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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至廿六日本人及馬慧儀宣教師代表區會出席了在
美國密歇根州激流市舉行之「世界改革宗大會」。跟六年前在加納阿克拉
市的大會最大的不同，二零零四年是世界聯合歸正教會（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的大會，今次是一個歷史性的同宗大會，世界聯合
歸正教會（WARC）與普世改革宗協會（Reformed Ecumenical Council）

蘇成溢牧師

「世界改革宗大會」
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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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大會正式聯合，組織一個擁有全球約八千萬信徒的「世界改革宗」
（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為了配合這宗派合一行動，大會主題引用以弗所書三章3節定為「和平
聯絡 靈裡合一」（Unity of the Spirit in the Bond of Peace），並以組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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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的記憶：中華基督教會與抗日
戰爭— 傷兵救援服務

繫連妙結

徽號的四個圖案：器皿、圓環、結繩、十架帶出宗派合一的含義，又用五
天研經分別查考：（1）在十架標記下之合一（弗四1-6；約十七20-23），
（2）我們到底渴望些甚麼（約四1-26），（3）和平、公義與合一（賽二
2-5），（4）領受基督的恩賜（弗四11-16），（5）和睦同居（詩一三三）
等方面在聖經裡的有關教訓。
作為改革宗教會的全球組織，大會除邀得普世教會協會總幹事戴偉德牧
師和世界信義宗總幹事羅谷牧師為晚禱崇拜講員外，期間還有分別有天主教
梵蒂岡教廷、普世教會協會（WCC）、世界信義宗（LWF）、世界傳道會
（CWM）、世界門徒會一基督教會（Disciples Christian Church）、世界
門諾會（Mennonite）和世界安息日會（Adventist）等的代表發言祝賀，以
表達主內一家的團契精神。
大會設有多個專題，本人挑選了「改革宗身分、神學與宗派」入組，作
探索和思考。大會資料冊引用德國神學家Eberhard Busch指出，在廿一世紀
討論改革宗身分必須思考六個基礎。（1）我們的傳統與信條須無條件降服於
聖經之下，（2）我們的宗派乃隸屬普世合一的教會，（3）我們的宗派要在同
行的天路上與一切上帝子民彼此融合，（4）繼續堅守十誡第一條，（5）宣告
我們整個生命全屬上帝，（6）承認基督徒的共同特質只在一主之下。廿一世
紀改革宗的思考，催促我們要把改革宗身分和普世合一觀念融匯一起。事實
上，在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史上，改革宗教會經常走在前方。另一方面，改革
宗神學與社會的關係，也是極其重要，例如有關當前社會公義、政治和經濟
所產生的問題，作為深植於文化的改革宗神學，我們要與時並進，作深層次
下頁續 →
的反省和適切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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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 語
雋

一個教會若不宣教，她就是
自相矛盾，且是消滅聖靈的感
動。
（《 洛 桑 信 約 》 ， 第 二 屆 世 界
宣教會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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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二零一零年周年代表大會總幹事報告
蘇成溢牧師

1 2009-2010 整體
事工回顧
1.1 總辦事處人事動態
一年來，區會總辦
事處的人事方面，除了執
行委員會通過學務總監的
續任，為期兩年至2012
年8月底，另，副總幹事
吳碧珊牧師任期到2011
年8月底屆滿後續任四
年。其他的變動還有助理
執行幹事陳瑞梅宣教師合
約至2010年屆滿離任，
服務區會五年，謹此致
謝。(陳宣教師由7月起轉
入基灣堂任宣教師職)社會服務部學校支援服務主任何潔怡女士
以個人理由請辭，9月1日起離職，何潔怡女士服務區會八年，
帶領學校支援服務的發展，謹表衷心致謝。社會服務部聘得葉劍
菁女士接替，9月1日起到任。學務部助理學務主任謝國顏女士
以個人理由由9月1日起轉半職，聘得梁詩琪女士為助理學務主
任，9月1日起到任。此外，為更有效推動天水圍事工，由去年8
月起聘得黃紹楷先生為方潤華夜校校長。
多年來，每逢周一上午區會總辦事處均有全體同工早禱
會。透過經文、分享、詩歌和祈禱，使大家能在一週工作之始，
有學習、靜思和得力的機會。近期，更有熱心的基督徒同事發起
午間小組聚會，藉此在同事間建立更美好的團契關懷和支援聯
繫。我們會讓每一位加入區會的同工都知道，在區會工作並非只

是一份謀生職業，乃需要參與推行教會的使命。事實上，我們一
切所作的，目的不止於各項事工、計劃的數字和業績，乃是如何
給人帶來豐盛的生命。既然如此，那些參與上帝聖工的人，自己
又怎能缺少從豐盛生命而來的素質呢。

1.2 2010年區會事工中心「各盡其職 傳揚基督的福音 」
我在去年的報告中提出，要深化聖經中有關“各盡其職，
配搭事奉”的教導，推動堂、校與機構，教牧與信徒，牧職與專
業等方面，在各盡功能之餘又配搭合作，以致發揮協同效應，在
社區，在友鄰和學校中，更有果效地見證基督的福音。

1.2.1宣教策略與堂會發展
很多信徒以為，宣教即外地差傳，是屬於一些受特別呼召
者的事，教會只需要成立專責部門跟進便可。其實，宣教策略
與教會整體發展息息相關，更需在堂會中落實配合。近年，世
界傳道會在商討未來的發展策略時，同樣認為要重視堂會，並
定出首要目標是推動所有會員教會的堂會，均成為宣教的堂會
(Missional Congregations)，即所有堂會都是以傳揚福音為使命
核心的教會。另一方面，神學牧職部在今年三月份的研討會中，
宣教路向小組召集人麥漢勳牧師提出，由區會推動結合堂會，建
立適切時代的使命觀。當中包括要認知廿一世紀的挑戰，再三反
思教會的使命觀，掌握甚麼是這世代最需要的福音，堅守那些不
可或缺的身分和召命，探索新生代、社區、職場以至全球化的趨
勢，並構思和策動未來的教會發展大綱與藍圖。當落實進行有關
的「建立適切時代使命觀」計劃，除了一定有教牧專業的神學及
牧養外，我們還需要其他，例如社會分析、青少年心態、家庭問
題、潮流文化、職場研究、全球化影響等方面的專業和前線經驗
的意見。透過各方人才各盡其職又彼此配搭的努力，定必可以將
福音更有效地進入世人的生命中。

(續上頁)
作為一個新的改革宗全球組織，大會作出了一個六大
方向的共同呼籲。
一、 改革宗教會是見證上帝主權的
二、 改革宗教會是歡欣地領受上帝所賜的團契和公義
三、 改革宗教會是在團契𥚃一同生活的
四、 改革宗教會是委身於公義的
五、 改革宗教會是有合一精神
六、 改革宗教會是樂意求同存異的
必須一提的，是大會邀請了每一個會員教會的領袖或
代表簽署一份「世界改革宗」會員教會承諾書，本人也代表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簽署。內容有三個部份。
第一、宣告世界改革宗是因父子聖靈三一上帝之名聯
合的。在上帝的主權下，我們與全世界的基督跟從者分享同
一聖洗，認定所有世界改革的成員同屬那唯一、聖潔、大
公、使徒所傳的教會。
第二、確信世界改革宗的基礎是三一上帝之道，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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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道成肉身彰顯及在聖靈的能力下在舊新兩約聖經中啟
示出來。教會是為那三一上帝作見證。世界改革宗的成員承
諾所擁有的改革宗身分，是以早期教會的大公信經，宗教改
革的信條和由改革宗群體延續的生命見證來表達出來。
第三、本著改革宗信仰的優良傳統，這份更新全教
會的恩賜，我們確信世界改革宗是個眾教會的團契，並會
(1) 透過互認聖洗及會籍、講台及聖桌團契、牧職及見證，
確信在主裡合一的恩賜。(2) 為當代基督徒的見證闡釋改革
宗神學。(3) 在改革宗傳統推動崇拜與靈命更新。(4) 透過崇
拜、見證、服務、社會公義，重新委身夥伴式宣教，並促進
合一宣教、更新宣教和強化宣教。(5) 鼓勵領袖發展及培育
盟約群體。(6) 透過事工合作與對話，聯繫在普世合一運動
中其他合一機構和教會。
願中華基督教會眾同工同道們，不單多認識改革宗教
會，更立志在彼此合一，促進公義，推動更新，委身宣教等
方面同心竭力，以榮耀上帝。

