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活出信仰

主耶穌說：「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6）為此，基督徒要在日常生活
中，有光明之子的行為，以活出信仰作世上的光。

蘇成溢牧師

要成為一個合主心意的屬靈群體，基督徒必須看重三件事。第一是身分確
認，知道自己的是主的門徒；第二是透過個人和群體的屬靈操練，促進靈命成
長；第三是在生活中如何活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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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一次在晚上與朋友在家中聚
會，他望向窗外見到有人正手持火把沿着山點路燈。當時天色已晚，看不到點
燈人，但憑着手持的火和點亮的路燈，可以看到點燈人是沿山路而上的。此情
景啟發了拉斯金，他轉身向朋友說：「這說明了基督徒是怎樣的。人雖然不能
從外表辨別誰是基督徒，但可以看見他在人生路程中為人所點亮的燈。」 （註）
本會的【信仰綱要】表明，聖經的話是基督徒信仰與行為的最高準則。從
律法書、先知書到福音書、書信以至各經卷，滿載了行事為人的指導原則，基
督徒當謹守遵行。面對現今處境，我提出以下的聖經原則，與大家一起再三深
思。

總幹事心聲
作主門徒 (五)  蘇成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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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義、憐憫、謙卑
愈來愈多人認為，公義是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的重要支柱，相信基督徒也必
認同。按彌迦書六章8節和箴言二十一章21節的教導，上主對人行為的要求，
就是公義、憐憫和謙卑。為此，基督徒在生活實踐時應有此三方面：（1）要
倡議公義，參與建立公正平等的制度，使弱勢社群能享有公平權利；（2）要
用愛心行事，憐憫在困難中，受欺壓的人，釋放被罪捆鎖者；（3）要以謙卑
態度作服事，助人走出高傲自大，學習尊重差異，包容異己。
2. 活出天國價值觀
耶穌在馬太福音五至七章記載的山上寶訓，詳細地教導門徒有關信仰生活
和倫理道德的實踐原則。祂指出，凡作主門徒的，不單須遵守聖經的話，更要
以更高的標準（勝過法利賽人的義），用天國的價值觀來行事為人。耶穌的吩
咐包括：不咒罵和傷害人；不動淫念；說誠實話；不以惡報惡；愛仇敵及為逼
迫者禱告；行善不張揚；能饒恕人使己蒙饒恕；要積財在天；以上主為服事的
唯一對象；不為生活享受憂慮；求自省多於指責人；己所不欲不施於人；不憑
口講乃靠遵行主旨意作見證所信的。（待續）
註：許純欣編譯：《一分鐘故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0四版），頁35。

屬靈雋語
只有造就人的良心，使其敬畏上帝的人，才可以算得上是
真正的神學家。
—約翰˙加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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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陳紹才︱本會學務總監

三個故事
本人將於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約滿並退休，此文將會是我以區會學務總
監身分投稿的最後一篇。
今年六月底有10塲校董培訓講座，當中蘇牧師及我負責介紹區會歷
史、辦學理念和校本管理，除了講解內容外，我們亦以故事形式作分享。
現在我就引用當中三個故事與讀者互勉。

故事一
第一個故事是發生於區會某小學。某日上課時班主任
見某位同學面帶愁容，默不作聲。於小息時，班主任向同學
查詢，同學說她的母親被警方拘捕了，指懷疑媽媽觸犯店舖
盜竊罪。同學很擔心母親的安全，亦很驚慌沒有人照顧她和
妹妹。班主任隨即就將此事告知校長及社工，校長接見家長
時發覺她非常憂傷，不知所措並有無助感。及後校長邀請家
長、社工、班主任及校牧一起商談，校牧開始時首先為大家
禱告，將事情交託上主，禱告完後家長似乎沒有那麼緊張及
憂愁，面色稍為緩和，於交流中她覺得學校及教會牧師肯聽
她的心聲，接納她的犯錯並幫助她兩位女兒。經學校及社工
的協助，事情得到解決和合適的安排。
學習：從此件事件當中我們認識到老師和社工可協助
學生成長，處理學業及家庭問題。牧師在事件上可以扮演一
個角色就是使家長心靈上得到慰藉，認識禱告帶來的力量。
「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得安
息。」（太十一28）
「家」、「堂」及「校」對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援，培育
學生的成長。

