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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身處一個衝突頻生，矛盾不斷的世代。國與國、種族與種族、群體
與群體、機構與機構、政黨與政黨、人與人，甚至家族或家庭成員間，往往因
利益、立場、原則、信念、做事方法，甚至發表的用詞，因出現分歧和差異，
導至各不相讓。甚至更有的認為因錯在對方，是人家得罪我，當然可以作出反
擊，還以顏色，最終雙方均造成傷害。

蘇成溢牧師

七十個七次

在這個鼓吹有仇必報、還以顏色的世代，教會作為一個蒙憐憫得饒恕的信
仰群體，如何反思自己的身分和使命？

總幹事心聲
七十個七次  蘇成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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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彼得曾就饒恕人的容忍程度問耶穌：「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
次呢？到七次夠嗎？」（有猶太拉比討論，饒恕弟兄最高是四次。）耶穌的答
案：「七十個七次！」並隨即用一個天國的比喻：一個欠幾萬塊金幣的臣僕，
因無力償還，經哀求後蒙君王動了慈心，得免債及釋放；可是此蒙債主寬容免
還的僕人，卻不願意寬容欠他幾塊錢的同伴，結果遭王施予重罰。（《聖經》現
代中文譯本，馬太福音十八章21-35節。）
耶穌七十個七次的答案和天國的比喻，是要教訓祂的門徒，不要只着眼於
別人欠自己多少，忘記自己原來欠上主極多。猶如使徒彼得可能以為自己已經
超越了拉比所建議的饒恕人四次，卻忘了其實主饒恕了自己無數個七次。
事實上，人誰無過？可是人往往在自己犯錯，得罪人的時候，希望人家能
寬宏大量些，會重輕發落；但當有人對不起自己，就會追究到底，絕不放過。
更不幸的，涉事雙方在各自運用手段去爭回自己認為的權益而亳不留手時，往
往會進一步傷害對方，甚至到一個無法修補的結局。
面對這樣的一個世代，我認為教會至少可以做四件事。
（一）提醒信徒，人人都會墮入犯錯／得罪／虧欠的軟弱中，因此必須倚
靠聖靈，謹慎自守。
（二）教導信徒，常常自省有否得罪主虧欠人之處，在求主赦免時更祈求
學像耶穌的慈心和寬容。
（三）教會要成為一個使人得寬恕的地方，即犯錯的人可以蒙上主饒恕，
弟兄姊妹又能彼此饒恕。
（四）教會一方面要在社會裡尋求公義，持守真理，明辨是非，同時也要
在人群中倡導寬容，促進饒恕，建立和好。

屬靈雋語
這聖經是為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賜下的。
—威克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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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郭偉強︱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教會何來服務
社群的資源？
很多時聽到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表示堂會有意辦
一些服務，但苦於不能肯定教會是否有足夠的資源確
保服務的延續性，因此便打算申辦政府資助的服務。
這個考慮的確是能處理教會想辦服務，但恐怕資源無
以為計的擔心；但是卻似乎離開了聖經對屬上帝的群
體愛心分享，努力行善的吩咐的原意。

否樂意分享和行善，是否忠心地作上帝的好管家，有
效地管理和運用堂會樂意分享的資源，實踐關懷弱小
的行動。從這個角度出發，堂會是否能夠延續不斷地
服務鄰舍的重點，並不是堂會能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
支持服務項目，而是這個群體是否願意讓上帝的話語
陶造，踐行《聖經》分享和關懷弱小的教訓。

聖經提醒弟兄姊妹和教會實踐分享和關懷弱小
的教訓，並不是要我們辦服務。愛心的關懷、行善和
分享，可以不同的形式流露，這包括金錢、場所、設
施、用品等資源，時間、才幹和經驗的分享，愛心的
聆聽、陪伴與同行，互相守望和守護，愛心說的誠實
話和忠告，以及服務的行動等。因此每一位弟兄姊
妹，每一間堂會都有能力行善，關懷弱小。重點是要
甘心樂意，按能力分享，不是出於勉強。

希伯來書十章24節勉勵我們屬天國的子民：
「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因
此堂會之間也應如此。透過坦誠的分享，堂會能夠交
流分享上帝的恩典服事社群的喜樂與挑戰，分享當中
的經驗，促進彼此更有效地分享上帝託付堂會管理的
資源，施與弱小群體；本著彼此分享的精神，堂會之
間可以彼此相顧，一方面可以實踐以有餘補不足，另
一方面也可以在服事社群時候互補長短；透過合夥組
織和聯合行動，堂會之間可以彼此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亦可以集合力量，凝聚巨大和多樣的資源，同心
合意地為弱勢社群作更大和廣泛的服事。