1.2.2堂校合作：中學聯校英文福音營、服侍弱勢社群
多年來我們所推行的堂校合作政策，主要集中各個堂會及
學校結成夥伴，作不同範疇的校內福音事工。去年正式啟動的校
牧事工，是向著一個深化和持續的方向發展。然而，還有其他有
關堂校合作的領域，值得我們進行開拓。以下提出的兩個例子，
供大家參考。

1.2.2.1中學聯校英文福音營
本會中學為屬校學生而設的聯校暑期英文班及英文福音
營，由外籍基督徒導師帶領，已舉辦了數年，每年均有約千名中
學生和近四百人分別參加暑期英文班及英文福音營，而營中的福
音聚會每次都有決志信主者。為了強化堂校配搭合作及發揮協同
效應，使決志信主的學生有更好的跟進栽培，今年我們特別請中
學校長會籌備小組，與堂會教牧同工配合，讓有志的同工同道，
投入協助英文班及福音營的進行和參與事後的跟進及栽培。這不
單是個嘗試，更是深化堂校合作的新開始。

1.2.2.2服侍弱勢社群
基順學校是本會一間服務輕度智障人士，提供十二年特殊
教育的學校。數年前基順學校校長有感於智障人士信主後並不容
易融入一般堂會生活之中，嘗試由現存的基督徒家長小組開始，
尋求外界資源和堂會外展宣教的協助，成立「基順愛的家」，
為基順學校的校友、學生和家長設立崇拜聚會，並向整個社區
開放，建立一個上主子民的群體。感謝主，在聖靈的帶領下，
得到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的資助，和合一堂九龍堂同工同道
的參與下，「基順愛的家」已經成立了兩年，不單每主日有崇拜
聚會，且已有受洗加入教會者，成為堂校和外界資源共同合作，
為特殊需要者傳福音的一個美好見證。另一個堂校合作服務特殊
需要者的美好見證，便是在馮梁結紀念中學植堂的廣福堂。經過
多年耕耘，廣福堂大部份的會友均為馮梁結紀念中學校友。數年
前，當廣福堂知悉在附近有智障人士庇護工場，他們便憑信心開
展工作。2009年11月28日，當本人應邀出席廣福堂為那批智障
朋友設立的基督少年軍舉行立願典禮，與庇護工場的機構匡智會
總幹事，以及基督少年軍總幹事、馮梁結紀念中學校長和廣福堂
堂主任，一同在學校的禮堂見證立願，實在非常受感動，並為此
美好的合作聖工滿心感謝主。同工同道們，我相信，在各堂、校
所處的社區，仍有很多群體需要福音，需要關懷，求主開我們的
眼，為我們預備宣教的新機會。

1.2.2.3校牧事工進展
本會的校牧事工從倡議、蘊釀、計劃、籌辦到正式開展，
先後共三年。去年有四組堂校正式成立校牧事工，今年9月有
三組獲執行委員會通過推行，並於10月22日晚上舉行差遣禮。
我們的目標是本會的中、小學在2020年或以前全部設有校牧事
工。這兩年在我與專責校牧事工的同工所探訪過的二十五間學
校，與校長、宗教組老師及合作堂會的同工見面分享時，大家都
十分認同校牧事工計劃，期待它的展開，以配合本會辦學願景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 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的落實。求聖靈繼續
引領我們在校牧事工計劃的前路。

1.2.3社會服務支援與堂校合作網絡
本會的社會服務，除負責管理一所特殊幼兒中心及一所育
嬰園外，還有三個主要事工：1)家庭支援服務(包括輔導、家庭
生活教育、婚姻及家庭)及臨床心理服務，2)學校支援服務，和
3)家情軒(屯門及天水圍社區鄰舍服務)。事實上，我們的社會服
務，除服務社區人士外，還強調要透過堂校網絡進行合作，實踐
傳道與服務結合模式。我們的堂會及學校可以聯絡區會的家庭支

援服務中心，舉辦家庭關係或婚姻生活講座，以配合堂會宣教策
略和學校家長教育。另外，社會服務部最近應一些堂會邀請，為
教會預備展開服侍社區事工進行培訓。當然，在社會發生的嚴重
事故，社會服務也會留意關心。兩個月前在馬尼拉發生的「823
港人旅行團遇害事件」，區會除呼籲為死傷者的家庭及團友的身
心創傷代禱外，(據悉其中一個遇害家庭之親屬是合一堂馬鞍山
堂的會友)社會服務部隨即為各堂校機構成員，編製一份有關如
何面對此傷痛的單張，供人下載使用，尋得心靈幫助。

1.2.4天水圍事工
天水圍事工是2008年由執行委員會批准，一個以三年為
期，結合牧養、教育、服務宣教模式「向貧窮人傳福音」的先導
性計劃。今年底前我們會提交一份天水圍事工中期報告，除列明
各項工作情況及成效外，更詳述未完成部份的計劃和推行方案。
事實上天水圍事工已經從最初期只提供成人教育及技能訓
練的課程、興趣班及功課輔導班，讓天水圍社區人士能得到支援
幫助和教會的關懷，到2009年分別開辦毅進課程及加設三個事
工：(一)青少年夥伴計劃：協助社區內的青少年提升自我形象，
為他們建立支援網絡；(二)鄰舍層面關懷小學同學服務：與元朗
天水圍區內各小學緊密聯繫，協助面對困境的小學生家庭配對相
關社會服務，提供情緒支援輔導和舉行小組活動；(三)幼兒倡導
計劃，組織社區內新來港婦女，給予培訓，掌握教養孩子的知識
技巧，成立自助小組，建立一個支援網絡，進而幫助他人。
一直以來，我們在天水圍社區工作的大原則是單位互相支
持，事工緊密聯繫，當中包括方潤華中學、方潤華小學、方潤華
夜校、家情軒、天約堂等。感謝主，屯門堂領受了要服侍天水圍
社區的宣教異象，由今年9月起，差派宣教同工及植堂隊伍成立
佈道所，名為天愛堂，使本會在天水圍的福音和牧養工作，有新
力軍投入。
天水圍事工是個為期三年的計劃，由於小學將停辦而引致
地方運用上要重新安排，我們會在2011年中以前，從人力和事
工是否可長遠發展，財政上能否持續等，為天水圍事工作出建
議。

1.3 區會的財政狀況
一年前我們對區會的經濟狀況，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陰影
下，未敢樂觀。一年過去，根據核數師的報告，本會2009年收
支取得盈餘，資產值也有所上升，感謝天父的保守，也由於區
會眾同工在緊縮開支上通力合作，堂校機構同仁在捐獻上增加
支持所致的。
然而，我們必須認真地考慮一個穩健的財政政策，使整體
教會聖工發展不會因經費不穩變得短視。其實，教會不宜過度
倚賴投資收益為主要收入，乃要回到基本，讓人看到事工的需
要，認同本會使命方針，大力捐獻以作支持。為此我們正循一
個經常性收入以奉獻捐款、服務收費、投資收益各佔三份一的
方向來考慮，為建立一個能配合教會持續發展的經濟支援系統
而努力。