故事二
第二個故事發生於區會一所中學。T 同學是新移民，家
境清貧，但勤奮好學，成績優異。於中學會考那一年，他的
母親得到癌症，經濟出現困難，生活拮据，同學心情受到影
響。校長得知此事，立即請班主任、社工及堂會牧師到醫院
探望家長並為家長禱告，家長很擔心同學心情低落而影響會
考，又擔心家庭經濟。校長特別囑咐社工跟進此個案並聯絡
社會福利署協助，減輕家長及學生的憂慮。牧師及班主任特
別為家長及學生不斷禱告，讓學生心靈得到平安，如常繼續
學習爭取好的成績。最後會考放榜時，他得到非常優越的成
績升上校內預科班，他的母親的病情好轉，漸漸康復。同學
於預科期間繼續努力，最後他以非常優異的成績進入香港大
學醫學院。期間他多次回母校教導師弟妹功課，回饋母校。
T 同學醫科畢業時，校長及班主任亦參與畢業典禮，當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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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生、他的母親（已康復）及他的妺妹，大家都帶着歡欣
及感恩的心情。
學習：人生總有遇上困難的時候，我們要堅定信心，信
靠主，努力解決問題。而學生身邊的人，包括老師、朋輩同
學、社工和堂會牧師都會提供適當的支援，陪伴學生努力面
對問題。校長及班主任多次探望家長並為她禱告，或者能堅
強她康復的信心。

故事三
第三個故事同樣發生於區會一所中學，該中學於二零零
三年有升降機的設施，當年有一位患上肌肉萎縮症需要坐輪
椅的學生投考入該中學，註冊時職員見到便立刻通知校長，
校長即時接見學生及他的家人，講解學校的設施及願意作出
適當的支援。學生母親曾表示學生可能負累學校，但校長即
時回答：不是負累，乃是祝福，讓校內同學有機會認識如何
照顧有需要的人。開學前的會面確實重要，因此學生有信心
地在該校就讀，校長更安排開學前提供支援人員，包括職業
治療師教導家長及工友如何照顧學生的起居飲食，很感恩同
學入讀之後適應得非常好，而身邊的同學成功地與他融入課
堂。在一年級下學期，該同學的成績已優越，但他需要接受
一個大手術，校長特別吩咐他接受醫生安排於大考期間專心
接受手術，不必參與考試，主要以上學期的成績作為評估便
可以。由於他的努力，他得到非常卓越的成績完成會考及高
考，並順利升上大學修讀心理學系，並於數年前完成博士學
位。在中學及大學期間，他多次出外宣揚生命教育，鼓勵其
他同學努力面對困難。
學習：支援學生要在最適切的時間開始及持之以恆，在
此事例上，即開學之前要作最好的預備及讓學生和家長都放
心。其次對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家長要多些體諒及即時回應他
們的訴求。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有特殊的處理，讓他們有感
恩的心，回饋社會。校長、老師及社工需有熱誠和堅強的信
念，滿有愛心地培育學生。
最後願主帶領區會及眾屬校教職員，實踐家、堂、校合
作精神，能按主的旨意培育學生。阿們。

