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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頒布我們不能遵行的誡命，是要叫我們知道應當如何
向祂祈求。」

—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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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塑造
若問，要怎樣做才能有美好的靈性生命？相信大部份基督徒都會回答：

個人方面，是祈禱、靜默、讀經，要天天做，專心做；群體方面，是崇拜、學

習、事奉，要恆常做，同心做。

不錯，祈禱、靜默和讀經對塑造靈性生命極為重要。透過以下的經文，我

會先就個人方面的三件事，跟大家一起溫故知新。

祈禱 聖經說：「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上帝啊，
祢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尋求祢；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

祢。」（詩篇四十二1；六十三1、3）是的，透過祈禱，與創造生命的永恆上主
交談、傾訴，明白祂心意（馬太福音六6），人就會更深切去認識主、更虔誠去
愛主，更緊緊跟從主，讓主塑造自己的生命。

靜默 聖經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因為我的盼望是
從祂而來。」（詩篇六十二5）「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你們得救

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三十15）原來，人在靜默時
才能回歸內心，重新看到自己，會放下各種纏累，注目於創造自己生命的主，

完全仰賴祂的引導。（1）

讀經 聖經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申命記八3）；「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詩篇十六11；一百一十九105）。肉身生命需要食物，滋養
靈性生命的是主道。每天閱讀聖經，使人將生命朝向上主，等候領受從祂而來

的屬靈力量。（2）

專注上主
然而，勿以為只需按時祈禱、靜默、讀經，如同學生每天完成功課練習

般，信仰便會長進，靈命自然成熟。要留意的，乃不着眼多少時間、多少次的

祈禱、靜默和讀經，這些不過是工具、途徑或方法，助人集中精神；最基本的

其實是專注，要心靈完全專注於主。十九世紀丹麥神學家祁克果在其著作《清

心志於一事》中向天父的呼求，提醒了我們。他說：「天父啊，人沒有祢算得甚

麼呢？人若不認識祢，他所知道的算得甚麼呢？獨一的神啊，祢是一，祢也是

一切！願祢賜我們的理性有智慧來領會那個『一』，並賜我們的心有虔誠來接受

這種領會；更賜我們的意志單純地志於一事。」（3）

基督徒的新生命是主白白所賜，是本於祂、倚靠祂和歸於祂的（羅馬書

十一36）。世上沒有任何事物能取代上主，成為人類生命終極關懷的焦點；因
此，我們當每天以專注於主的心來祈禱、靜默和讀經，如此，靈性生命才得造

就。（待續）

1 甘易逢著、明鏡譯：《祈禱與現代人》（台中：光啟出版社，1982年再版），頁22。
2 盧雲著、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譯：《從幻想到祈禱》（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0年二版），頁126。
3 祁克果著、謝秉德譯：《清心志於一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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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自今年

