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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雋語

一·災難教人反思自己

主僕之言

約伯遭遇患難打擊，他即作自我反省。（伯三十一4-8）當發生了大自然災
害，先知約珥立即呼籲百姓要為苦難禁食祈禱。（珥一13-14）我相信，在災難
裡人若曉得深切反省，可使自己更成熟，有能力克服日後各種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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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成溢牧師

總幹事心聲

三月十一日在日本發生的九級大地震及引發的大海嘯，震驚全世界。這是繼
二零零四年印尼大地震引發的南亞大海嘯，以及二零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後，近
年另一次觸動整個世界的大災難。我們要為在患難中的人代禱，求主憐憫恩待，
賜下屬天的力量與平安，又願大家伸出援助，讓日本人民得著能力度過傷痛和困
境，走上重建之路。
今天，當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災難，人類那份惻隱之心總能發揮出來，大家無
分彼此即時送上關懷和賑濟，展現出人間有愛的精神。我相信，這正正見證了上
主創造的善與美，亦反映出人在被造時有從上帝形象來的愛的本質。
對基督徒來說，苦難從來不是個陌生的題目，因為舊約與新約都有談論，包
括天災與人禍。教會初建之時，信徒更被提醒，要為苦難可能隨時臨到作準備。
主耶穌就曾告訴門徒將會面對世界苦難，祂說：「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
其實，聖經對有關災難的發生，無論是個人或集體，人為或天然，還有以下
四方面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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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難教人尋求真神
詩篇中有不少是作者在患難時所寫的。患難不但不會令人放棄信仰，反會促
使人尋求真神。（詩四十三篇）對基督徒來說，苦難甚至讓我們更認識基督，更
明白主的犧牲。（彼前二至三章）正如聖詩〈愛主更深〉的歌詞：「痛苦如同使
者，有它使命，讓它完成工作，和我同聲」。

三·災難教人守望相助
在災難中，雖然或有幸與不幸的，但我們豈能對無助者視若無睹？聖經記載
了好些守望相助的美麗故事，包括在迦南地發生饑荒，雅各的兒子們到埃及能得
到糧食；（創四十二至四十三章）初期教會，當猶太地發生大饑荒時，各地信徒
即時發動守望相助精神，捐輸賑濟。（徒十一27-30）

四·災難教人紀念家國
災難的發生，有的能找出原因，也有的不能，是個奧秘。但無論如何，上帝
讓災難發生在我們活著的時空，乃有祂的旨意，就是要人把上帝的恩福帶給困苦
者。就如耶和華吩咐亞伯拉罕要成為別人的祝福；（創十二1-3）先知耶利米勸
勉到了巴比倫的以色列人要為活在的那城求平安；（耶二十九7）以及先知約珥
教導人為國家及為眾人向上主祈求憐憫和應許一樣。（珥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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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人生的關係，自幼、
至老、至死，都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青年期中，宗教的關係
是特別密切。」
—劉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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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僕之言