主 僕 之言

鄭允加宣教師︱合一堂香港堂

「隔離」與「隔籬」
感謝上帝讓筆者有機會在此分享
「主僕之言」，執筆之際，香港以及
全球正經歷疫症的影響之中，不禁叫
筆者在抗疫的處境作出信仰反思。
在疫症初期，不同地區都會對
「隔離」變得非常敏感，這叫筆者聯
想起在可一40-45中耶穌醫好一個患
大痲瘋的病人的案例。在過程中出現
了違反「隔離令」之元素，就此讓我
們一同查過究竟！
40節一開始就描述 「有一個痳
瘋病人來求耶穌，向祂跪下，說：
『祢若肯，祢能使我潔淨。』」表面
看似一個有病的人找耶穌「掛號睇
症」；然而，容許我們花點時間感受
一下經文的重量。
由於痲瘋病本身極具傳染性，
再加上對以色列人來說，痲瘋病更是
一個涉及禮祭上潔淨與否的問題。因
此當有高度懷疑個案時，病人就需要
先被隔離觀察，若患者一經確診，就
會採取非常嚴格的防疫措施，當中包
括：（1）確診者要遠離其他同胞於營
外居住，進行強制隔離；（2）確診
者所接觸過的衣物、物品都要全部銷
毀，以免傳染他人。
在新約時期，社會對痲瘋病確診
者的處理更加嚴格，措施包括：（1）
確診者在患病期間被封關，不得進入
耶路撒冷；（2）不得參與任何社交聚
會。
簡單來說，確診者和活死人是
沒有分別，故此當時根本沒有人會願
意接近「確診者」。而經文中的確診
者如此走向耶穌與耶穌對話，其實已
經違反了當時社會所發出的隔離令。
但基於他在身心靈上有一份比買不到
口罩更絕望的絕望，故此這位痲瘋病
確診者自然就不惜一切地跪在耶穌面

前，誠懇地表達他想得醫治的訴求。
面對這位確診者的訴求，耶穌
沒有迴避他的視線。經文描述了耶穌
當刻的反應：在心態上，耶穌動了惻
隱之心，願意憐憫這位確診者；在行
動上，耶穌指名道姓地向確診者說：
「我肯，你潔淨了吧！」與此同時，
耶穌更伸手觸摸確診者，即時潔淨了
他。其實耶穌可以有超過十萬種治療
方案，但耶穌選擇成為這位確診者的
緊密接觸者，此方法最能夠反映耶穌
是言行一致、正面地回應確診者之訴
求。
許多時我們會把焦點放在耶穌
的愛心，的確耶穌這個行動，一方面
叫人感動，另一方面也叫我們思考
「能否完全仿效耶穌這個行動？我們
是否要好像耶穌那樣『零裝備』地接
觸患有肺炎的人呢？」可見耶穌的醫
治其實還有更深的意義。
猶太人之所以不敢去接觸痲瘋病
確診者，一方面是不希望被感染不治
之症，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視大痲瘋為
上帝的懲罰，所以更不希望自己變成
不潔淨。的確，一個健康的人接觸確
診者後，自然會被污染，就正如雙手
接觸了口罩之後就必須要洗手，因為
手已經接觸到過病菌而被污染了。
但在耶穌的情況卻是他的確有緊
密接觸這位個確診者，但耶穌沒有因
為這次緊密接觸而受到感染，變成不
潔淨。相反，耶穌身上的聖潔能完全
除去這位痲瘋病確診者之不潔淨，耶
穌的行動徹底打破了一般人對「潔淨
的東西受污染」的概念。
耶穌在醫治的過程中充分向人展
示祂的神性，向人申報了祂有一份比
任何酒精潔手液更高濃度的聖潔，一
份可以潔淨痲瘋病之聖潔。