一月在香港出現後，有些堂會便開始

暫停場地崇拜，聖餐也隨着崇拜的取

消而同時暫停。想不到，場地崇拜至

四月底仍未能恢復，不少堂會也慢慢

習慣了網上崇拜，而且越來越掌握它

的技術和優點，又懂得減低或克服其

困難。於是，不論牧者或信徒都有人

問：聖餐也可以在網上舉行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看似很容易，只

有可以或不可以兩個答案。其實，事

情沒有這麼簡單。

究竟甚麼是網上聖餐？不同的

人原來有很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必

須由神職人員主禮和分派聖餐，信徒

只不過在網上崇拜（包括聖餐禮），

完結後分批到教會拿聖餐回家領受而

已。但是，另一些人則認為信徒可按

照網上崇拜的聖餐禮序在家中照板煮

碗，聖餐的餅酒也由信徒自行準備。

至於有沒有人以為，網上聖餐就是單

看主禮人施餐和在場的三數人領餐，

在家信徒根本不用領，而效用是一樣

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認為，聖餐進行的形式和所

用的物品需與被指涉的事情相符，二

者越相符便越理想，越不相符便越不

理想。一般來說，聖餐中的餅、酒／

葡萄汁代表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

同領一個餅和同用一個杯代表耶穌基

督的身體是一個的。信徒在教會崇拜

中同領聖餐是表達聖徒相通。由聖職

人員負責施行則表達出聖餐是按照規

矩進行，並非草率行事。如果網上聖

餐進行的方式與這些基本條件越不符

合，則越難接受。

當然，不同宗派和教會傳統對聖

餐是甚麼一回事也有不同的看法，由

天主教的化質說，到信義宗的同質說

和改革宗的真實臨在說，再到浸信宗

和自由教會的紀念說，不一而足。每

個宗派須檢視自己的聖餐神學，才能

發展出相配合的禮儀和進行方式。

其實，在疫情嚴峻期間，教會也

可按需要，以小組形式進行聖餐，這

樣既符合防疫原則又可以滿足信徒靈

性上的需要。

那麼，我是否完全反對網上聖餐

呢？不是。因為，我們不宜排除上主

可用我們現行之外的方式來建立信徒

的屬靈生命。正如加爾文在《基督教

要義》第四卷第14章第12節所言：
「聖餐所採用的物質，其唯一的價值

只在乎作神的工具」（註1），我認為
進行的形式亦然。加爾文在該節內文

說：「神藉著祂的受造物豐盛地賞賜

我們自己的恩惠，但我們不可讚揚它

們或宣告我們的益處來自這些東西。

同樣地，我們不可能將聖禮本身當作

信心的對象，也不許將神所應得的榮

耀歸給它們。我們反而應當將這一切

放在一邊，並相信而宣告神自己才是

聖禮以及萬物的造物主。」（註2）

在二十一世紀的網絡時代，我們

需要有開放的心胸，甚至重新思考：

甚麼是虛？甚麼是實？時間和空間又

是甚麼？

在新約聖經的記載中，耶穌無

需出現於現場仍可醫治百夫長的僕人

（路七1-10），說明上主的作為不受
空間的限制，信心才是決定性的因

素。

網上聖餐究竟是不是聖餐呢？我

們應否考慮這個選項呢？這個問題無

疑需要深入的神學反思和討論，不能

一想到就做。

註1： 約翰．加爾文著，加爾文基督教要義
翻譯小組譯：《基督教要義》（下）
台北：加爾文出版社，2007年2月初
版，頁1100。

註2： 同上，譯文有誤，「祂們」應為「它
們」。為方便閱讀，上文已經更正。

＊作者註：本文只是初步的思考，並非神學
結論。

舉行網上聖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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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疫症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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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很多人都沒有想過，疫情會如此沒完沒了。因著