陳鵬富牧師
雅各堂

我在大澳雅各堂的日子
大澳雅各堂位於大嶼山，大澳街市街24-26號。現時的
禮拜堂已是第二代建築物，佇立在街市街有四十多年歷史，
見證著社區和人口的變遷。現時教會和大澳小學已成為街坊
的地標，提供場地用作崇拜、教會活動外，還會借給政府作
民政事務開會之用，也是長者活動的重要地方。
回顧雅各堂的歷史發展，她的誕生有賴先賢對傳福音的
使命有所承擔。一九零八年，昔逢中華基督教會廣東第六區
會的長洲堂有數位弟兄姊妹受洗加入教會，其中有兩位信徒
非常委身於島外傳福音的服事。是年他們開始在大澳作探訪
關懷工作，並研究在大澳成立教會的可行性。翌年一九零九
年得蒙新界傳道會撥款在大澳展開福音工作。根據新界傳道
會的年報指出：在大澳傳福音是非常困難，因為大澳居民當
時生活是非常艱苦；在這情況下，福音是否是漁民所需要的
呢？然而，福音工作沒有因處境困難而停止。
除了先賢的努力外，還有的是新界傳道會獨到的眼光和
他們宣教的心志。雅各堂的建立，是不可能忽略大澳其獨有
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在宋朝時設海南柵鹽場，明朝、清朝時
有官兵駐守，更曾經是向中國輸出食鹽的重要貿易中心。再
者，宋朝年間大澳已開始成為漁民集居之地。廿世紀，五、
六十年代為漁業興盛期，當時與長洲、筲箕灣及香港仔合稱
香港四大漁港。在當時，大澳與鄰近的澳門和珠江三角洲，
三者的對外的商業貿易活動、走私也非常頻密和活躍，人流
又川流不息，大澳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市集。有見及此，新界
傳道會在大澳成立教會有其貫切宣教的目的，最終的希望不
是在大澳建立甚麼的超級教會，而是讓福音，藉著相信上主
的人，將福音生命在他們所屬的根，或在他們所到的地方能
夠開花結果。
再者，教會除了傳福音工作外，還希望漁民子女和大
澳的居民能得到教育。遂於一九一三年考慮開辦識字班，教
導村民識字，後取名「大澳義學」，接受地方津貼。教會在
回應社區的不同需要期間，曾開辦過幼稚園，在大澳欠缺中
學學位情況下，教會與大澳小學曾一起開辦初中夜校課程，
幫助一些適齡同學繼續進修。有一位曾修讀該夜中學的街坊
憶及，她的成績是可以被轉介到區會的銘賢中學就讀中四班
級，可見夜中學的老師，非常珍惜當時的同學。昔日教會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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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區會分享和合一精神，持守「傳道服務」的使命，使教會
能將耶穌基督的福音與人分享。昔日受惠的街坊，每當他們
到大澳街市街遊覽的時候，他們都會對自己的兒女說：「我
就是在此地方長大。」懷念昔日的情誼見於他們交談的喜悅
中。
教會的建立與她們投入社區的生活有著息息相關的關
係。昔日的威禮士牧師、鄭科林牧師、王世民牧師、潘頓牧
師、李容坤女士、崔志遠先生、李妙卿女士、陳純嘏牧師、
黎光牧師、陳洽生牧師等，承擔起雅各堂事工的發展，及至
現在雅各堂仍然秉承先賢的傳福音精神，在學校、社區及教
會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教會並嘗試將基督的福音共融於大
澳社區當中，我相信福音就在群眾當中，教會就是在社區當
中與他們一起生活，分享生命，一起歡笑、一起哀哭、一
起建立和一起參與。教會不可以帶著優越感去批評當下的社
區和當地文化，或存著「有」的心態去施捨其他有欠缺的居
民；反之，主耶穌的教導是：「你們能喝這一個杯嗎？」教
會要有勇氣拿起生命之杯，當一飲而盡的時候，教會就是參
與在人和社區的生命慶典當中。因此之故，教會就是「上主
屬靈的家」，這就是雅各堂的教會觀。
「家」的一個特色，就是提供一個安全和安息的地方，
讓有需要的人得到合宜的照顧、聆聽他們的需要，和在休息
的過程裡得被建立。李耀昌牧師曾分享到，在現今世界價值
觀中，我們事事講求效果、策略、方法等，競爭成為人與人
之間身不由己的反應。在過程中我們忘記了我們是誰，同時
也忘記了上主和我們作為受造物的使命。「家」給予人一個
安靜的空間，讓有需要的人透過祈禱、安靜、與上主連接和
相遇，使能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和帶著上主給我們的希
望，再次重新得力進入世界。未來雅各堂可朝著這個方向發
展，成為一個在繁忙中接待客旅的教會。
教會的發展方向，也可提供堂校合作的機會。區會的
中小學有四十多間，他們也可以運用大澳雅各堂這特殊的地
利，舉辦生命教育、生態文化保育或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工
作坊。堂會也可用作門徒課程之畢業營的地方。雅各堂的發
展需要各位牧長和弟兄姊妹代禱，在經濟上也需要你們的支
持。

專心專講

陳永佳
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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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二零一一／一二財政預算
前言
香港政府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發表二零一一／一二年的
財政預算，旋即引起極大的迴響，公眾對這份財政預算案批
評之聲不絕於耳。雖然批評之聲此起彼落，但財政司司長卻
堅稱修改的空間有限，但不旋踵，財政司司長在接見部份建
制派議員後，卻立刻向公眾表示，會向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
居民派發每人港幣六千元。香港政府雖然效發澳門特區政府
大派金錢，卻未能挽回頹勢。相反，不滿之聲又再充斥於社
會上。究竟，這份財政預算發生了甚麼問題而引致這麼多不
滿呢？我們又如何去看待這份財政預算呢？