因此，某程度上我們的確不能
完全仿效耶穌，完全重覆祂所有行
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需理會耶穌
的行動，因為在過程中，耶穌基督也
向人展示了對他者的愛與憐憫。耶穌
基督其實也顯示了要終極關懷他者的
程度，更重要的是，原來我們每一位
都曾經被這份神性所觸摸，這份觸摸
成為我們憐憫別人最大的動力，叫我
們學像耶穌那樣憐憫身邊軟弱困苦的
人，願意成為他們的緊密接觸者。
耶穌展現這份神性之先，其實痲
瘋病確診者已經在他的訴求中表達其
心。確診者的說話之時態，其實是指
他堅信耶穌對大痲瘋是可以選擇「逐
漸潔淨」又或是「馬上潔淨」，可見
確診者在懇求中潛藏了對耶穌基督的
認信，他就是如此確信耶穌有其神
性、能力來處理大痲瘋，確診者唯一
不肯定的只有「到底耶穌是否願意憐
憫卑微、不潔淨的自己。」
這位痲瘋病確診者的信心絕對值
得我們學習。相比之下，今日我們比
他更加認識耶穌基督那份獨一無二的
神性，但我們又會否比他有更徹底的
認信呢？
面對疫症肆虐，人心惶惶的處
境，我們的確會被不同消息牽引心
情，但會否因此而牽動了對耶穌的信
心呢？信主多年，我們還有這份堅定
的信心嗎？在疫症蔓延、社會動盪之
時，我們是否仍相信耶穌基督仍然坐
著為王、仍有權能去面對這一切。
昔日耶穌基督所顯現的神性，成
為我們在絕望之中仍然可以看得見的
盼望，今日我們又會否如這位痲瘋病
確診者般，誠懇地對耶穌說：「祢若
肯、必能叫香港和世界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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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臨在

陳立怡宣教師︱本會助理執行幹事

讓身體
再次參與
在崇拜之中—

身體崇拜的意義

香港疫情漸趨穩定，以及特區政府放寬限聚令，讓在教
堂內的集體崇拜也能夠漸漸恢復了。不知道大家經歷了一段
網上崇拜的生活後，再次步入教堂，坐在會眾席上，聽到現
場的讀經、講道，見到其他弟兄姊妹坐在身旁，可以一同唱
詩、領受祝福時，有否與以前不一樣的感受呢？又或者，有
些信徒心中會湧起疑問，既然在任何地方也可以上網參與崇
拜，為甚麼仍然要返回教堂中崇拜呢？

主耶穌以祂的身體面對試探、與門徒一同生活、接受
洗禮、施行醫治與神蹟，最後踏上十字架的路，踐行使命。
以主的能力，難道不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就不能成就救贖？我
相信並非如此，而是主愛人、渴望與人親近到一個地步，要
來到地上與人相遇，成就祂的應許，使人更確切地見到、聽
到、觸摸到主。作為信徒，我們的崇拜生命，又是否能夠如
主一樣道成肉身、進入人群、踐行使命？

過去我們普遍都忽略了身體在崇拜中的角色和意義。宗
教改革後，改革宗一直高舉透過聖經經文去認識上主，將早
期及中世紀教會透過崇拜禮儀、藝術、身體等經驗上主的方
式放輕甚至摒棄了；加上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相信知識及理性
的影響，基督新教的崇拜在二十世紀興起靈恩運動前，慢慢
傾向了只以腦袋和知識去崇拜，所以有些信徒會認為只需要
聽到講道，理解到聖經教導，就是崇拜了。

應用小建議：

然而，值得我們進深思想的是，主創造給我們的身體，
除了腦袋的知識，還有肢體、語言、感官、記憶，以及不同
程度的活動能力，我們的身體能夠察覺到周遭人或物的移
動，以致能與人連結及對他者的表達作出回應。上帝按著
祂的形象造人，我們的身體作為被造之物，在崇拜中自然而
然所表達出來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聲音或是感官感受，都
是主創造時賦予我們透過身體呈現生命的存在與活力，這些
都是在這物質世界中對主發出的敬拜方式。縱使我們的身體
不做任何動作或不發出任何聲音，單單是身體有形地「出
現」在教堂之中，其實已經是在彰顯主創造的大能，主對人
的愛，以及主的臨在。因此，當身體參與在崇拜中時，就不
再是一個個體，而是成為了教會群體的一部份，即聖經中所
說的肢體；各肢體藉著身體崇拜把身心靈開放讓自己與主相
遇，一同敬拜事奉，這正是教會集體崇拜在地上作見證的美
麗圖畫。
主耶穌道成肉身，進入人群，正正示範了如何以有血有
肉的身體去敬拜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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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聖經教導為主的知識型崇拜雖然有其需要性，然而對
於某些群體及年齡層的信徒來說，身體崇拜可以提供另一種
方式，讓他們經驗在言語之外與主相遇的崇拜。
1.