《 聖 經 》 箴 言 三 章 2 7 節 提 醒 我 們 ： 「你的手
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要施與那應得的
人。」因此堂會擬踐行主道，關懷弱小，應首先檢視
堂會樂意分享、行善的力量，這包括金錢、場地、設
備和用品等資源，才幹和經驗，愛心的聆聽、陪伴與
同行，互相守望和守護，用愛心說的誠實話和忠告，
服務的行動等．然後按能力行善，不推辭。按以上的
描述，每間堂會都有行善的力量，堂會要擔心的不應
是否有足夠的資源開辦和維持服務，而應檢視堂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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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服事社群是實踐主道的本份，聖經的教導是
我們必須有樂意分享的心，把教會可以行善的力量，
施與那應得的，不可推辭。願我們都能本著彼此分享
的精神，量力而為，努力行善，關懷弱小，無論得時
與不得時，都務求作有力見證，榮神益人。

主僕之言

鄧穎頤宣教師︱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感恩也珍惜有這麼的一個機會和大家有在主裡的
分享、結連。「信仰」不單是關於上帝的知識／資料
（information），我們更期待從上帝而來自己生命的改變
／新創造（transformation）。「信仰」不單是認識有關上
主（knowing about God），我們都渴慕與主一起（being
with God），活在主內（living in God）。基督徒（Christ
followers）的靈修生活不會也不能離開聖經和祈禱，這是
我們和上主建立、維持關係不能搖動的根本。本文並非探
討不同靈修的方法，只是希望在此園圃，嘗試分享、匯集
當中一些概念上、態度上的小花朵；此外，如您對當中個
別提到的靈修傳統、靈修導引有興趣，請參閱文末的註
腳，繼續您和上主的旅程。最後，如在閱讀文章時一些詞
彙對您有幫助的話，鼓勵您停留在其上、默觀，聆聽心中
向您發出的邀請。

Ohtawa）弟 兄 ， 分 享 屬 靈 生 命 的 四 個 內 在 形 態 （inner
posture）：默然、等候、交託、信靠（Rest, Wait, Commit,
Trust）（詩三十七3-7）—就是悠然安然藏身主內，不論高
山低谷或平原，相信都在祂的時間、安排和旨意中，祂的
恩手從不離開。

2個靈修傳統

Be Still（靜止）—總是留有、騰出空間給上主在我們
生命作工。時而刻意暫緩或擱置手上的工作，安靜退省，
察看上主的作為和感應敏銳祂對我們生命的提示引導。建
立恩典的節奏（rhythm of grace）(4)，有晚上有早晨，當我
們睡著的時候，祂創造奇工未有停頓。保護我們的上帝，
「必不打盹，也不睡覺」（詩一二一4），所以我們可以擁
抱自己有不是生產（non-production）的時候和安心。

依納爵靈修 (1)：是以內在情感的進路，強調從個人經
驗開始反省和祈禱，鼓勵留意碰觸情緒。依納爵邀請人在
萬事萬物中找到上主的臨在。在依納爵靈修傳統中，神人
關係與我們人生的選擇是息息相關的，因為依納爵傳統的
靈修生活以效法基督為核心，重視一切能夠活出基督心懷
的價值，因此，祈禱的果實是行動：在生活中作「愈顯主
榮」的選擇。
歸心祈禱 (2)：懷著親近上主的意願，來到祂面前，向
祂敞開。放下一切的思想，進入刻意的靜默（intentional
silence），選擇上主。「放下」的屬靈名稱是「降服」；而
降服就是我們對這位看不見的上主的愛的表達。

2位靈命指導
我們都強調和重視「主日返教會崇拜」的傳統和習
慣，然而我們守安息日其實是「如何」守的呢？受造物如
何在每周定期分別出來的一天，全然歌頌、高舉、活現
上帝是萬有的主宰，我們真是 「生活、行動、存在都在
於祂」（徒十七28）的受造物這個生命真理和真相呢？
Marva Dawn提供了四個刻意、有意識的動詞／態度：停
止、休息、擁抱、享受（Cease, Rest, Embrace, Feast）(3)
—就在安息日，心甘命抵、和顏悅色的做回依傍上主養
活的小羊。
我們都慣於也精於籌謀和行動，大概有助增強自身
安全感和可掌控感。然而穩操勝券、全權在握的拳頭，似
乎與開放攤開的祈禱手大相逕庭。近幾年都由日本來港
主領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牧靜修營的太田和功一（Koichi