2 構思重新發展何福堂會所
何福堂會所對很多“區會人”來說，肯定有不少集體回
憶。曾幾何時，每年的區青、區少聯合夏令營，各堂、各校的退
修營、冬令會夏令會，甚至長短不一的集思會、學習營和郊遊活
動等，都是在何福堂會所度過的。
何福堂會所整幅地，本來是著名國民政府蔡廷鍇將軍的別
墅，它在1940年代後期借予達德書院作培訓愛國人士之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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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達德書院停辦，至1950年代由倫敦會購入作神學訓練基地，
先後發展小學、中學、退修營舍和牧師退休樓等。它原來同時具
有與中國近代國民黨共產黨的人物歷史，和中國基督教及本會發
展均有淵源關係，地位甚為獨特。
過去區會曾兩次以合作興建住宅方式發展何福堂會所，均
作告吹。既然何福堂會所地段是前人留下給教會，加上近年整個
大氣候已逆轉，我們便當思考如何重新善用和發展它。自去年中
至今，經過多方的交流、考察、諮詢和商討，在保留現有兩所學
校為前題下，大致上有以下重新發展的構思：
2.1 馬禮遜樓(白屋)作為教會歷史及國民教育中心
2.2 開辦國際幼稚園
2.3 設立會議場所及小聖堂供堂校及其他團體退修或學習之用
2.4 策劃社會企業或社區服務項目
2.5 開辦老人院舍服務
2.6 興辦旅舍作
2.6.1 接待內地教牧及神學生
2.6.2 外地青年交流或福音事工
2.6.3 學生宿舍／寄宿學校之用
2.7 改建為供應學生午膳之環保飯堂
要善用和發展何福堂會所，首先需要的是大家的代禱和關
心。每位同工同道在禱告中紀念，主動提出意見，都是十分重要
的。當然，隨後要跟進的便是上述各項的可行性研究、整體規
劃、經費承擔，和不可忽略的審批程序等。我深信，只要是合主
心意的事，祂會開路，祂必預備。

3. 跨越百周年的未來十年 2011-2020
兩年多前當我們籌備慶祝創會九十周年時，已經有前瞻邁
向百周年的念頭。然而，我們切勿只為慶祝百周年紀念而策劃工
作，乃應祈求上主帶領教會有遠象、懷使命、敢做夢、肯承擔，
為未來十年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同建造。
經過常務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詳細討論，神學牧職部提供
意見，以下是本會跨越百周年紀念(2018)未來十年的計劃目標和
方向。
未來十年的總主題： 「使命跨越百載 合一遍傳福音」
(2011-2020)
整體目標和方向如下：

3.1 神學、身分、使命
3.1.1 發展本會神學思想：教會觀，普世合一神學、改革宗
信仰與大公傳統
3.1.2 具處境特色的本會神學：信仰與文化、信息與處境、
適切時代的使命觀、牧職與牧養
3.1.3 與內地教會聯繫的原則與策略
3.1.4 崇拜及聖禮：大公與多元、傳統與更新
3.1.5 深化先知精神，實踐僕人服侍，回應時代需要
具體行動：
1) 研究與出版：神學論集、牧職及牧養論集、教育及社會
論集
2) 成立核心小組：分別為研究長遠發展方向及籌備百周年
紀念出版計劃  
3) 為承傳本會百年的思想傳統，檢視目前各項事工的見證
和服事，以及如何構建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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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堂會發展
3.2.1 培養具生命力的信徒：篤信敬虔、樂於見證、關心國
家、愛主愛人
3.2.2 裝備成熟的領袖：委身教會、熱心事奉、有社會承擔
和具合一意識
3.2.3 栽培優秀的教牧：竭誠侍主，推動更新，拓展福音聖
工，具靈性及神學反省深度
具體行動：
1) 人才培訓：教牧、長執領袖、青少年  
2) 強化神學教育、宗教教育
3) 支援堂會持續增長：崇拜人數、事奉人數、受訓人數  
4) 籌劃「教理手冊」供凡加入本會堂會之信徒學習之用

3.3 教育事工
3.3.1 優化本會教育事工，探索發展持續教育服務的需要
3.3.2 加強教育管理及領導團隊的培訓，建設專業學習團
隊，如校董、校長、副校長、中層領導
3.3.3 培養學生全人發展：自愛又關心別人，關懷國家亦愛
地球
3.3.4 推動宗教教育與生命教育的結合和發展
3.3.5 繼續推行校牧事工，2020年本會所有學校全面落實
校牧計劃
3.3.6 建立及完善與內地學校及教育機構的交流，建立平台
以分享本會辦學特色
具體行動：
1) 探討開辦各類教育服務包括「國際幼稚園」、「英語文
化交流中心」、專上教育課程等
2) 發展區會總部與神學院、大專院校或教育機構合作開辦
各類進修課程  
3) 策劃生命教育課程

3.4 社會服務
3.4.1 支援教牧及堂會在家庭服務上的需要
3.4.2 結合本會堂、校網絡，在社區見證基督大愛：提供服
務，為弱勢群體充權
3.4.3 支援本會學校，幫助學生在成長中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3.4.4 服務社會中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3.4.5 協助內地教會強化社會服務項目
3.4.6 對社會公義、民生及政治等議題提出反省討論和信仰
回應
具體行動：
1) 何福堂會所開設「社會企業」
2) 探討在天水圍長期服務的可行性  
3) 探討合作開辦老人院舍服務

3.5 宣教策略
3.5.1 本地：面對中國不斷發展及全球化趨勢，以及不同文
化背景人士的需要，可推動堂會開展普通話聚會和探
索非華語人士的牧養需要
3.5.2 內地：強化與內地教會在不同事工的夥伴關係：神學
培訓、社會服務、合作宣教
3.5.3 普世：透過世界傳道會及其他宣教機構或教會網絡，
拓展海外夥伴宣教

具體行動：
1) 於何福堂會所開設旅舍，作為接待內地教牧及神學生作
培訓，或外國青年來港作文化交流／學生福音事工之場所

3.6 合一異象
3.6.1 在不同領域進行教會合作的各種事工。與本地友好教
會商討可共同合作／分享的範疇
3.6.2 與原屬倫敦會背景之教會，以及同屬世界改革宗和世
界循道衛理宗的本地友好教會加強聯繫
3.6.3 探索「盟約教會」(Covenanting Churches)或互認聖
禮聖職的「團契教會」(Churches in Full Communion)
的理念和模式，作為實踐教會合一的可行方案
具體行動：
1) 邀請上述本地友好教會派員參與周年代表大會
2) 神學牧職部探討安排與上述本地友好教會舉辦教牧聯合
聚會及神學生聯合聚會，加強彼此認識  
3) 邀請上述本地友好教會定期合辦教牧研討及神學講座

4. 2011-2012年事工中心「遵上主吩咐 作見證於
世」(參考經文 徒1:8)
耶穌基督在升天前吩咐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兩千年來，基督徒都清
楚這個耶穌基督的吩咐，知道為主作見證是門徒的本分，也是教
會的基本任務。
然而，可能很多基督徒以為，見證是指在人前表白或講述
耶穌基督的事。其實，「見證」不單用口述，乃需要整個生命活
出來。按原文，見證人(martus)一字(徒1:8)或作殉道者，在新約
共出現22次，其中10次在使徒行傳。換言之，聖經的用字清楚
告訴我們，主耶穌所吩咐的，是擺上生命的見證。早期教會得以
創立和發展，全因那至死忠心的使徒和基督徒們的生命見證，成
為我們學效的榜樣。因此教會應推動信徒人人作見證，天天行主
道，以自己的生命來彰顯天國的福音，在生活中見證基督的救
恩。

