃球場上稍作跆拳表演和訊息
先得制，我們經常要因應天氣或場地狀況要”搬竇”。
雖然條件有欠
分享。 感謝主，這個”創意佈道會” 訊息分享時間雖短，但結出令人
缺，卻讓我們習慣隨時隨地要突破障礙，適應新環境新改變。當時街場
振奮的果子！
少有女子隊，作賽經驗也少，約球隊比賽有難度，選擇又有限，常要越

18. 梁啟洲
生命啓航
亞米星呢義工
工作發展關係, 2004-2014年，移居上海, 之後投入當地香港人的小組團
契，繼續擔任青少年導師。 籃體同工繼續同行守望，2011年5月，親赴
上海，以創意康體活動，首度協辦家庭親子籃球兩日營。 透過多個啓導
遊戲的互動，加上專業解說（Debriefing）與促導（Facilitation）技
巧引導。 不只促進團契家庭成員間親子溝通。 也引發我對康體歷奇活
動的理念及解說技巧的研習興趣。 在往後再籌辦及帶領同類活動， 多
有啓思！ 最深刻一次，是籌劃一個大型康體歷奇親子戶外營會（子女與
父親），讓少年人與家長，在野外單獨相處。 在互動中共同經歷挑戰，
重建關係。 籌委之一的我，過程中看到不少親子間令人感動的畫面和彼 籃球不是神學，乃是禮物
此欣賞的真情對話！
早在五年前在籃體舉辦的籃球教練團契認識了蕭Box，他是我的良師益
友，而當我四年前報讀神學的時候，他也將一巨大任務交給我，要我研
回流與守望
2014年中，上帝帶領，回流香港。 經過認真思考探索事奉路向。 重新 究關於「籃球神學」這課題，而今年籃體30週年，正正也是我神學畢業
投入母會，擔任青少年導師，繼續跟教會青少年同行。同時，在過去 的一年，在整個神學的學習旅程中，我沒有忘記Box給我的囑托，我也決
一年，跟兩位同樣回流香港的主內肢體，以義工身份，正在推動一個名 定在今年整合我在神學院中的學習，討論神學與籃球，分享此文章。
為”123Teddy”愛心小熊DIY活動。藉著教授小熊制作，以基督”愛鄰
舍”的精神，跟一些基督教慈善團體同行，協辦活動。藉以推動身邊朋 籃球不是神學，乃是禮物
友，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群體。
願上帝恩典繼續祝福這個愛心小 有人說神學是基督教不能不做的事，又有人說神學就是研究神話語(聖
經)，姑勿論那一個是神學最好的描述，但我十分清楚聖經真是沒有「籃
熊事工。
球」這東西，所以從「籃球神學」這名詞中，反而讓我想到籃球是神給
人的一份禮物。

網上圖片

在歷史而言，籃球於1891年12月21日由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在美國麻省
春田市基督教青年會學校(現今春田學院)中發明出來，奈史密斯博士是
一位神學博士，基督教長老會的教長，當他30歲的時候在他所擔任體育
教師的學校中從一項名為「Duck-on-a-Rock」的遊戲中得到啟發，發明
籃球運動，從基督教青年會學校及奈史密斯博士豐富的基督教背景中，

我們可以肯定籃球中包含著基督教的精神在內。當時籃球是一項新的「
創意」，神透過奈史密斯博士的「創意」將基督教的價值觀放在這一份
「禮物」之中。
人性、愛鄰舍、饒恕與認罪
如果籃球是一份禮物，那麼這份禮物包括著什麼呢？籃球這項運動是一
項充滿人性的運動，在一場籃球比賽中總有輸贏，並且在高對抗的籃球
比賽，身體碰撞更是少不免的，這時就是人性一大考驗，考驗著球員的
言行是否誠實，在美國職業比賽經常傳來許多的球員重傷，有時就是在
過程有球員被惡所勝，被試探所勝，作出許多帶來傷害的言語與行為，
而聖經羅馬書十二章節21節所提及我們要以善勝惡，不要為惡所勝。
所以在籃球運動之中，我們就有空間教導關於耶穌基督的道理，就如愛
鄰舍，籃球是一項五人對五人的團隊比賽，五個參加者需要有豐富的團
隊精神，球員不能單顧自己，也需要看顧身邊的隊友，正如聖經路加福
音十章25-37節耶穌的教導，成為看顧別人的好鄰舍，顧及對方的需要才
能發揮到團隊的力量。