政府財政預算的目標
讓我們看看財政司司長的意願。在他的演辭內，他希望
透過這個預算達至三方面的效果：（一）打擊通脹，（二）
穩定樓巿和（三）投資未來。
在此原則下，政府在改善民生、教育、社會福利、衛
生、社區建設、穩定樓巿、增加土地供應、打擊通脹、投資
未來、推動經濟發展等，都提出了一些意見，但為甚麼這些
意見卻不為巿民所接納呢？他這份預算為何受到大眾的抨擊
呢？

公共理財的原則
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基本上可以從微觀或宏觀的角
度去分析社會上的現象。宏觀經濟學上指出，政府理財的向
度倘若遇上經濟太過活躍時，應該採取緊縮的政策，以便壓
抑過度活躍的經濟，一則不致於因經濟過度活躍而引致通貨
膨脹，此外，亦應將政府剩餘的資源撥作儲備，以備不時之
需。相對而言，倘若在經濟不景時，政府便應多運用資源，
甚或動用儲備，刺激經濟，製造就業機會；在動用資源時，
更應考慮採取一些有倍增效益的政策，使到政府所花費的公
帑能下達至基層的巿民，以紓解民困，這是政府公共理財最
基本又是最重要的原則。

我們的現況
1. 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高企
香港的失業率或就業不足的比率仍然高企在5.6%，
以現時香港人口計算，最少仍有約197,267人處於這個境
況。
另一方面，即便是有就業的，工作的條件及待遇都
是僅能餬口。就以一些新近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為例，情
況較好的每月薪金約有HK$20,000，薪金較低的可能只
有HK$8,000左右，要知道要以這些薪金過活已不是充裕
的，倘若在就讀大學時，已向政府貸款，而三數年來貸款
額可高達十餘萬，在收入不高而又要償還貸款，他們面對
的不只是雙重的壓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看不到政府的

長遠政策如何去解決這個局面。在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中，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會向這方面為青年人解困。

2. 社會服務配套不足，欠缺長遠規劃
現時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對院舍服務的需求都是有增
無減，雖然政府每年均會增加殘疾人士及／或長者院舍服
務，但只屬杯水車薪，不但未能縮短輪候冊，輪候人數還
不斷增加：
● 復康服務方面，在二零零七年四月，有5,877人輪候各
類殘疾人士住宿服務，但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輪候人
數已上升至7,301人，升幅達24％，其中嚴重弱智人士
需要輪候長達12年才可獲編配服務。在二零零七／零八
至二零一零／一一年間，政府提供的殘疾人士住宿服務
宿位名額由10,387上升至11,572個，平均每年增加不
足400個。以此速度，輪候人數將繼續不斷增加。
● 安老服務方面，在二零零七年五月有22,858名長者輪候
各類安老院舍服務，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上升至26,776
人，升幅達17%，平均輪候時間約為3年。在輪候名單
中，近6,400人輪候護養院，大部分都是需要長期醫護
照料，甚至長期臥床的長者，香港社會應該盡快為他
們提供合適的服務，讓他們有尊嚴地度過人生的最後
階段。可惜由於現時服務嚴重不足，很多輪候人士都在
獲編配宿位前逝世。根據政府資料，在二零零七年四
月至二零一一年二月期間，共有7,123名長者在輪候護
養院期間逝世，只有2,203人可以獲編配宿位，比例是
3.2:1，即每有一名長者獲編配服務，便另有３人在輪
候期間死亡。
但在財政預算案中，卻只預留1,300個資助宿位，與
上述22,808個實際的需要相去甚遠。這亦是另一個典型的
例子，看到政府沒有透過財政預算去解決部份社會問題的
另一例子。
上述，只舉出一、二個例子說明這份財政預算其中不
足之處。若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利未記及申命記中不斷重申
要求上帝子民對孤兒寡婦及寄居者的照顧。而在預算案中，
對弱勢社群、新來港的移民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支援更明顯不
足。我們的信仰不斷提醒我們要關顧社會上弱勢的群體，上
述的各個例子都在提醒我們政府施政的不足，願我們在信仰
裡不斷互相提醒和彼此勉勵。
滙 聲．6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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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港人港事