4.1 推動信徒在社會／社區／職場中作見證
大部份調查基督徒經歷的研究都顯示，最有效的領人信主
方法，是親友、朋輩、同事同學間的友誼佈道。原來基督徒的言
行品格、待人態度、做事原則，不覺間反映了生命的本質如何。
在家庭中、辦事處、學校裡、鄰舍間，如每位信徒都能愛人如
己、樂於分享、寬容謙和、秉行公義、關懷弱小、常懷喜樂，已
經為信仰作了見證，為介紹福音預備好基礎。
近年愈來愈多基督徒專業人士推動職場見證運動，在所
屬界別內成立基督徒團契，向界內人士介紹信仰。其實在七、
八十年代，香港已經有牧者鼓勵基督徒專業人士結合專業和信
仰(Profession and Confession)，運用擁有的職業身分去見證福
音。我盼望本會各堂均能鼓勵教友中各專業人士，積極參與各個
基督徒專業團體推動的福音事工，使更多不同行業人士因大家的
見證同得救恩。此外，我也支持本會教牧與堂內有心志作職場見
證的弟兄姊妹並肩同行，在牧養、教導和培訓給予支援，使每一
位職場初信者的靈命能茁壯成長。
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那些基層職業人士，如飲食、街市
小販、保安護衛、建築裝修、零售服務、髮型美容等。前些時，
在執行委員會的分享環節，有機會聽到長沙灣基道堂如何運用
「津助堂會特別事工專款」開展「街市事工」，向區內街市的小

販作關懷和佈道工作。福音既是給所有人的，各行各業人士也應
成為基督徒接觸的對象，他們其實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正等
待有人為福音向他們作見證。

4.2 信仰與國民身分的結合
信仰既然使不同的人同得基督所賜的豐盛生命，它也感召
人以不同的角色實踐主的旨意。聖經中的先知、祭司、君王、僕
人、智者、使徒、牧者、教師、執事和長老等，各具恩賜各盡其
職，不單在教會，更在社會和國家，被上主使用。耶利米、但以
理和提摩太，這三位不同時代的青年人，耶利米是大力批判政權
的先知，但以理是堅守信仰原則的官員，提摩太是謙厚的年輕
牧者領袖，他們的角色雖不相同，但都蒙上主選召，被委派作主
工。
原來上主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民族，都會使用人去行
祂的旨意。當年推翻腐敗的滿清帝制的革命運動，基督徒的參與
實在不少。(李志剛：〈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之
關係〉，《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人物》。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
2006年，頁139-158。)明年是辛亥革命的百週年，上世紀的中
國基督徒，能把信仰與國民身分結合起來，為同胞為國家獻出自
己。事實上在近代中國基督教歷史中，很多愛國志士均為基督
徒，當中大部份中堅份子是中華基督教會信徒。他們滿懷基督精
神，以參政、教育、行醫、濟助、文字、從軍等方式去救國，以
此實行聖經的教訓。
我們既有這批雲彩般的見證人，他們留下一個信仰與國民
身分結合的優良傳統，際此紀念革命百周年之年，應該有所學
習和再認識。未來我們會為各堂會眾和學校師生，安排認識近
代中國與基督教的關係和歷史的講座或研討，不單可以增強大
家的國民意識，更藉此培養更多信徒將信仰與專業結合，願意
投身於建設國家服務人民中，實踐在世為光作鹽的教訓來見證
上主。

4.3 探索與內地教會結成福音夥伴
中華基督教會是扎根於中華大地的聯合教會，一直強調普
世合一與本色處境並重的精神。自從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內地教
會恢復活動以來，本會與內地教會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良好的關
係，當中尤以與基督教全國兩會、廣東省兩會、上海市兩會和江
蘇省兩會的交往較為密切。
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十三年，在身分認同和肢體相連的理念
下，我們可以從交流互訪進到結成福音夥伴。2008年底及今年
初本會有同工先後到河南省周口市作交流分享，可算是一個跨進
新領域的嘗試，為此福音事工部會商討有關的長遠方向。此外，
我們也應廣東省兩會的邀請，為社會服務和教牧進修兩方面提供
支援和培訓，使兩地教會合作的範疇，進一步擴展。
近期與內地教會合作的新發展，全因有本會前人奠定的良
好基礎，及近三十年建立的互信關係才成。隨著國家繼續發展，
政策愈趨開放，內地民眾對福音的渴求肯定有增無減，我相信，
現在就是與內地教會結成福音夥伴的時機了。