籃球與門徒
耶穌基督渴望萬人得救，接受救恩，但同樣地耶穌更希望是人接受了救
恩後，也被教導成為一位跟隨主的門徒(馬太福音廿八章18-20節)，而成
為一位門徒不單是擁有豐富的聖經知識，也同樣需要實踐耶穌的教導，
也遵守耶穌的教導，篤信力行才是耶穌渴望的門徒典範，而在籃球場上
就提供了這樣安全的平台去訓練與教導門徒，一方面在籃球場上是一項
高接觸的運動，我們不能逃離與隊友及對手的交往，另一方面球場上的
人是活生生的人，讓我們學習相處與相愛的功課，並且籃球是一個與現
實社會有別的場景，人可以在打完籃球後將角色的抽離，但卻能在籃球
場上的經驗帶回現實中使用，正如歷奇輔導一樣。

另外就是饒恕，當面對碰撞的時候，無論是對方有意與無意也好，總是
牽動著我們的內心，在懷恨報仇與饒恕之間就是對球員最大的考驗，當
年1998年世界杯中，碧咸就是一腳報復，導致紅牌被逐離場。饒恕就是
叫我們不被惡所勝，不至成為魔鬼的工具，所以耶穌基督常常教導門徒
愛仇敵，為仇敵禱告(馬太福音五章44節)。

籃球與現今的香港
現今是後現代的文化，我們都推崇著多元化，則各自有自己的觀點與感
受，這本是好事，而香港絕對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但多元化不一定帶
來包容與接納，不一定帶來美景，在近年的香港社會中，我們卻看見多
元化不同的立場，演變成仇視、撕裂、衝突、互相攻擊及要至對方於死
地，若然處於多元化，卻不能同存的話，最後只會帶來破壞，而籃球場
正正提供了一個場景，尤其是適合青少年人，讓人透過籃球學習愛人與
人相處的地方，學習如何處理衝突，面對不同意見時的反應及應對，更
重要的是建立球員的修養，正如聖經中的屬靈果子一樣(加拉太書五2223)，從來果子是為別人，而非為自己，我們是與人相處之時才有愛恨的
存在，才需要和平，才需要有信用。

在籃球規則中，當裁判吹罰時，球員需要示意認錯及接受，所以球員在
籃球比賽中的失誤與犯規，讓我們明白到人的限制，也明白人的軟弱與
無能，正如聖經羅馬書三23所提及世人都被罪支配著，並且更重要的是
讓球員學習到分別對錯外，更學會認錯的精神，接受自己的錯誤及加以
改善自己的行為與心態。

結語
我再重申一次：「沒有籃球神學」，神學是教會必須要做的事，聖經之
中沒有「籃球」，但籃球卻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透過這份禮物，我們
學會相處、知道自己的限制，與認罪，幫助我們訓練門徒。願意接受這
份禮物與否卻是我們的選擇。

19.鄺澤生
前籃體同工
香港伯特利教會
慈恩堂

感謝主!加入籃體大家庭對剛受浸一年的我，是個學習事奉神、靈命、生
命成長的好地方，有同心合意的同工團隊，互相補足，從每位同工中學
習到不同的事奉質素，如Box對異象堅持、牧養青少年的方法，Sindy事
奉的喜樂、如鼓勵及欣賞別人，Galex及家安的謙卑，學習信心功課，經
歷神的供應恩典及喜樂，當然也有難處，還有大使隊的義工不計付出為
使命到不同地方打波傳福音如:學校，內地，監獄…等在他們的身上得益
良多，體會到在事奉過程中團隊精神的重要，這些經驗，幫助了自己之
後在教會當執事、董事崗位上的事奉，如何與傳道同工合作，從而建立
一隊同心合意團隊去服事神及弟兄姊妹。
感謝主!到今天還使用自己帶領幾隊中，小學及教會的男女子球隊，將自
己在球場的成長及在籃體學到的教導他們，與他們分享。
願神繼續使用籃體祝福更多的青少年人。