全球疫情的不穩定，本港限聚令的實施，過去每月虔領聖

餐的崇拜生活亦被逼暫停，令不少信徒內心泛起一份難以

形容的缺欠感。然而，主既讓我們經歷這特殊的處境，或

許也是一個機會，鼓勵我們重新認識聖餐的意義，反思聖

餐這聖禮在我們信仰生命中的角色。

回顧教會歷史，在中世紀時期，因著對聖餐神學的理

解，當時的信徒每年只有最多四次的機會可以領聖餐（聖

誕節、復活節、聖靈降臨節及該教堂主保的節日），甚至

只可以領餅而不能領杯。大多數的主日，信徒均要隔著遙

遠的距離坐或跪在教堂後方，以耳朵聆聽神職人員敲響鈴

聲表示餅杯被祝聖，有上主的臨在，以眼睛觀看神職人員

互領聖餐，然後，就只能期盼著自己領聖餐的日子快些到

來。因此，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者與當時羅馬天主教會其

中一個重要的辯論，就是對於聖餐神學的理解；宗教改革

的先驅馬丁路德高舉「信徒皆祭司」（彼前2:9；出19:6）
及「回歸聖經」，引申至聖餐的問題上也主張所有接受了

洗禮的信徒均能與神職人員一同領聖餐的餅和杯。

今天，我們雖然只是被客觀環境限制而未能返回教會

內領聖餐，但內心那份期盼的渴望，相信也會讓我們比過

去更能明白和體會到宗教改革者對爭取能夠同領聖餐的堅

持，以及對聖餐神學的認真探究和討論。這也挑戰我們問

一問自己，到底我是否清楚自己領受餅和杯，是基於甚麼

神學理解？聖餐對你而言，又有甚麼意義？

中華基督教會的成立沿於長老宗和公理宗的教會聯合

運動，承襲改革宗思想，故此在聖禮的神學理解和施行上

傾向擁抱加爾文傳統。聖餐中的餅和杯，就是主對人類救

贖的「恩約記號」，這記號透過聖餐讓信徒可以見到和經

驗到；縱使信徒領受的時候餅和杯的物質沒有改變，吃的

仍是餅、喝的仍是葡萄汁，然而在聖餐的施行中，藉著聖

靈的引領能讓信徒與主團契，共享主的筵席。所以，耶穌

基督設立聖餐這聖禮，吩咐信徒常常遵行，可說是讓信徒

透過聖餐禮儀與三一上帝契合，更深經驗主的臨在，也為

信徒帶來預嚐天國筵席的盼望，好叫我們能夠在等待主再

來的日子，無論境況如何，仍忠心活出配得被主所救贖的

生命。

 應用小建議：

聖餐既是恩約的記號，就是叫人在主裡得自由、得盼

望。當我們無法返回教會親身吃這餅、喝這杯的時候，難

道就會阻隔了我們思想主的救贖恩典？難道就令我們不能

與主親密契合？難道就會使我們難以經驗主的臨在？

如果聖餐這個記號暫未能施行，我們可以嘗試直接與

信徒思想和經驗此記號所指向主對人的恩約、救贖、臨在

和盼望等主題。以下提供一些禮儀的設立和神聖時刻的營

造，期盼能帶來小小意念，幫助教會與信徒一起過渡這被

限制的時期。

1. 可嘗試在網上崇拜的講道儀節後，加入「恩約默想儀
節」，運用圖像如主耶穌擘餅、最後晚餐，聖桌設置如

聖餐餅杯及十字架，配合經文誦讀或述說經文中的場

景，帶領信徒默想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以感恩禱告作

結，勉勵信徒同心合一倚靠主恩典，以盼望走過這段困

難的時間。

2. 在視像團契聚會中，可以用愛筵方式，請每位信徒預備
一樣代表主對他的恩典／救贖的食品，當信徒分享這食

品所代表的意義後，他可以撕開／擘開食品再進食，提

醒他主耶穌的身體已為他擘開，主的恩約常與他同在。

信徒間透過輪流分享自己的信仰生命和與主的關係後，

互相代禱，勉勵大家在困難的時刻仍常常親近主。

參考資料：

1. Bartels, Ernest. Take Eat, Take Drink: The Lord’s Supper 
Through the Centuries.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2004.

2. White, James F.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 ian Worship.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教會觀，聖職觀及聖禮
觀〉。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2013。

4. 羅斯．湯姆遜著。李子揚譯。《聖禮導讀》。香港：文藝，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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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九章，