5. 結語
二十一世紀首十年快過去，生活在香港的人，除了親身體
會十年來社會的起跌和爭拗外，亦看到內地的繁榮進步和整個世
界的急促轉變。前瞻第二個十年，香港定必更受內地和全球的各
種因素所影響，因此我們更要開放自己，在聖靈帶領下不斷尋
求更新，使一切所作的能深入人群，成為基督「道成肉身」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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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二零一零年周年代表大會主席獻辭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翁傳鏗牧師
今天我們都懷著感恩的心參與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
議。昨天晚上，我正要離開長老堂碰到一位長者，她跟我
說：「翁牧師，我們的上帝真的很厲害，祂聽我們的禱告，
颱風就不來了。」我回家後知悉，原來連一號風球也除下
了。
我在此除了要感謝上帝，也要感謝區會的同工們，因
我參與區會已二十多年了，從未遇受颱風威脅而不能如期召
開周年代表大會，尤其十月份香港並不是風季，但區會的同
工們在很早之前已有危機意識，跟我商量安排事宜。雖然我
們預早安排的應變措施最終並沒有執行，但也提醒了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中不能過份鬆懈安逸，須時常保持危機意識，
這亦幫助我們生命能在警醒當中有成長。
當然，上帝保守了我們，我們亦要深思上帝賜給我們
這莫大的福氣，正如昔日賜給亞伯拉罕一樣。為讓更多人得
福，我們思想在台灣旅遊的同胞，當中有來自香港的，也有
來自國內的，他們被困甚至喪失生命，為此我們要懇切為他
們代禱，及付上適當的關懷。這亦叫我們看到，感恩、福氣
不是叫我們白白領受，因我們並不是世俗化的宗教，而是有
使命的信仰。上帝賜我們有福份，是為要使更多人得福。所
以，今天我們能聚集並不是偶然的，是要我們懷著充滿福氣
與感恩之餘，還滿有能力地進入世界，實踐上主的使命。
今年適逢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一百周年紀念，今天世
界宣教的議程是向前邁進還是正在倒退，因我不是學者，不
懂得如何評價。但我知道上帝在我們當中，祂有祂的旨意在
帶領一切，有時我們會充滿盼望，就如今天一樣；但有些時
候，我們又會充滿淡然的感覺，特別是剛才戴浩輝監督提
到，今天我們在一個講求超級教會（Mega Church）的年代
裡談合一，是否已不合時宜呢？又或者如早前總幹事蘇成溢
牧師的言論，關於合一運動的「生意」問題，也曾帶來了一
些爭論。我覺得中文很有意思，「生意」如果是商業範疇的
問題，我覺得這個不值得討論，我也不會作出回應。然而，
教會的核心價值永遠不是商業的核心價值，教會的核心價值
永遠是信仰的核心價值；我斗膽作回應，正因我相信我們是
有一個信仰的核心價值。
「生意」一詞是商業化的用語，一間商舖有沒有「生
意」，純粹是關於商業的事情。但中文很有意思，「生意盎
然」卻代表了我們有活力、有創意，是充滿了生命力的意
思。我盼望合一運動並非只在數字上作衡量，或以事工的多
寡作衡量，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生命是否「生意盎然」呢？我
們的教會、我們的區會是否「生意盎然」呢？如果「是」的
話，我相信我們的教會定能「遵上主吩咐 作見證於世」。
今天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感恩的日子，除了我們一同來
感恩之外，更有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前任會長李炳光牧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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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副會長陳升惕先生蒞臨在我們當中，陳先生是我多年的
好友，在不少場合上我們也有見面、有接觸。至於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現任會長盧龍光牧師，他因事忙不能親臨我們當
中，但我仍記得很多年前，他常跟我說：「老翁……」，他
是這樣稱呼我的，因在我還未按立為牧師以前，我常到愛華
村堂與林崇智牧師足膝夜談，有時候適逢堂役休假，所以我
常跟他笑謂仍未支付當年我為他們擔任看堂的薪金。起初，
盧牧師並不認識我，當他知道我是來自中華基督教會後，他
說：「我們份屬兄弟班，你跟崇智就不用客氣，隨便享用雪
櫃內的食物吧！」雖然當年我並沒有真的盡情大快朵頤，但
數十年的回憶仍歷歷在目。後來我在一些接觸裡，知悉原來
昔日衛理公會曾捐獻建立本會何福堂牧師退休中心，全完中
學的奠基石其實也是由衛理公會的羅愛徒會督奠基的。從這
些歷史的建築物以及歷史事件，正印證了我們跟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真的是“兄弟班”，我們也會一同參與世界循道衛理
宗的會議，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一見證。
另外，我們亦有九龍佑寧堂的王美鳳牧師在我們當
中。王牧師是我的街坊，我的辦公室與居所都在她的教會附
近。從前，我看到九龍佑寧堂外牆上的普世合一徽號總有點
灰灰暗暗，現在經過裝修後，每當我站在教會對面的巴士站
候車時，看到這個徽號總在提醒我要有合一的精神，特別是
在主日我要到不同教會講道的時候，我很能感受到自己是一
個合一的使者。其實，佑寧堂跟我們都是同出一源，都是根
源自倫敦會的教會；只是在傳統上，我們叫中華基督教會，
他們則主要服事英語人士為主。我們看到，就如使徒行傳的
記載，聖靈的靈是一個合一的靈，祂衝破語言的隔膜，這也
讓我們體會到、也見證到教會是已經合一了。今天，是一個
很重要的場合，我邀請他們起立，接受我們的歡迎。
剛才提及，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已一百周年了，前路
將會如何不是人可以控制，正如這幾天的天氣，也不是人可
以控制。我對地理的認識不多，我也不懂得怎樣形容，我
想，就如有一道強勁的風，遭另一道更強勁的氣流阻截一
樣。這令我想起甚麼呢？我從前很喜歡觀看足球比賽，但現
在已鮮有時間和精力熬夜欣賞了。我記得從前看球賽時，遇
著有罰球過了半場，那必要讓球員斬中來衝龍門，通常防守
的那一隊便要組織一堵人牆，如果人牆緊密，就算是重炮手
林尚義再世，敵方球員也無法衝破這堵人牆。這讓我想起教
會的聖工如此，合一也如此。如果我們都在聖靈的引領下組
成一張堅固的網、一堵堅固的人牆，我們不單要死守，也要
如網一樣進取；在防守上可以發揮得不構成任何破壞，在前
進上我們尤如一張網，能夠得人如魚。我盼望我們的教會，
能夠與眾教會在香港裡，一同以合一去見證上帝的愛，拓展
祂的國度。但願將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暖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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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箱：fssctr@hkcccc.org
網
址：http://www.hkcccc.org/fssctr
梁玉嫻
本會家庭支援務中心主任

如何

支持接受輔導中的會友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已成立了十年，與區會堂校合作無
間，得蒙堂會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的信任，常有轉介會友到
中心接受個別、婚姻或家庭輔導；從以往的經驗中，若能與
轉介的教牧同工或弟兄姊妹互相合作，輔導工作就能事半功
倍，受助的兄姊會得到更大的幫助！
以下是一些與教牧同工合作的良好經驗，分享出來最大
的目的，是表達輔導工作之能夠幫助受助的兄姊，教會的角
色是十分重要的！
     
協助受助兄姊與輔導員建立信任關係
當教牧同工或弟兄姊妹轉介會友接受輔導，都會親自致
電中心與輔導員簡述受助兄姊的困難，再協助預約時間。一
般來說，受助兄姊都會自行應約，到中心接受輔導，但部份
教牧或弟兄姊妹會陪同受助兄姊到來，因理解到將要向一位
陌生人（輔導員）分享自己的困難，並非每個人都會感到自
在，但身邊若有一位信任的人相伴，那怕是在門外等待，那
種支持確實令受助兄姊更容易投入輔導過程！
受助兄姊面對甚麼樣的困難，最清楚的莫過於轉介他
她（們）到輔導中心的教牧或弟兄姊妹，甚至已協助他／她
（們）處理過他／她（們）的問題，可說是患難之交。因此，
在轉介過程中，受助兄姊難免有一種“分離焦慮”，下意識
擔心牧者、組長或弟兄姊妹不再與他／她（們）同行。這種焦
慮會影響輔導關係的建立。所以，若轉介的教牧或弟兄姊能
在轉介前與受助兄姊訂立好輔導過程中的角色和接觸方式，
會使他／她（們）更有安全感，間接使輔導關係更容易建立。
     

在輔導過程中與轉介教牧或教友之合作
在普遍情況下，教牧同工已十分瞭解輔導內容是保密
的，縱然他們是轉介者，也不會例外，除非是得到受助兄姊
的同意。我會在第一次面談時，取得受助人的同意，將輔導
的大概方向及進展，讓轉介者知道，並且在有需要時會邀請
他／她（們）協助！我也會鼓勵轉介人與我聯絡，將受助兄姊
的需要告知我，彼此配搭。
合作關係是需要磨合的，我會跟轉介的牧者或弟兄姊妹
保持高度的透明度，跟他／她（們）分享轉導的路線、背後
信念、價值觀念等（但分享內容不包括輔導內容及細節）；同
時，我亦鼓勵他／她（們）坦誠分享對輔導過程中的疑問及擔
心。在過往的經驗中，這樣的溝通，確令受助兄姊得到更有
效的幫助和支持！
     
輔導完結與跟進
一個正常的輔導過程，會由起初面談次數較密集，到後
期較疏落，甚或到輔導目標達成後，由輔導員與受助人一起
作結束的決定。輔導關係的結束，對受助兄姊來說是一個十
分矛盾的經驗，一方面為著自己能踏上新的階段而歡喜，但
亦會因要“獨自”面對新挑戰而戰兢，甚或會出現行為或心
理上“倒退”的現象。這個時候，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就扮演
了十分重要的支持者角色，給予他／她（們）鼓勵和扶持，
使受助兄姊順利過渡！
牧養與輔導關係密，同步若能互相配合，實在是弟兄姊
妹的祝福。
滙 聲．6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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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陳勉宜牧師
天愛堂