在崇拜的程序中，可以配合一些肢體動作、圖像、聲
音、氣味等等，來表達人對上主的敬拜，加深信徒透過
身體參與經驗主的臨在。例如唱詩的時候站立、舉手、
拍手、搖動身體；頌唱或背誦禮文時雙手合十、仰望十
字架；領受祝福時低頭、攤開雙手；講道時運用投影圖
像、聲音、氣味；儀節中以鐘聲、音樂引領靜默或禱告
等等。

2.

多察覺和留意崇拜程序中讓身體參與的部份，了解其背
後意義。例如為何會列隊進堂和退堂？為何時而站立、
時而坐下、時而合上眼睛？

3.

不要輕看自己在崇拜中的出席，你的出現不單是一個數
字，更是讓別人看見上主在你身上的作為。你以身體踏
進教堂，已是對上主崇敬的表達。

參考資料：
1. Prokes, Mary Timothy. Toward a Theology of the Body. Edinburgh: T&T
Clark, 1996.
2. Vogel, Arthur Anton. Body Theology: God’s Presence in Man’s World. NY:
Harper & Row, 1973.
3. Empereur, James L. S. J. “The Physicality of Worship.” In Bodies of Worship: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Morrill Bruce T. S. J., 137155. Collegeville, MN:Liturgical Press, 1999.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家 情 軒
地址：新界屯門井財街29號4樓
電話：24414833
傳真：24414805
電郵：familyweb@hkcccc.org

陳雅恩 | 家情軒中心主任

中
難
患

彼 此相 愛

二零一九年，沉重的一年。
二零二零年，擔憂的一年。
家情軒在這一年裡，經歷了很
多的不同。
家情軒過往的工作，主要集中
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入校課後支援服
務，主要在校舉行功課輔導班及小組
活動。第二部份是社區扶貧活動，主
要透過政府的食物銀行進行支援工
作。而平日我們除了到校服務外，中
心亦會提供託管服務，主要服務區內
家長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未能照顧之學
童，而他們大多數放學後會自行上中
心做功課或進行活動。
家情軒位於屯門，接近屯門市
中心的位置，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
由於社會運動及種種原因，中心附近
的交通變得不太順暢，在這段期間，
中心的到校服務，很多都因為交通及
安全問題而暫停了，而託管服務我們
仍舊維持，但過程中，我們需要不斷
更新附近社區的路面情況，按學生需
要安排他們到中心的路線，與家長
聯絡，大家都處於一個非常緊張的
狀態。而放學更是我們一個全新的體
驗，由於我們多數學生會於晚上七時
才離開中心，故基於安全的考慮，家
情軒首次安 排接送返家服務，同時亦

謝謝同工們無私的付出，幫助帶領居
於不同位置的學生，安全地送抵他們
到居所樓下。
就這樣，二零一九年靜靜的過去
了。二零二零年無聲無息地踏入了我
們的生命。

魚吃飽五千人的神
蹟，看著他們欣喜
的笑容，聽著他們
分享的故事，卻發
現人總是渺小的。
然而，當每一個人
都將自己渺小的力量分一些出來，卻
可以成就大事。這一刻大家都覺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
還記得聖經馬太福音六章8節：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在你們
祈求以前，你們所需要的，你們
的父早已知道了。 」而六章34節：
「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
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
天當就夠了。」