是聖經中第一次記載有

瘟疫出現。其實在第五

章3節中已經出現瘟疫

這個字，那時是預告，

不過真正的瘟疫是在第

九章1-7節才出現。這場

瘟疫大家應該不會陌生，

因為法老不肯讓以色列人離

開埃及，結果上帝就使出瘟疫

這一招（第五災），希望法老放

人。聖經的記載是「埃及的牲畜

全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

一隻都沒有死」（6節）。聖經說這是

因為「耶和華卻要分別以色列的牲畜

和埃及的牲畜，凡屬以色列人的，一

隻都不死。」（4節）。留意上帝第一

次用瘟疫只是攻擊埃及人的牲畜，而

不是人。

對當時埃及的問責團隊來說，

六十萬人是很大的經濟和勞動人口，

豈能輕易放走？（當然有說以色列人

根本沒有這個數字，但在此不贅）就

面子來說，放走他們就代表自己「跪

低」、上了摩西及亞倫的當。而且，

之前國家幾次災禍都仍然屹立不倒，

今次也必會「安然渡過」。另外，答

允摩西亞倫的要求，就會突顯自己團

隊的無能。最後，法老代表埃及的

神，自己若容讓他們得逞，會顯得埃

及的神明比不上耶和華。種種考慮之

下，法老的心硬也不是毫無道理的。

因為聖經沒有記載，我們就嘗

試估計一下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對這場

瘟疫的反應。首先埃及人自然是又驚

慌、又害怕，因為在全無先兆下自己

的牲畜全然死亡，無一倖免。當然上

帝早已警告法老有關瘟疫的事，但切

膚才會知痛，一日未發生之事，一日

也不必上心；第二、就是對當時的法

老、甚至整個問責團隊不滿，因為法

老的一個決定，結果就讓全國遭殃，

何等冷血。還有就是對以色列人憎

恨—尤其是摩西及亞倫—自己無

辜地被這些外族的以色列人連累，而

他們卻絲毫無損，教自己如何能嚥下

這口氣？但聖經沒有任何對埃及人的

反應的記載，亦可能表示他們敢怒不

敢言、有苦自知。而一眾平時對法老

推崇備至的人士，面對疫情爆發擺在

眼前，也只能無奈噤聲。

反觀以色列人，在整場瘟疫過

程中，聖經也沒有記載他們的反應。

綜觀十災的記載，以色列人在其中的

角色幾乎沒有，他們在其中只能聽從

摩西的指示及等候上帝自己作為，

期望總有一天上帝及摩西能撼動埃及

法老，使自己得著上帝的救贖，成功

離開埃及並進入應許之地。另一個原

因，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整場瘟疫

主僕之言　馬慶鴻牧師︱基富堂

中根本不能作甚麼。

但人在其中至少會知

道，既然大能的上帝能

夠讓埃及人有瘟疫，那

麼自己亦應小心翼翼敬

畏上帝，因為祂是「輕

慢不得」的神。或許

以色列人亦期望瘟疫快

過，以免波及自己的牲

畜。而在那個時期不停挑

釁及取笑埃及人，是極不

明智的做法。

除了保守自己言行外，

有心的以色列人更可以向鄰舍

伸出援手。雖然自己沒有傷亡，但那

麼多埃及人的牲畜死亡，糧食一定會

受影響。若上層沒得吃，基層的人就

更加不用說了。或許以色列人可以分

享一點自己的食物給他人，甚至那些

受災的埃及人。再偉大一點，他們可

以向上帝祈禱，祈求上帝讓法老心軟

放人，既讓自己重獲自由，亦叫這個

地方不再受害，一石二鳥。

今天香港已進入了瘟疫期，無人

知道疫潮幾時會過去，我們還要捱多

久。但在這其中我們究竟帶著甚麼心

態去面對？是埃及人又驚又怕又恨，

咒罵政府、怨天尤人；還是如以色列

人一樣在上帝面前更加保守自己的

心，小心言語，保守自己在上帝中的

盼望，以致最終得著拯救呢？我們又

會否學得偉大一點，關顧身邊受災的

基層人士，甚至為政權祈禱他們可以

聆聽專家的意見，免得香港更泥足深

陷？求主在瘟疫中幫助我們，有平安

及智慧在我們的心中，保持敬虔及安

穩渡過疫情。

疫 

情
隨 
想

疫 

情
隨 
想

4



滙 聲．753期

呼籲中央政府對香港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聲明

《基本法》22條第一節：「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近日中央政府的兩個部門「港澳辦」及「中聯

辦」，公開表示並不屬於受《基本法》22 條的規管，並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的

事表達關注。為此我們憂慮，以上表示不受《基本法》22條界定的部門，可能取代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管治權，破壞了香港人對《基本法》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期望。

《基本法》說明香港回歸祖國後，五十年內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的關係，並承諾香港政制

最終朝向特區首長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直選的方向發展。然而回歸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不單香港的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被削弱的趨勢；香港人更感到「雙普選」的承諾仍遙遙無

期。我們期望中央政府能支持特區政府盡快重啟雙普選，使香港成為在中國領土內實踐人權自由

和民主政治的地方。

當前整個世界正受「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威脅和困擾，我們期望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全力

帶領舉國人民和香港巿民共同抗疫，大家能同心同德應對疫情。我們相信，此時全港上下應同心

協力修補自去年六月起因社會動盪引致的撕裂及今年年初出現「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困境。香

港現在最需要的，是盡早恢復社會正常運作及和諧，使港人對前景重拾信心。

作為香港的教會及基督信徒，我們要以順服基督的精神來服侍社群，並願與全港巿民所擁

戴的政府攜手合作，共建和諧社區。聖經上保羅的教導提醒我們「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