相信我是香港體育事工發展早期的受祝福者之一，青少年時期
(1985年)參加突破少年籃球隊學打籃球，接觸基督教信仰不同打法的,除
認識了教練Johnny(體育事工聯盟創辨人)外還有籃體Box，畢業後有機會
跟Box學做助教，學習教練技巧，如何接觸及牧養青少年人等，及後還以
籃體義工教練與教會合作帶領球隊。
97年加入籃體做同工，適逢籃球事工在教會發展開始興旺，很多教會嘗
試開辦球隊去接觸青少年人，籃體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教會球隊，與他們
分享辦球隊、辦籃球比賽經驗，除了籃體自己辦的教會福音盃外，還協
助不同宗派舉辦福音盃如宣道聯合、九龍塘宣道會、紅土區教會…等，
從而認識了不小對體育事工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彼此互相守望，合作推
動香港體育事工。

20. 龍世驄
籃體董事

籃體事工的轉型
我算是見証著籃體的事工不斷發展，由上海街的一人辦公室，期間數度
搬到新蒲崗不同的辦公室。
籃球事工可以走得很前，發展得很闊，可以肯定的說，因為神是一直帶
領著籃體。不是嗎？當年香港的三人籃球賽仍未起步，籃體已舉辦三、
四、五人盃，當年租用工廈仍未普及，籃體已率先走入新蒲崗，租用工
廠大廈，貼近彩虹道及東啟德兩個籃球場地，作為事工的新基地，隨著
天父陸續呼召多位擁有不同康體恩賜，忠心事奉同工的到來，以致可以
由籃球事工，開展營會及wargame等康體事工的新戰線。

課堂相遇
與籃體的情，要由當年在尖沙咀聖安德烈中心單對單上Box的課堂，學習
「體育與福音」說起，我對籃體的結連，與及體育事工的認識，也是由
那時開始。
事奉的心路
數數手指，這些年來，我有機會在籃體擔任不同的事奉崗位，由前線的
球証、場監、教練、司儀等，看著教牧、教練、球員、觀眾及參加者，
投入於籃體的活動當中，一個又一個生命得到造就，很是感恩；近年，
更有機會帶領學生到籃體參加比賽，又或擔任球賽工作人員，薪火相
傳，籃體不單只祝福我，更祝福著下一代。
蒙天父的允許，我後來更有機會擔任董事，與Box及其他董事，一同承擔
籃體的事工發展、以致財政及人事等議題，尤幸多年來也有眾多熱心的
肢體的奉獻及禱告支持下，籃體得以走過這些年。

情誼加深
因為我跟Box及籃體的這一份情誼，再加上同工無限的創意，我和籃體這
段同行的路從不覺孤單，也不會沉悶，Box及同工們每次總有一些新點
子，總有辦法將創意變成事工，我自己也在這段期日子得到造就。
Box退而不休
當年米高佐敦退休，不少球迷怕找不到另一個星級球員，曾擔心籃球的
熱潮會過，今天林書豪及史提芬居里也成為不少球迷的見証；Box行將退
休，原來他沒有停下來，最近不停更新FACEBOOK之餘，他亦已開展了「
籃體康樂籃球團契」，相約一班波友隔周打籃球，更與「籃體大使隊」
結連，我也不敢少覷Box心裡的打算，就好像未有打算停下來的，繼續開
展籃體新戰線。
駐球場傳道人
仍記得有一次返完早堂崇拜，趁星期天午飯前到球場打籃球，碰見幾位
的士司機叔叔打籃球，原來他們趁該段較少客的時間，相約打籃球做

運動，我才想起星期日早上這個時段，我們正在教會崇拜，如果不是這
次巧合，也許不會認識他們，也不會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我有一個夢
想，希望能有一天，教會能差派駐球場的傳道人，祝福社區熱愛籃球的
球友。
走遍各城各鄉
馬太福音9:35記載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
音。讓我們一同走向各個球場，各支球隊，宣講天國的福音。這些年
間，香港已有很多教會在不同地區組織起球隊，或進行交誼活動、或球
隊訓練，或舉辦不同的比賽，帶來很多的祝福。籃體樂於與各教會結
連，主若願意，願我們一同繼續在這片土地，透過籃球，帶來更多的祝
福。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証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希伯來書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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