ABC
日子天天的過、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多點發現上主的同
在和祂的威力呢？提出靈性特質ABC，鼓勵多點留意、意
識自己裡頭與外界的接觸和感應。
In Awe（讚嘆）—上主是臨在和滿有創意的上帝，準
備在受造物的世界裡（creatures and creation）和日常的生
活經驗中被祂驚訝，發現種種的美善和神奇。祂的美妙神
奇，值得我們期待和留神。

Connection with（連繫）與真實的自己勇敢連繫，特別
與自己的破損（brokenness）連繫；與上主親切的連繫，以
致緊扣那份被祂所愛著（belovedly）；與群體連繫，體會人
性張力與有限、也真實接收愛和實踐愛。

結語．啟程
靈性不是隱蔽式自high的。靈性的外顯是基督穿透我
們的生命（Christ through us）(5)，由內而外，向世界活出召
命，伸延祂的良善、仁愛、公義⋯⋯。
祝福您與上主繼續相遇的旅程，在祂命定的時間，遇
到一切您需要的美好。
延伸閱讀：
1. 思維靜院編寫委員會：《默觀與行動之間：漫談依納爵靈修避靜》。香港：
思維出版社，2018。
2. 張琴惠：《歸心祈禱——與上帝親密之旅》。香港：基道出版社，2019。
3. Marva J. Dawn. Keeping the Sabbath wholly – Ceasing, Resting, Embracing,
Feasting.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Pub. Co., c1989.
4. Eugene H. Peterson. Working the Angles – the Shape of Pastoral Integrity.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Pub. Co., 1993.
5. Glen G. Scorgie. A Little Guide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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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臨在

陳立怡宣教師︱本會助理執行幹事

我們如今按手
—按立牧師禮儀的意義
每年十月，區會都會舉行一年一度的按立牧師感恩崇
拜。在此按立禮儀舉行前接近一年多時間，堂會或已開始進
行不同的小組會議、會友大會來決定是否作出按立牧師的推
薦，再交由區會神學牧職部考核，以至在區會執行委員會會
議中通過。此等程序雖然繁複，但貼近早期及中世紀教會在
推薦按立神職人員上的嚴謹做法。
而值得我們反思及進深認識的，是按立牧師及其禮儀
的意義何在？很多時候，教會以聖職需要（例如教友及牧師
比例、探訪及施行聖禮的教牧人手分工），或牧者的牧職年
資，而考慮是否推薦按立；這難免令按立傾向被視為對牧者
身分或能力等認可指標，甚或有點等同於升職的意味。然
而，牧師的按立，無論對受按立牧師本身，還是推薦其按立
的堂會及教友們，除了慶賀牧者的稱呼名銜轉變以外，更是
一個神聖、莊嚴、代表著教會及牧者全然委身回應上主呼召
的禮儀；同時，對於整個區會以及區會的牧師群體來說，按
立牧師禮儀也有著在牧職上見證及彼此互勉的深厚意義。若
缺乏認識和了解，很容易會誤將按立禮儀理解為牧師就職典
禮。
在聖經中，有不同關於按手的記述，（1）而按立神職人員
的禮儀，多參照耶和華吩咐摩西選出利未人，潔淨他們並請
以色列民為他們按手（民8:5-10），以及摩西為約書亞按手
（民27:18-23）的理解。兩次的按手，耶和華都吩咐在會眾
前進行，表示一份公開的身分確認，象徵著上帝對祂僕人的
揀選和差遣，被按手者的生命將全然奉獻給主，這禮儀傳統
一直沿用至新約使徒時代。因此，按手成為了按立禮儀中一
個標誌性的動作。
從使徒憲章（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s）及羅馬主教希
坡律陀的使徒傳統（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 of
Rome）中可見，早期教會按立神職人員的禮儀，是透過按
手及放置福音書於被按立者頭上，再輔以禱告，來顯示出上
帝的揀選和聖靈的降臨。羅馬天主教會則視按立禮儀為七個
聖禮之一，中世紀時期，更強調教會內的使徒傳承，故此，
當時的按立禮儀必須由大主教按手才有效，代表了權力、地
位和身分上的獨特性。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只承認兩個
聖禮—水禮及聖餐，所以對於按立禮儀的理解亦有著極大
改變。基督新教視按立禮儀為神聖行動（sacred action），
而非聖禮（sacrament），按手的動作乃此神聖行動的媒介，
有其象徵意義。
中華基督教會承襲改革宗傳統，以及擁抱聯合教會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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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所以在按立禮儀中較側重受按立者在信仰群體中被
確認其委身作上帝僕人的身分，以帶領教會及信徒共同完成
上帝的呼召。按立禮儀不再只是由一位主教、長老或執事按
手，而是由一群地區堂會的牧者一起按手，以示牧職不局限
於一間堂會，而是拓展上主的國度，共同承擔上主的召命。
在區會按立牧師禮儀中，（2）各儀節均有其源於傳統的獨特
意義：
*