感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提前二

1-2）我們認為，社會是否得享「平穩寧靜」，端賴普羅巿民是否能在我們所愛的城巿中看見真正

的公平和公正。

願主福佑中華，恩佑香港。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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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更斯的《雙城記》中曾寫道︰「那是最好的時

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

代；那是信任的時代，那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

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之春，那是絕望之

冬……」。這句文學經典正好用來描述我們現時面對的

社會狀況。

自一月底起，因受着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下，為

了保障我們的社會及家人，大家紛紛改變了許多日常的

生活習慣，相繼留在家中齊心對抗疫情。學生們開始停

課、家長們亦開始多留在家中工作，甚至有一些家長因

工作受到疫情影響而致失業，需暫時長期留在家中等待

疫情退去再重返職場；很多地方因被關閉使我們暫時亦

不可再去。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降

低社區傳染的風險，以達致大家安全、健康。

在這次百年一遇的疫症裡，面對種種不同的難關、

挑戰、驚恐等均使我們很容易被負能量包圍！由疫症爆

發至今，疫情發展已大概有三個月時間，相信大家都會

感到有點點的「抗疫疲勞」感覺，所以我們更要加強覺

察自己的負能量，在負面當中努力找出正面來！

例如，當家長與小孩需長時間留在家中作「困獸

鬥」時，我們可選擇感恩在疫情當下，竟然獲得了前所

未有這麼多的親子相處時間！以往，家長每天忙碌地為

工作奔波，小孩則忙於每天追趕着學業成績，大家常缺

乏充裕的時間好好去溝通相處。今天各人雖然被迫困

在家中工作及學習，但我們卻能多了很多時間，可仔細

觀察對方的生活日常細節，令大家更了解明白對方的難

處，增加互相的包容及體諒，為日後的親子關係注入更

多正能量。

林怡君	|	本會小學駐校服務督導主任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305室

電話：2397	1035

傳真：2787	3949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學 校 支 援 服 務

此外，為了防疫而留守家中的我們，

不論任何年齡，我們的科技運用知識均

被大大提升！小孩們雖然年紀小小，但對網上學習已可

表現出純熟應對；上了年紀的長者們亦大大增加使用視

像科技，與不同住的家人保持聯繫；我們亦因減少社交

聚會而努力使用各適其適的科技來維持與親朋、好友之

間的關愛問候；社會各人甚至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到

新科技以保持大家的工作效能及效率！這次的科技新體

驗，更180度的開闢了大家的新眼界，成為我們日後很多

創新機會的基礎。

在以往急速目標為本的生活模式，使大家生活的步

伐天天也很急趕。這個疫症雖然帶給我們很多艱難及負

面感受，但同時亦帶給我們很多檢視自己過往生活的機

會。它讓我們好好的把生活節奏減慢點點，找出空間去

處理一下以往我們一直以忙碌為藉口沒去處理的事情；

讓我們有機會去好好關心自己及親友的需要。

羅馬書五章3-5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

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

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

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裡。」在苦難的時刻，我們都要緊

記需抱有信心，常存盼望！雖然不容易，但仍努力找出當

刻的正面來好好感恩一番，與大家共勉之！

在疫情中

尋找正面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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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福音事工部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

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免費活動

「遠離城市繁囂，走進安歇之地！」

6月份活動：水清沙幼漫遊浪茄
日　　期：	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端午節公假）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難　　度：	★★★★（1★為最易，5★為最難）

集合地點：	西貢市中心的士站

路　　線：	萬宜東壩→獨孤山→浪茄→萬宜東壩

截止報名：	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對　　象：	歡迎任何年齡之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參加（18
歲以下人士需填寫家長同意書與報名表一併交回）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	已成為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請即填妥
「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報名表（非會員
可連同「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申請表格一
併交回）電郵至 lion@hkcccc.org，郵件標題請註明
「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

本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查　　詢：	2397	1022	事工部陳先生

活動詳情：	歡迎瀏覽http://www.hkcccc.org/2maina5.php

下　　載：「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報名表及「勇獅野
外天地（永久）會員」申請表格，可於http://www.
hkcccc.org/2maina5.php下載。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	暨	信徒培育部	聯合舉辦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就近期香港的內部事務受到中央政府積極干預，亦有資深的法律
界人士被捕，本會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及信徒培育部為幫助
教牧同工及信徒在此緊張的政治情勢下，認識香港的法治情況
及對宗教界可能產生的影響，將聯合舉行「法律之下，人人平
等？」講座，從法律及宗教層面探討法律之下是否人人平等。