九月 二十 六日 天愛 堂崇 拜（ 青年

會幼 稚園 ）

堂
愛
天
–
生
的誕一個

「難產」的神蹟

今天的落腳
當大家閱讀這份文章時，天愛堂已在天水圍天悅邨服務
設施大樓二樓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舉行主日崇拜，這地
方可以較長時間及穩定地租借給天愛堂使用，感謝主恩。
兩年前的互助互愛
二零零八年屯門堂決定在天水圍尋找合適的植堂地方
時，因著本會天約堂王寶玲牧師的提議及方潤華中學黃騰達
校長的認同，屯門堂十分順利地與天約堂及方潤華中學（簡
稱方中）取得默契，計劃在二零一零年九月開始借用該校作
為植堂場地。但由於二零零九年政府宣佈本會天水圍方潤華
小學（簡稱方小）要在三年內結束，正於該校植堂的天約堂
長執約見屯門堂長執，提出一旦天約堂沒有方小作為崇拜場
地，可否與屯門堂所植之新堂共用方中作為崇拜場地？屯門
堂長執本著主內一家及傳道應是互助互愛的精神，即時主動
提出將方中保留給天約堂，作為該堂長遠發展教會之用地，
屯門堂重新另覓地方植堂。
記得重新覓地植堂之消息公佈時，有教友顯得沮喪，並
問我：「牧師，若果找不到地方，是不是不進行植堂？」我
回答：「沒有地方，怎能植堂？不過若果這事出於上帝，上
帝必會預備。」
一年前的興奮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間與屯門堂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天
水圍區小學校長，因着王寶玲牧師的引推荐，竟然主動邀請
我們提交植堂計劃書，並在該校法團校董會中通過，接納屯
門堂於二零一零年九月起，在該校植堂。
消息傳來，屯門堂、田景堂、龍門堂眾兄姊皆興奮，
大家更積極籌劃植堂事工及為新堂命名；並展開招募植堂隊
成員，進行培訓；又舉行聯合崇拜及步行籌款，結果我們超
額完成籌款目標，都是深信上帝為我們打開了天水圍植堂之
門。
各項植堂準備工作正順利展開之際，二零一零年七月，
忽然間該小學校長傳來消息，該校法團校董會複議植堂議
案，並且推翻了一年前的議決。天愛堂就好像一個難產的嬰
孩，要緊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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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兄姊聽到借校植堂被推翻的消息，有些傷心流淚，有
些滿腹疑惑，問上帝在搞甚麼把戲？是不是發出信號，要我
們取消前往天水圍植堂，服事該社區的使命呢？
四個月來的堅持
不過，無論屯門堂教牧長執、植堂隊員及植堂之友等，
都不約而同的沒有半點疑惑，反而更堅定的確信：往天水圍
植堂是上帝給我們的異象，不會因為一時的困難而放棄。我
們要踏上亞伯拉罕信心之旅：「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
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
還不知往那裡去。」（來十一8），天愛堂預備在九月份開
始崇拜，但八月尾還不知道將要在那裡落腳。雖然在過去的
四個月，我們向區內多個機構接觸，但都沒有回應。感謝信
實的主，祂是垂聽禱告的上帝，最後祂帶領我們接觸到天悅
邨這間幼稚園，當中的校長及同工，對福音工作都非常熱誠
及支持，我們經過洽談後就結成福音的伙伴，一起在天悅邨
作服事的工作。這真是主所預備的，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我專誠把天愛堂的誕生過程寫下，與各兄姊分享，就是
與大家一同見證，天愛堂的誕生，是一個難產的神蹟，不是
按我們人意所生的，是按獨行奇事的上帝所命定的。願榮耀
頌讚歸給天上的父上帝，願赦罪的平安與福音的喜樂，歸給
一切信靠祂的人。

九月五日天愛堂首次崇拜（慧景軒會所）

黃深銘家長

特稿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我是一位蒙黃
花沃紀念小學的畢
業生家長，二零零
四年我兒子深銘在屯門一間很著
重學業成績的學校讀書，因為他有學習困難，帶給他很多
不愉快的學習經歷。在無助之際，透過區會堂會的一位姊
妹，經當時副總幹事蘇義有先生的鼓勵，轉介到區會一間
小學讀書。對一個當時不認識耶穌的人來說，我非常疑惑
是否有一個不認識我的人，肯幫我安排深銘入讀合適的小
學，深銘是一個沒有老師喜歡的小孩，為何區會學校不會
嫌棄深銘呢？當我透過電話向蘇先生請求時，我感到好像
有上帝與我同在，說話很真實及有力量。蘇先生告訴我：
「不用擔心！天父賜這個兒子給你，其實每個小孩都有其
長處及缺點的，就按著他的長處發展吧！」這一番話給我
很大激勵，以我一個無知的人，覺得有知識才可以改變命
運的；一個有深度近視，只愛繪畫及做手工的小孩，長大
後有甚麼用呢？
後來，我慢慢認識主耶穌，生命就不再一樣了！原來
在主眼中，每個小孩都是一粒好種子。感謝主！深銘雖然
沒有讀書的天份，但他有創意及設計的恩賜。深銘蒙上帝
的恩典，有幸入讀基良小學，學校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副校長明白深銘的需要，在初小時，讓他參加高小的手工
藝班，深銘得到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在各方面都有顯著進

步。後來知道基良小學將面臨殺校，我和深銘也很擔心要
重新適應新學校，但原來天父仍然很愛深銘的，得知基良
小學與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合併，我們感到欣慰。
自深銘入讀基良小學後，我和深銘已決定信主，每
星期都會到田景堂參加主日崇拜。感謝主！祂一直看顧深
銘，帶領他所行的路，學校有「發明創作小組」，許老師
不嫌棄深銘有讀寫障礙，揀選他成為發明創作工作坊的隊
長。深銘經過老師悉心教導及栽培，在第五屆元朗屯門區
青少年創意作品比賽中，取得一個金獎，一個銅獎及一個
特別榮譽獎。此外，他得獎的消息被刊登於報章上，我覺
得這個榮譽獎項不應屬於深銘，我認為是許老師的指導功
勞最大，我相信深銘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想藉此機會細數上帝的恩典，主恩落在蒙小下，恩
澤了我們一家。如果當年沒有轉到區會的小學，相信一切
也不一樣了！我們一家亦不會到田景堂聚會，更不會有機
會認識主耶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深銘畢業後獲派首
選的心儀學校，就是譚李麗芬紀念中學。這所中學有很大
的「創新科技研習中心」，這是深銘的夢想基地。我盼望
深銘懂得跟隨主耶穌的腳步，懂得運用上帝給他的恩賜，
發揮所長，將來能貢獻社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信徒培育部 青年小組 主辦

青年領袖證書課程
內

工作坊一《我們這一代》
容：工作坊一《我們這一代》
2010年12月4日09:30-13:00本會望覺堂
專題：一齊從“hea”爆開始（講員：邵家臻先生）
專題：教會傳統vs青年人文化（講員：范晉豪牧師）
回應：許開明牧師
工作坊二《教會「潮」性》
2011年1月22日09:30-13:00本會望覺堂
專題：社會青年性文化（講員：程翠雲姑娘）
專題：教會「性」衝擊（講員：王家輝牧師）
工作坊三《現代愛情故事》
2011年2月26日0930-13:00本會望覺堂
專題：從社會現況看戀愛觀（講員：杜婉霞女士）
分享：我們的戀愛故事（嘉賓：鄭海傑宣教師）
我的經驗之談（嘉賓：董美琴牧師）

工作坊四《事工新思維》
2011年3月26日09:30-13:00本會望覺堂
專題：青年活動新思維（講員：梁永泰博士）
分組一：歷奇策劃（主領：李嘉輝先生）
分組二：青年音樂事工（主領：Mr. Bobo Mark）
分組三：團契遊戲設計（主領：郭燕玲小組）
分組四：康體事工（主領：李本利先生）
堂會事工分享：灣仔堂及基灣堂
工作坊五《魅力領袖》
2011年4月16日09:30-13:00
專題：教你如何演說（講員：陳益祿女士）
專題：何謂領袖風範（講員：麥漢勳牧師）
專題：領袖魅力從何而來（講員：蘇成溢牧師）

四日三夜營會
2011年6月30日晚至7月3日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主題：靜修 • 讀經 • 再上路
(講員：梁國權先生、
劉文亮先生)

有

象：事奉中的本會青年

限

報名從速＊

＊名額

對

詳情／下載報名表格：
本會網頁http://www.hkcccc.org 或
Facebook“青年領袖證書課程—打造區會新一代青年領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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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陳智衡義務宣教師
沙田堂