黃深銘家長 李信堅牧師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合一堂馬鞍山堂

最底工資與
       喫飯和休息日工錢
經過多年的討論，香港
將於五月一日起實施最低工資
法，但就在這重要時刻，香港僱
主聯合會（下稱聯合會）卻在報章
刊登廣告，要僱主們留心，因為政府
在提出最低工資法時，並沒有把喫飯時
間和每月的休息日計算在內，所以僱主
在計算工人的工資時，要留心有沒有把
每天的喫飯時間和每月休息日的工資也
計算在內，因而增加薪酬方面的支出。
按他們的意思，最低工資的計算，應只
是工人的「實際的工作」時間，所以凡
沒有「實際在工作」的時間，是不應計
算在內。這樣說來，所有領取最低工資
的受僱人士都只能算是「時薪工人」，
而不是「月薪工人」了（按個人的理
解，以「月薪」計糧的，一般都已把
「喫飯時間」和每月的「休息日」都已
計算在薪酬內，而不會另行計算）！
在這裡，我不擬討論每小時二十八
元的「最低工資」是高或低的問題，
但若按「聯合會」的計算，則一個領
取「最低工資」的工人每月可領之薪金
只為5,824元（每日九小時，扣除一小
時喫飯時間；以三十天計算，每週一日
休息，則為每月二十六個工作天），這
一個數字，是否合理及可供一家數口使
用，相信要視乎我們用甚麼標準去計算
我們的生活標準了！
不過，讓我試用聖經所提有關的
工資與休息的提醒，來作為檢視「聯合
會」所提議的計算方式，是否可以成為
基督徒可以接納的意見？
首先，聖經十分重視我們的休息，
即使以色列人在曠野要拾取上帝所賜予
的嗎哪和鵪鶉作為每天的食物，但在安
息日上帝也不要他們拾取，而是要他

4 滙 聲．2011年4月

們早一日作好預備，也就是說以色人
即使在安息日不作工，也能夠有足夠的
食物可供食用（出16:22-26）。也就
是說，上帝是要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不作
工，但也沒有忘記他們在安息日仍然需
要食物充饑，所以也為他們預先準備好
足夠的食物。因此，我實在看不到為何
「聯合會」提出要小心計算工人的食飯
和休息日的工資，是否他們以為作為工
人便沒有權利去享用飯餐和休息呢？
其次，聖經中多處強調「工人得工
價」是應當的（提前5:18、約4:36），
特別在羅馬書4:4指出，「做工的得工
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因此，
僱員們作工而得到當有的報酬，是理所

當然的事，而這一種「報
酬」，我相信除了工作時薪
外，實在也包括對他們作為這社
會一分子所當享有的尊嚴，他們和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既然為社會而
作工，付出了時間和勞力來賺取工資，
同樣也需要時間喫飯和休息，怎可以因
此而剝削他們所當享有的報酬呢？
其實在這最低工資的事情上，我
特別提醒作為僱主的基督徒，甚至乎是
“教會”或“基督教機構”，更當留心
我們如何去訂定薪酬標準，不要只為依
足了政府的要求便是好的僱主，我們實
在需要好好運用手上的資源，若是可
行，應用寬鬆的態度去量度工資的水
平，請勿誤用信徒「為主犧牲」的愛
心，把壓低僱員工資之舉合理化；我們
也需要留心，我們對僱員工作所付出勞
力應當尊重，為何還要用各種的方法去
減低僱員所當得的工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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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回清潔心」睡眠質素改善小組
目

的： 協助有失眠問題的人士減輕困擾，並對應個人需要，學習改善失眠狀況所需的
策略及技巧。
日
期：2011年5月24, 31、6月7, 14, 21, 28日（逢週二）、
6月12日（週日）全天日營及8月23日（週二）重聚日
時
間：（週二）晚上7:00-9:30，（日營）早上9:30-下午5:30
對
象：55歲以下受失眠問題困擾的朋友
地
點：本會105室，日營於香港中文大學進行
費
用：本會會友$800，非本會成員$960（包括日營膳食費）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寄回本會；
報名表格可於家庭支援服務中心網頁（http:www.hkcccc.org/fssctr）下載。
截止日期：2011年4月27日（週三）
查詢電話：23971495（何小姐／趙姑娘）
本會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蒲錦昌牧師