二零二零年開始，四周開始了壓
抑的氣氛，疫情開始嚴重，隨著教育
局停課的宣佈，中心無論對外或對內
的活動及班組，都一併暫停了。當我
們感到無力，未知前路的時候，一個
又一個的求助電話紛紛來到。有因孩
子需留在家而乏人照顧的個案，有缺
乏防疫物資的個案，更多的是因疫情
而影響工作甚至收入的個案，面對一
個又一個求助個案，我們也很想逐一
幫助他們，但礙於資源上的不足，我
們亦有我們的限制。

或許，家情軒在社區當中擔任
著一個小小的角色，但我們卻希望透
過這小小的中心，在這個社區當中，
在這些服務隙縫當中，發揮協助的作
用，為有需要的家庭，在他們徬徨的
時候，仍能有這一片小天地，讓他們
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但同一時間，很多不同的善長、
機構都不約而同致電我們，表示有不
同的物品想透過我們分發給有需要的
人士。當中有防疫用品、罐頭、食
物、糖果、玩具、新鮮餸菜、飯券等
等。腦海中不期然出現耶穌用五餅二

正如約翰福音十三章34-35節：
「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
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
門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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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強牧師 |

望覺堂

接連禍患？

在上年社會運動走到艱難的境遇，整個香港社會受到
前所未有的衝擊之時，不少老香港都認為，此情此境是百
年一遇。運動未完，忽然又來了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又有
人以為，這個病毒只會百年一遇。當兩個「百年一遇」的
情況相繼出現之時，讓我忽然想起，過去曾聽過金融界有
一個叫「蟑螂理論」（cockroach theory），這個理論表示：
當家中發現有一隻蟑螂出現的時候，很自然，我們都會相
信，第二隻、第三隻蟑螂，也會接二連三地相繼而來。為
此，當我們不斷以為，運動就快過去，曙光就在前面；
又或，疫情就快過去，曙就在前面，有時，可能這樣的祈
許，會帶來更大的落差！
那麼，未來是否了無希望呢？也不是！因為，禍患
來，恩情也來！
比方，在新冠病毒肆虐下，各樣物資都非常短缺。那
個時候，我們見到有人主動去分享口罩、廁紙及洗手液。
在筆者所牧養的教會，就有團契的團友們，會親手製作口
罩及預備消毒液，去分發給團友及附近的街坊。也有些姊
妹，她們特別念及好些病患者的需要，於是重拾久已荒廢
的車衣機製作口罩，怎料車累了衣車，死機。她們恐防成
品不足夠需要者使用，堅持要車下去，便又立即買來了一
台新衣車，繼續車了好些口罩。到她們將所有成品拿來給
我轉贈病友時，成品放到手中，那刻心裡感動不已！……
相信，這些疫情下送暖的故事，不僅在我身上見證到；相
信，也會在好些兄姊，在您的身上，也有經驗、見證得
到！
事實上，人生即使福無從至，若有「愛」，就不至於
禍不單行。感恩，在上帝的家裡面，弟兄姊妹無論屬於甚
麼階層，無論持有甚麼政見，我們在主裡面，都是一個有
愛的群體（約十三34-35），亦是一個有盼望的群體（彼前
一3）。今日，疫情雖然還未過去，甚或還有更難的處境在
前面等著我們；不過，教會作為一個有愛有盼望的群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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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連綿恩典？

我們若能夠予人分享愛，就能讓那些身處苦況的人，嘗到
一點甜。對於那些感到迷惘無助的人，我們若能夠分享從
信仰而來的盼望，這樣，就能夠讓他們看見人生有曙光。
我們能夠這樣做，就實踐了傳福音的重要意義。願上主幫
助我們，讓我們在福無從至的日子裡，仍然從弟兄姊妹的
行動上，見到上主連綿的恩典。誠心所願。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主辦