遺忘的記憶：
中華基督教會與抗日戰爭—
中華基督教會與抗日戰爭
— 傷兵救援服務
中華基督教會發起的傷兵服務源由
今年是七七事變七十三週年紀念，每年七月七
日，香港多個團體也會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請願，要
求日本向戰爭受害者賠償及道歉、兌換當年二戰時的
軍票，期望日本政府正視侵華歷史。十九世紀末二十
世紀初，日本先後佔領台灣、朝鮮、中國東北三省等
地。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
變，正式全面侵華，而國民政府也宣佈全面抗日。全
國各界發起多個抗日救援組織，當時基督教會也是積
極參與的組織之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華洋義賑
會及中華醫學會等團體，共同邀請中華基督教會全
國總會(以下簡稱全國總會)執行幹事高伯蘭博士(Dr.
A. R. Kepler)親往多個地區 (2) ，包括山東、河南、山
西、鎮江、湖北、湖南和廣東等地。他此行有三個目
的：第一，調查難民狀況及救濟組織的支援；第二，
探索基督徒可以協助傷兵的地方；第三，與不同的基
督教機構商討基督徒在這國際危機上可參與及扮演的
角色。在這次旅程中，高伯蘭指出政府沒有足夠的準
備照顧受傷的官兵，他認為以當時國軍的情況而言，
政府最少需要五年的時間才能夠培訓和設立完善的軍
醫部門應付這場戰爭的需要。
高伯蘭看見傷兵沒有足夠的衣服和營養，甚至連
可供充飢的食物和飲用的水也沒有。他們在沒有任何
遮擋保護的地方承受風吹雨打，而他們的傷患更沒有
得到任何的醫療照顧。另一方面，因缺乏統籌把傷
兵分流運送，故此很多無助的傷兵被迫躺臥在岸邊或
路邊等待交通工具到後方醫院。傷兵們悽慘的影像，
深深刻在高伯蘭的腦海中，揮之不去。高完成整個行
程後即倡議基督教團體應成立傷兵服務組織，並與政
府緊密合作，為運往後方醫院途中的傷兵提供所需服
務 (3) 。高在漢口期間，他得到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
國民政府及某些基督徒支持，不少人士或團體更應允
給予經費上的支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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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高伯蘭的努力下，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即發起
傷兵服務，並聯合其他教會共同合作，當時全國總會主
力參與該服務的有高伯蘭、范定九、張伯懷、耿元學、
朱晨聲等牧師 (5)。全國總會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已有
16個大(協)會，87個區會，2,647個堂會，300多所中
小學校，55所醫院。當時中西教牧有670多位，信徒有
13萬多人 (6)。這些教會、醫院和學校遍布全國，故此這
龐大教會組織網路有助於推動這傷兵服務計劃。這樣，
由全國總會發起的「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以下
簡稱協會)在一九三八年初正式成立。
傷兵服務促使合一服務
協會雖然由全國總會發起，但發起人卻來自不同背
景，這包括有當時中華民國的政要、官員、將領和紅十
字會，而基督教方面則有男女青年會、天主教、聖公
會、遵理會(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前身)等。協會的成立宗
旨是「本基督教博愛常神，在國家團結自衛中，以服務
途中傷兵將士為宗旨」。在地區執行層面，中華基督教
會在聯繫不同宗派教會領袖信徒成立流動服務隊，浸禮
會、聖公會、內地會、自立會等教會也曾參與其中。另
一方面，全國總會也呼籲還未受戰爭影響的教會組織服
務隊北上支援，例如高伯蘭曾委託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
會組織25位信徒成立負傷將士流動服務團前赴各線戰
區 (7)。最後，參與該流動服務隊有26人，總隊長為胡翼
雲牧師、副總隊長是黃敬三。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
這服務隊自廣州北上，五月二日到達長沙，之後就到徐
州參與協會的服務 (8)。
傷兵服務內容
高伯蘭在籌備協會成立時指出，單是山東南部每天
就有1,000人需要運往醫院，他們平均需要十至二十天
的行程。所以協會成立的流動隊伍在不同的交通要道上
提供食物、茶和熱水給予傷兵 (9)。協會在成立初期，礙
於經驗、資源和人力所限，故此主要是在火車站或公路
上等待運送傷兵的車輛經過，從而到車上照顧他們。以
下是成立初期七個月接受傷兵服務的人數與種類 (10)：

服務負傷將士人數及服務種類

二月
1,707
1,107

供給食物
供給茶水
換藥
洗臉
服侍便溺
代寫書信
擔架
代備舟車
轉送醫院
急救
供給衣服
轉輸途中護送
總數

三月
4,975
827

四月
20,404
17,655
1,407
10,269

23

22

1,555

121

1,051

20
142
4,531

315
7,900
14,160

189
22,145
73,132

各地協會在前線的服務過程中，發覺若要有效地幫
助傷兵，那就不能只提供就地服務和協助運送傷兵。協
會成立兩三個月後，他們開始注重後方服務，例如在
醫院成立俱樂部和清洗傷兵的被褥 (11)。另外，協會的
後方服務還提供多種服務給予療傷的士兵，包括衞生或
時事演講會、代寫書信、報告新聞、出借書籍、為傷兵
洗衣服、病室內輪流開流聲機，以及成立象棋、圍棋、
軍棋研究社來取代士兵的賭博風氣，務求對傷兵提供全
人服務 (12)。協會成立後方服務後，他們也加強基督教
信仰元素，積極向軍人傳基督福音，例如在病房佈道，
又或帶傷兵到鄰近教會參與崇拜。當士兵決志皈依基
督後，協會就為他們舉辦傷兵查經班，認識基督真理
(13)
，有些還未決志的傷兵透過這些活動也決定皈依基
督信仰 (14)。
協會獨立於中華基督教會
協會的成立是由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發起的，但
後來成為獨立的軍人服務機構 (15)。協會開展軍人服務
不久，已感到力不從心。一九三九年，全國總會認為因
戰事延長關係，這傷兵服務不可能再獨力承擔，故此決
定把它獨立於中華基督教會之外 (16)。相信這是為了方
便容納不同團體參與，從而增加服務的資源。然而，一
直在協會服務的中華基督教會領袖，例如張伯懷、范定
九、朱晨聲等牧師，他們仍然繼續在協會內繼續服務，
沒有因協會獨立而離開。而全國總會在誠靜怡牧師的領
導下，在一九三九年開始把資源集中於四川及雲南等地
的西南邊疆服務事工，這是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在抗
戰時期的另一重要事工。

五月
12,762
22,394
7,389
19,433
76
78
58
16
111
225
104
4,057
66,740

六月
15,973
29,814
11,943
27,301
534
1,943
186
437
946
53
14
7,005
96,143

七月
13,710
34,211
8,370
36,423
714
2,594
103
54
737
1,047
9
9,371
107,343

八月
17,530
23,457
10,750
30,193
2,457
1,541
407
2,350
564
2,059
3
7,394
98,705

註釋
1.