日	 	 期：2020年6月2日（二）

時	 	 間：晚上7時30分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
所）

內	 	 容：	1）香港現時的法治情況

	 2）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訂立對公民的權利、教育及宗
教帶來的影響

講	 	 員：	張達明律師（香港法律學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
講師）

	 邢福增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回	 	 應：	蒲錦昌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對	 	 象：	本會教牧同工及信徒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XC6nf2xHCMuC4PFQ7

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5月30日（六）或之前；已報名者將會在
講座舉行前收到電郵確認。

查詢電話：	2397	1022	鄭萍女士

備	 	 註：	1）講座最後會有答問環節及分組祈禱時間

	 2）不設現場報名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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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全面恢復日常運作

因應政府於四月二十八日宣佈自五月四日（星期一）起，

大部份公務員恢復正常上班，因此區會全體同工亦由該日起，回

復正常返回辦公室工作；惟總辦事處馬禮遜紀念會所太子道西入

口仍繼續關閉，直至學校復課。

中、小學校牧交流會已圓滿舉行

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已分別於四月十五日下午及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以視象會議方式舉辦了中學校牧交流會

及小學校牧交流會，兩場聚會分別有十五位及二十位同工參

與。又第八屆校牧課程，將延期至二零二一年四至五月期間

舉行。

黎譚琼仙師母主懷安息

本會已故退休牧師黎光牧師之夫人黎譚琼仙師母，已於四

月二十日晚上主懷安息，安息禮已於五月九日上午假世界殯儀館

舉行，禮儀由黎師母的母會觀塘浸信會主持；願主安慰其家人。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大埔堂自五月三日起，聘得黃金蓮牧師為半

職牧師。

退休校長關王秀貞校長主懷安息

本會退休校長關王秀貞校長已於五月二日主懷安息；王

校長曾任基正小學及基慈小學創校校長，為望覺堂執事。願

主安慰其家人。

廣福堂誠聘同工

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誠聘以下職位：	

１.	宣教師：負責牧養弟兄組及願意服事基層家庭之青少

年，申請人須修畢神學學士或以上課程，具校牧事工經

驗更佳，有使命及熱誠。	

２.	福音幹事：負責統籌學生福音事工，包括男子籃球隊及

教授初中聖經科，並願意服事基層家庭之青少年，申請

人須大學畢業，曾受神學進修訓練，具校牧事工經驗更

佳，有使命及熱誠。	

３.	助理事工主任／事工主任一名：大學程度，勤奮細心，

做事有條理，對福音工作有熱誠。統籌幹事工作，懂會

計，文書處理，日常行政，及中學生福音事工。

	 	 申請者請繕履歷寄新界大埔寶湖道22號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校牧室，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聘牧小組。

（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彼此分享　慷慨捐獻
為彰顯基督精神，體現本會之分享意識，每年之聖靈降臨節分享主日之獻金，會撥捐內地教會或本港機構。

用特籲請同工同道，熱心支持，慷慨捐獻，本「教會一體」，「天下一家」之精神，分享上帝所賜，榮神益人。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二4）
「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上帝愛樂捐的人。」（林後九7）

本年度分享主日奉獻目標
本年度分享主日彙集所得奉獻，將分享撥助：
（一）廣東省基督教兩會山區教牧同工薪酬津助（籌款目標為港幣30萬元）
（二）愛德基金會—「活水行動」淨水計劃（內地青海省、緬甸及尼泊爾）（籌款目標為港幣50萬元）
如欲奉獻支持上述事工，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寄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

念會所二樓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收，奉獻請註明「分享主日」；或將奉獻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星期五）以
前交所屬堂會彙集繳交區會會計部。（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者，將獲發收據作申請免稅之用）

深信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本受託與分享精神，當樂於奉獻。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分 享 主 日  
（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聖靈降臨節主日）

資料更正：手民之誤，上期誤載新任同工資料，大埔堂

新任義務堂主任實為易嘉濂博士。

滙 聲．2020年5月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