2020長執訓練課程
日

期： 2020年9月4日至10月16日（逢星期五）

時

間： 晚上7:30-9:00

地

點： 本會

課程內容：
日期
4/9

內容
長執的聖職身分

講員
蘇成溢牧師
蒲錦昌牧師

11/9

認識中華基督教會

翁傳鏗牧師

18/9

教會的本質與功能

許開明牧師

25/9

隊工配搭

梁遠耀牧師

9/10

教會遇有危機事故的應對

陳勉宜牧師

16/10 同工聘請、牧職成長、離任、 蒲錦昌牧師
退休與接棒
對

象： 本會各堂長執

費

用： 每科$100；報讀全部六科優惠$500

報名辦法： 請填妥報名表後，連同費用（劃線支票抬
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八
月四日（星期二）或以前寄交本會鄭萍女
士收，以便安排；索取報名表格請致電本
會（23971022）鄭萍女士。
查詢電話： 23971022 蒲錦昌牧師
本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培訓小組主辦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表達藝術治療工作坊

一生一世婚前輔導小組（第三十一期）

目

的： 教會傳統主日學課程，著重透過言語接觸兒童，
缺少以非語言方式來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表達
藝術治療則是一種融合視覺藝術、音樂、戲劇、
舞動及文字創作等藝術媒介的治療模式，透過藝
術參與及創作達至身、心、靈治療效果。小組
希望透過此工作坊，讓參加者初嚐表達藝術的力
量，藉此思考未來在兒童事工上，能否以不同方
式回應兒童的需要，有助與兒童溝通。工作坊亦
會簡單介紹表達藝術治療的基本背景和概念，讓
參加者對表達藝術治療有更深的認識。
日
期： 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9時15分至下午1時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九龍太子道西
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講
員： 許德城先生（香港大學行為健
康教研中心表達藝術治療碩士
課程講師）
費
用： 每位$40
對
象： 本會兒童事工導師、教牧同工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uNvZcf4mDQfzew437
查詢電話： 23971022 王綺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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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虎山行？

9月份活動：
日
期：
時
間：
難
度：
集合地點：
路
線：
截止報名：
對
象：

費
用：
報名方法：

本會地址：
查
詢：
活動詳情：
下
載：

2020年9月13日（星期日）
下午3時至晚上8時
★★（1★為最易，5★為最難）
大澳巴士站
大澳 → 石仔埗 → 虎山 → 大澳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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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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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23971022 事工部陳先生
歡迎瀏覽 http://www.hkcccc.org/2maina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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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1）檢視適婚程度
（2）婚後溝通及衝突處理
（3）瞭解原生家庭對夫婦相處之影響
（4）婚後適應
（5）憧憬未來，共建理想
日
期： 2020年12月9日至2021年1月20日
（逢週三，共7次）
時
間： 晚上7:30-9:30
對
象： 計劃於兩年內結婚／再婚之情侶
費
用： 每對$1,500（其中一人為本會會友）或$1,800
（非本會會友）
名
額： 六對準新人
地
點： 本會一樓講室
導
師： 薛玉女姑娘
報名方法： 填妥網上報名表（https://forms.gle/
q4Df49ykVP1Tqf5x6），會再聯絡繳交費用
備
註： 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明
中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查詢電話： 23971495 謝小姐／薛姑娘
中心網頁： 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面書：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家庭靈性培育課程（第五期）
課程內容： 1. 透過Godly Play課節引導屬靈生命，讓父母及孩
子探索、發現及親近神
2. 協助父母及孩子建立家庭的屬靈生活規律，在
家中享受屬靈的親子時刻，為信仰生命打造持
久、深厚、基全的基礎
日
期： 2020年10月6日至11月24日（逢周二共8節）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30分
課程基本要求： 屬靈生命需要既一致又安穩的經歷才能孕育良
好的屬靈習慣，必須完全出席所有課節，不可
遲到或早退
導
師： 馬勵勤、陳玉華（美國兒童神學中心及英國Godly
Play培訓師學院合資格導師及培訓師，Godly Paly
Hong Kong創辦人）
對
象： 只接受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及育有
3-9歲子女的父母
名
額： 12人
上課地點：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費
用： 每位＄2,000（經濟困難者可按個別情況作減免）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QETtFDfVrx5ygQ8j6
備
註： 有興趣參加之家長可先交報名表，經甄選屬「適合
參加」才需繳交費用
查詢電話： 23971495謝小姐／趙姑娘
中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中心網頁： 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面書：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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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周修治先生為該堂宣教師；上水堂自六月一日起，聘得