詩歌： 透過同心唱頌祈求聖靈臨格，主要沿革自羅
馬天主教會的傳統

*

薦引： 表示得到區會代表組織（執行委員會及神學
牧職部）的推薦及認受

*

願詞： 透過由主禮牧師及受按立者以問答形式宣讀
的願詞，重述及確認受按為牧師的心志、召命和職責

*

按手輔以禱告： 禱告必須與按手同時進行，以表明
受按立者得著上帝的揀選及聖靈的降臨，並將受按者
交託全然奉獻於主用

*

握手團契 （3）： 區會代表及牧師們透過握手歡迎受按
立者成為委身事主的僕人，並表示願意在實踐主召命
的路上以合一精神彼此接納和同行，建立團契

*

立志： 受按立者與會眾以啟應的方式互勉立志，表
示願意一起同行、彼此支持，並重新喚醒教會及信徒
委身回應上帝的呼召

盼望當牧者、領袖和信徒對按立的意義加深理解後，在
整個推薦、投票、及至參與按立禮儀的崇拜過程中，能夠進
深去思考和體驗上主對教會賜予的豐盛恩典與使命。
註釋：
1. 聖經中關於按手的記述，除了表示被上帝揀選或差遣，亦有奉獻、祝福、醫
病等意義，例如亞倫按手在用作獻祭的動物頭上（出29:10, 15, 19）、耶穌
為孩子按手（可10:13-16；太19:13-15；路18:15-17） 。
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按立牧師禮儀，主要參考自《普天崇拜》。
3. 握手團契（right hand of fellowship）的禮儀傳統沿自門徒與保羅握右手以示
合作（加2:7-9），接近今天合約達成的概念，當中有著承諾的意味。門徒與
保羅在宣教和建立教會的事工上原有分歧，最後透過這握手的動作來建立合
一的教會群體，化解當時不同文化的差異，認定以信靠和跟從基督為重心。
參考資料：
1. Tipei, John Fleter. The Laying on of Hands in the New Testament: Its
Significance, Techniques, and Effec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2. Bradshaw, Paul F. Rites of Ordination: Their History and Theology. London:
SPCK, 2014.
3.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WCC
Publications, 1982).

特稿

林玉英牧師︱梁發紀念禮拜堂

靈修分享
「人應該把我們看為基督的執事，為上帝的奧祕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
要他忠心。我被你們評斷，或被別人評斷，我都以為是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評
斷自己。雖然我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判為無罪；審斷我的是主。所以，
時候未到，在主來以前甚麼都不要評斷，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揭發人的動機。那
時，各人要從上帝那裏得著稱讚。」—哥林多前書四章1-5節
今天上主要藉這段經文，提醒或鼓勵我甚麼呢？
我們是基督的執事、上主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忠心。忠心，即可被上主所信
賴，所交予的任務，會盡心竭力完成；而當我們面向他人時，自然會受到批評，越是站
得高作帶領的，越容易受不同的人評論。保羅說，他看為極小的事，當然，在輕看評斷
的同時，他並不認為自己沒有罪。
上主今天藉保羅的說話，要向我說甚麼呢？我容易受別人評價的說話，影響心情，
就算未有親耳聽到，也有內在的聲音（想像某人）在評價自己，影響了執行任務時，對
上主的忠信。
經文一再提醒，我們能看到事情的發生，卻未能看到「暗中的隱情」、「人做事的
動機」，只有上帝知道，祂會「在那日」揭發出來。這再一次提醒我，不應評斷他人，
也不要跟著別人的評價而起舞，當留心上主每天對自己的提醒、修正，盡心完成所交付
的任務。
這經文又提醒我，人與人之間會有很多誤會及冤屈；當我越是一口咬定，事情的真
相如我所判斷，其實，我是在扮演上帝，我根本不知道「暗中的隱情」、「人心中的動
機」。如果，我注目於上帝，也清楚我是在盡心盡力履行上帝所交付的任務，縱然別人
誤會而錯判批評，那又如何？到那日，「各人要在上帝那裏得稱讚」。
上主，求祢寬恕我，我注目於人的評價多於定睛在祢身上。求祢幫助我成為祢可信
賴的僕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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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紓壓及心靈更新服務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電話：23971495
傳真：27873949
電郵：clinpsy@hkcccc.org
網址：http://clinpsy.hkcccc.org
梁欣恆 | 本會臨床心理學家