本文主要取材自筆者另一篇論文的小部份，若有興趣了解基督
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的詳情及如何捲入政治旋渦，可參考陳智
衡：〈抗日時期基督教會的軍人服務– 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
協會〉，《建道學刊》第三十三期(2010年1月)，頁61-110。
2. 〈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緣起〉，《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
會工作通訊之一》(1938年4月10日)，頁1。上海檔案館；
〈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致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呈〉(1939年1
月)，頁3。
3. A. R. Kepler. “Church and War Conditions Behind the Line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IX No.1(1938. 01), P.11-15.
4. Robert F. Fitch.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War Relief”,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IX No.3(1938. 03), P.125-130.
5. 〈總會與大(協)會報告書〉，《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五屆總
議會議錄》(1948年10月18至27日)，頁54。
6. 陳秋卿：〈會長獻詞〉，《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四屆總議會
議錄》(1937年7月15至29日)，頁4。
7. 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總幹事譚沃心及執委會主席關恩佐給協
會各執委之信件，1983年4月9日。廣東省檔案館。92-1-8388-90。
8. 〈粵省流動服務隊萬理長征〉，《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工作
通訊之二》，頁10。
9. Frank R. Millican and John S. Barr edited, “Word and Workers:
Mobile Hospitals and Wounded”,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IX No.5 (1938. 05), P.271-272.
10. 〈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工作概況表(民國二十七年二月至八
月)〉，《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工作通訊之四》，頁7-8。
11. 程毓羣〈在後方做了兩件工作–組設俱樂部和洗滌被褥〉，
《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工作通訊之三》(1938年7月1
日)，頁22-23。
12. 孫傳章：〈一個月的工作簡報〉，《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
工作通訊之三》(1938年7月1日)，頁25-28。
13. 同上。
14. George A. Young, “The Effect Of The War On The Church In
Shensi ”, The Chinese Recorder, LXXII No.7, (1941. 07), P.348.
15.〈總會與大(協)會報告書〉，《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五屆總
議會議錄》，頁54。
16. 崔憲詳：〈總會戰時工作紀要〉，《總會第十屆理監事擴大會議
紀錄》(1945年3月)，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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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年會當
選執委名單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出席執行
委員會之各界別代表，已於本年度周年
代表大會中選出，名單如下：
男界：余 煊、吳水麗、黃成智、梅浩基
女界：李煥華、廖鳳姿、鄭亦好、陳翠賢
青年：李淑儀、黃偉昌、岑志星、胡惇惠

本年度聖誕聚餐
本會本年度聖誕聚餐定於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晚上執行委員會會議後舉行，地點為
皇廷酒家(旺角新世紀廣場七字樓)，藉此機會
讓各執委、部門委員、校董及區會辦事處同工
聚首一堂，共慶聖誕。各執委及其配偶，以及
各部門委員及其配偶均收費每位100元，退休
教牧同工、本年度榮休同工及神學生免費；
十一月二十日截止報名。

本會第六屆〈門徒〉課程聯合畢
業典禮
信徒培育部定於十二月十日(星期五)晚上
七時三十分，假本會錦江紀念禮拜堂舉行第六
屆〈門徒〉課程聯合畢業典禮，歡迎各堂〈門
徒〉(紅色)(綠色)課程畢業學員及導師／助教，
及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截止報名日
期為十一月二十九日，報名表格可於區會網頁
(http://www.hkcccc.org)下載。

本會舉辦小學宗教教育進修日
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定於十一月
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假本會望覺堂舉辦
「區會宗教教育初探」小學宗教教育進修日，
講員包括楊國強博士、吳碧珊牧師及翁傳鏗牧
師，查詢請致電23971022金宣教師。

十二月份宣教師團契活動
宣教師團契定於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下午，於基磐堂舉辦「宣教師團契聖誕聯歡聚
會」，讓宣教同工有機會放下繁重工作，一起
歡度聖誕，減低壓力。聚會內容包括敬拜、下
午茶及各式各樣的開心玩意，費用每位$50，
十一月二十九日截止報名。

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神學日慶典
本會支持之崇基學院神學院已於十一月六
日(星期六)舉行神學日慶典，當天本會應屆畢
業之公費神學生吳家聰同學(神道學碩士，望
覺堂會友)獲頒關顧鄰舍獎學金及教會合一獎
學金，李萃婷同學(神道學碩士，全完堂會友)
獲頒洪德身神學教育獎學金；吳家聰同學現為
望覺堂宣教師，李萃婷同學現正修讀臨床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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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由本會支持之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
金，頒予博愛潮語浸信會會友張沛義同學。
另外，本會兩位同工亦為應屆畢業學生：
基真堂堂主任鄧達榮牧師獲頒神學碩士學位，
合一堂九龍堂劉寶珊宣教師獲頒神道學學士學
位。完成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兼讀制)之本會
堂會神學生，包括陳錦明同學(深愛堂)、陳國
輝同學(葵涌全完堂)、陳文豪同學(沙田堂)及黃
淑芳同學(深愛堂)。至於本年度進入學院修讀
神道學學士之堂會神學生，有曾婉瑩同學(合一
堂九龍堂)及馮詩愉同學(望覺堂)。

堂

會

屯門堂植堂消息
屯門堂自本年九月起，於天水圍天悅服
務設施大樓二樓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內拓
植「天愛堂」，堂主任為陳勉宜牧師，宣教師
為曾鳳恩女士。

青衣全完堂舉行「退修及異象分
享會」
青衣全完堂定於十一月廿八日下午，於屯
門堂舉行「退修及異象分享會」，由陳勉宜牧
師擔任講員。

全完堂舉行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紀
念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
全完堂為慶祝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已於
十一月十三日舉辦一百零五周年堂慶培靈會，由
盧龍光牧師擔任講員，分享主題「三堂並立，拓
展神國」，又定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成立一百
零五周年紀念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講員為
本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並按立李潔卿女士、陳
國輝先生及張浩然先生為執事聖職。

其他堂慶消息
天約堂定於十二月五日舉行十一周年聯
合崇拜。基愛堂定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成立
八周年感恩暨洗禮崇拜。海南堂定於十一月

二十八日假基華小學舉行五十九周年堂慶感恩
崇拜，由雲潾牧師擔任講員，崇拜後舉行聚
餐。合一堂九龍堂已於十一月十四日舉行建堂
五十三周年堂慶感恩崇拜，由陸輝牧師證道，
崇拜後舉行茶敘分享。元朗堂已於十月二十四
日舉行一百一十二周年堂慶感恩崇拜。青衣志
道堂已於十月十七日舉行二十周年堂慶恩感崇
拜。田景堂已於十月三日舉行二十周年堂慶感
恩崇拜。

各堂佈道事工
全完堂定於十二月四日(星期六)晚上八
時舉辦「走出迷茫」佈道會，由吳振智牧師擔
任講員，對象是所有期望走出迷茫，重建人際
關係的朋友。梁發紀念禮拜堂定於十一月二十
日(星期六)晚上舉辦「愛無限‧夢飛翔」佈道
會，由陳如炳牧師擔任講員，並於同時段以兒
童為對象，邀請了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主
領「愛‧喜羊羊」兒童音樂佈道會。大埔堂與
共享詩歌協會已於十一月十四日(主日)下午合
辦「神是我靠倚」音樂佈道會。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消息：海南堂已於十月十五日
起，聘得譚婉薇女士為該堂宣教師。同工離任
消息：香港閩南堂楊明麗宣教師，已於十月
十八日起離任；基華堂梁詠恩福音幹事，已於
十一月一日起離任。

學

校

各校校慶消息
何福堂小學定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
舉行四十周年感恩崇拜晚會。協和書院定於
十二月十日舉行創校四十周年感恩崇拜。全
完幼稚園定於十二月十日舉行五周年校慶感
恩崇拜暨開放日。基智中學定於十一月二十
日舉行創校四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合一
堂學校已於十一月十三日舉行五十周年金禧
校慶感恩崇拜。

利馬禮儀：表徵教會合一、普世
為紀念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一百周年，本會於十月
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舉行本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
中，採用了「普世合一聖餐禮文」(利馬禮儀)舉行聖餐，
並由本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及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牧師一
同擔任聖餐主禮牧師，以表徵教會合一與普世。
合一聖餐禮文又名利馬禮儀，是普世教會協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近七十年工作的成果之一，最
先於一九八二年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中採用，其後分別在普世教會協會第六屆代表
大會(一九八三年)及第七屆代表大會中(一九九一年)使用。每年在香港舉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教牧
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均使用此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