本年度長執訓練課程
為配合教會的發展與牧養需要，每兩年一屆的「長執
訓練課程」定於本年九月四日至十月十六日（逢星期五共
六課）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時正在區會舉行，費用：每課
$100，報讀全部六課優惠$500，截止報名日期為八月四

魏漢傑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同工離任：房角石堂張麗慈宣
教師已離任。
人事動態：房角石堂趙玉琼宣教師，自四月一日起擔
任該堂代堂主任職。馬灣基慧堂何梅慶宣教師，已於二零
一九年二月一日起榮休。

日，查詢請致電23971022蒲錦昌牧師，歡迎各堂長執報名
參加。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

各校校慶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定於九月八至十日（星期二至

基新中學定於七月十六日舉行五十周年校慶；基灣小

四），假上水聖保祿樂靜院舉行，靈修導師為伍維烈修

學（愛蝶灣）定於七月十八日舉行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士，主題：「藝術靈修」，請各堂宣教師預留時間參加。

及聚會。

宣教師團契網上視像聚會
宣教師團契已於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區會舉行了網
上視像聚會，聚會主題：「網絡生態與牧養」，由任志強
博士擔任分享嘉賓。

英華堂分堂馬禮遜堂不再為本區會成員之一
本會英華堂於五月七日來函，提請該堂之分堂馬
禮遜堂退出本區會，不再登記為本區會之成員之一。
教務行政部於六月五日會議中，經詳細討論後議決接
納英華堂之提請，由於其分堂馬禮遜堂經勸戒後仍不
願遵守【區會憲章】及【聖職人員及聖禮公儀】，自

馬灣基慧堂按立執事
馬灣基慧堂已於本年一月十二日按立郭偉先生為該堂
執事。

富善堂正名為「富善懍遵堂」
富善堂已正式更改堂名為「富善懍遵堂」，並已遷往

區會沒有任何關係。上述有關議決已於六月十五日之
執行委員會會議中作出報告。

稿

例

懍遵堂（已關閉堂會）原址，新堂址為：新界大埔林村坪

■ 來 稿 可 直 接 以 電 郵 方 式 投 遞 文 稿， 稿 件 須 未 經 發 表，
切勿一稿兩投。

朗村58號，定於七月十三日正式運作，包括辦公室運作及

■ 文章字數以一千至一千二百字為限。

崇拜聚會；遷址後電話及傳真號碼不變。

■ 發表文稿可用筆名，但來稿時請註明真實姓名、通訊
地址、電話、所屬堂／校單位，以便聯絡。

小西灣堂已遷址

■ 本 刊 對 一 切 來 稿 有 取 捨 及 刪 改 權， 如 不 願 被 刪 改 者，
請註明。

小西灣堂已於去年十二月中遷址，新堂址為：香港柴
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12樓B室，遷址後電話及傳真號碼

■ 來稿如欲自行保留版權者，請註明。

不變。

■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文論，不一定代表本刊及本會之
觀點及立場。

各堂人事動態

■ 本刊所有文章，除已註明者外，歡迎引用、轉載作非
商業用途，但請事前徵詢本刊編輯同意。

新聘同工：灣仔堂自七月一日起，聘得羅裕安先生及
陳雅儀女士為該堂宣教師；基道大埔堂自七月一日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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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按立牧師，故不再登記為本區會之成員之一，與本

滙 聲．2020年7/8月

■ 來稿請電郵至 editor@hkcccc.org，請註明專欄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