. . 會病？
近日在電台聽到一首叫「孤獨病」的歌，由一位廿歲
出頭的年輕歌手幽幽地唱出孤獨的感覺，年輕應有的輕俏
和歌詞帶出的沉重突顯出了反差。

很想問為何難過 很想呼救 情緒極度無助
是孤獨還是失望 還是 被世界折磨
在輔導工作中，不乏難過無助的人，「孤獨感」常在
他們的故事出現：被父母忽略的童年、在學校受到排斥、
沒有朋友、無人明白自己、沒有人喜歡自己⋯⋯磨人的孤
獨感，為他們帶來了千千個鬱結。
誠然，我們也不曾孤獨過嗎？尤其是今年在疫情的陰
霾之中，我們與限聚令、隔離令、社交距離、恐懼並存，
就算做好防疫措施，嘗試抱持希望，期待戰勝疫情，內心
也難免感到寂寞。有網上調查 (1)本年一月至五月的疫情發
展對港人精神健康的影響，發現接近一半的受訪者感到孤
獨，並因此令精神健康惡化。在日本 (2)，健身室被允許開
業後，很多人蜂擁而至，其中不乏70歲以上高齡者的身
影。老人家接受訪問時說：「在家裡悶了兩個月，都快得
癡呆症了。比起感染新冠病毒，孤獨死更恐怖。」

一生 蒞臨或訣別 一個人
孤獨真的會病？還是，孤獨有它的價值？事實上，
無論一個人有多親情愛情友情，生命每一個片段、體驗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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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須要獨自一個承擔。學會如何與孤獨相處，是人生走
不掉的課題。周國平 (3) 曾寫道：「學會孤獨，學會與自己
交談，聽自己說話，就這樣學會深刻。⋯⋯在獨處時，我
們從別人和事務中抽身出來，回到了自己。⋯⋯有無獨處
能力，關係到一個人能否真正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的內心世
界。」人生的一些經歷，又或是疫情的延滯，也讓我們開
始正視內心的孤獨，慢慢發展出內在的沉穩和豐潤的內心
生活。

沿途多得有人 長留在我附近
當黑夜又來煩我 很感激你 陪我席地而坐
學會孤獨，不等於人願意完全孤獨，我們總嚮往靠
相知相愛的人去解除孤獨，尤其是陷在人生困境之際。回
想自己人生最低潮的時候，也多得有人在黑夜陪我席地而
坐，慢慢撐過去。陳廷三博士曾說，人生很多的苦難都是
無法解決的，而苦難中最苦的莫過於孤獨。當再細味歌曲
時，我不禁也在腦海中尋索身邊可有孤單的人，或許需要
陪伴聆聽⋯⋯。

當你再哭也沒結果 找不到那心理藥房
別遺忘還有我 同樣在那些陰影 跌下過
註釋：
(1) 參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439。
(2) 參https://topick.hket.com/ 2020/08/13新聞。
(3) 參周國平：《讓孤獨成為你的個人時尚》（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執行委員會就遴選下任本會總幹事的公告
1. 現任本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的任期將於2021年8月31日屆滿。月前蘇牧師先
後向常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表示，於明年8月底任滿後會提早退休。
2. 執行委員會於9月14日的會議中，接納常務委員會就遴選下任總幹事所建議
的遴選細則。（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二零二零年聘任總幹事遴選細
則】）
3. 申請截止日期：2020年11月16日下午五時正
4. 選舉日期：2021年2月份執行委員會會議當天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書 記：簡燕玲
執行委員會 主 席：陳應城
總幹事：蘇成溢
2020年9月17日
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二零二零年聘任總幹事遴選細則】可於本會網頁（http://www.hkcccc.org）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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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活動：探索塔門
日
期： 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公假）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難
度： ★★★（1★為最易，5★為最難）
集合地點： 西貢黃石碼頭
路
線： 塔門碼頭→疊石→龍頸筋→茅坪山→上圍→碼頭
截止報名： 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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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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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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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完堂舉行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執事按立
典禮
區會總辦事處正門入口重開
因應全港學校於九月下旬陸續復課，區會馬禮遜紀念會
所太子道西入口已於九月二十三日重新開放使用；凡到訪者
必須做足各項防疫措施，包括全程配戴口罩，並先到二樓接
待處量體溫及使用消毒搓手液搓手。

本會本年按立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
本會謹定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十
時正，於本會長老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A）舉行二零二
零年按立牧師、接納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敦請本會
陳勉宜牧師宣道，按立梁兆芬宣教師（基道旺角堂）、陳
智衡宣教師（沙田堂）及劉龍華宣教師（全完堂）為本會牧
師，接納林鍵牧師（公理堂）為本會牧師，並差遣李少樂
（傳恩堂）、李志偉（天約堂）、李健文（基灣堂）、梁恩
榮（天約堂）、黃恩淞（大角咀基全堂）、歐基立（公理
堂）、鄭嘉慧（沙田堂）及鍾嘉媛（天愛堂）為本會宣教
師。因疫情關係，感恩崇拜只供本會出席及列席之執行委員
及獲邀人士參與，屆時並會安排網上直播。

全完堂定於十一月十五日（主日）上午九時及十一時半
舉行開基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感恩崇拜，由大衛城文化中心
總監吳振智牧師蒞臨證道。同日十一時半感恩崇拜期間舉行
執事按立典禮，按立何美鳳女士及張淑敏女士為執事聖職，
由堂主任牧師張敏儀牧師主禮。歡迎同工同道出席，同頌主
恩。如有查詢請致電 24922866。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英華堂自八月二十四日起，聘得黃景業牧師
為該堂副堂主任，及聘得陳淑儀牧師為該堂兒童部教牧同
工；合一堂自十月三日起，聘得蕭仲駒牧師為該堂牧師，於
合一堂馬鞍山堂事奉。同工離任：梁發紀念禮拜堂高國雄牧
師自八月一日起離任，但仍以義務身分協助該堂牧養與聖禮
等工作；英華堂劉蕙茵宣教師自八月一日起離任；上水堂分
堂基新堂魏漢傑宣教師，自九月二十日起離任；柴灣堂麥浩
倫宣教師，自五月三十一日起離任。人事動態：協和堂堂主
任譚嘉立宣教師，自九月二十日起復職。
更正：上一期資料有誤，基灣堂李潤成牧師實於本年九
月四日起正式榮休；李牧師於本會忠心事奉逾二十一載。

本會本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及議事會
本會謹定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二
時三十分於本會長老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A）舉行二零
二零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敦請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總
牧朱永生牧師宣道；因疫情關係，感恩崇拜只供本會出席
及列席周年代表大會之各堂校代表參加。同日下午四時三十
分，於協和小學二校地下禮堂及小禮堂舉行二零二零年度
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敬請各堂校同工及代表垂注，準時出
席，共商聖工。

活動延期：宣教師退修會
受疫情與限聚令影響，原定於九月八至十日假上水樂靜
院舉行之宣教師退修會，延期至二零二一年二月二至四日在
同一地點舉行。

活動取消：野外天地九月會員活動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原定於九月十三日舉行之野外天地會
員活動：「偏向虎山行？」，因疫情及限聚令緣故活動取
消。

區會人事動態
學務部新聘兼職培訓統籌陳紹才先生，已於十月一日起
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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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中學校長互選出席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執行
委員會代表名單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直屬中學校長互選出席執行委員
會名單：朱啟榮、吳俊雄、李淦章、姚靜儀、翁港成、梁文
祺、梅浩基。（按筆劃多少為序）

直屬小學校長互選出席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執行
委員會代表名單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直屬小學校長互選出席執行委員
會名單：何麗雯、何寶鈴、林偉雄、陳章華、梁淑儀、黃
靜雯、劉仲宏、蔡世鴻、鄭雪英、簡燕玲。（按筆劃多少為
序）

校慶消息
英華女學校定於十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舉行
一百二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邀請了李清詞牧師擔任信息分
享，崇拜同時以實體及網上模式進行。基智中學定於十一月
十三日舉行五十五周年校慶；基灣小學（愛蝶灣）五十周年
校慶現因疫情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