雲彩集

本會牧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

在合

一機 構

一·求問上主的心意
神學院畢業的時候，接受區會的差派到堂會事奉，從來
沒有想過有一天會當起協進會的總幹事來。
上主給每個人的安排都不同。與我同一時期畢業的同
學，至今仍有在同一個堂會事奉的，我則先後在兩個堂會
和區會工作共二十年，並有很多機會參與不同類型的義務工
作，包括福音機構、文字工作、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
我未擔任協進會總幹事之前，也做了十多年協進會的委員會
委員及執委等。「從一而終」或「階段發展」好呢？很難
說，要看天時、地利與人和，即上主的心意，環境的配合與
我們的準備，缺一不可。
人到中年，總想穩定，難免猶豫，轉換事奉崗位時，思
前想後，怕應付不來，怕有負上主和他人的期望。因此，我
也用了很長的時間求問上主的心意，請教屬靈長者的意見，
直至最後有所決定，並以信心踏上下一程。

二·兩年多的事奉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至今，在協進會事奉已有兩年，對於
自己的角色與職責了解多了，慢慢也掌握到事奉的節奏與輕
重緩急，當然，要學習的東西仍然很多。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是一個地方性的合一機構，由香港的
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共同組成，以推動合一為宗旨。
協進會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創造一個平台，讓不同傳統
的教會可以走在一起，互相了解，彼此對話，使宗派間的隔
膜得以消除，距離得以拉近，希望有一天能以各種形式表達
不同宗派在主裡均為一體。協進會內除了有主流教會像信義
會、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等以外，也
有歷史更久遠的東正教。而天主教也正式派出一位代表出任
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以加強彼此的聯繫。此外，
香港一些外語教會也加入協進會成為會員，以表達教會無分
種族，是一個普世合一的團契。
協進會的第二個功能是聯合香港的宗派教會作合一的見

子
日
的
事奉
證。這樣做不單只力量因集合起來而更大一點，同時也讓外
界認識我們是同一信仰的群體。舉個例子，協進會一直關心
弱勢社群的需要，支持最低工資的立法。現在最低工資已定
為時薪港幣28元，並將於今年五月一日起實施。我們認為這
個數字不足以養家，因此推動「活出基督糧心——28+工資
約章運動」，希望教會、基督教機構及基督徒僱主給予基層
勞工高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薪金，使社會更公平，基層人士的
生活需要得到照顧。協進會這方面的工作不是代替而是代表
教會去做，沒有了教會的支持及參與，單單由協進會這個機
構來做是沒有意義的。
協進會的第三個功能是對外代表香港教會。在普世合一
運動的發展史裡，地方性的協進會往往也是地區性及普世性
合一組織的一份子。同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也是亞洲基督
教議會和普世教會協會的成員，在更廣闊的層面推動合一。
我因為擔任協進會總幹事的緣故，一年裡總有多次到不同地
方出席會議，認識了一些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宗派、不同身分
的教會領袖和信徒，彼此也形成了一個無形的團契。例如最
近日本仙台等地的地震、海嘯與核危機，我便馬上想起一些
日本的同工來，並以電郵詢問他們的安好。其實，我於三月
十日才從泰國清邁開完會回港，會上也有日本基督教協進會
的代總幹事上田博子牧師。我馬上想：不知她在東京怎樣
呢？協進會也代表香港教會以電郵向他們表達慰問。我們又
組織祈禱會，一起為日本祈禱。此外，協進會一直有「五餅
二魚」的資源分享事工，每逢有大型災難事故，也會呼籲教
會奉獻，集合一起送往災區，以表達香港教會的關懷，這次
也不例外。

三·靠主前行
在協進會兩年多的事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協進
會、區會再加上一些義務的工作，生活是挺忙的。求主幫助
我能忙而不亂，在各種挑戰與困難中仍能倚靠主，有信心、
智慧與勇氣繼續走前面的路。請為我代禱！
滙 聲．6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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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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71035
網址：http://ssd.hkcccc.org/~fssctr

趙國慧
本中心輔導員

使用電子智能產品
的反思

幾時落車？

近月與一班舊同學去外地旅行，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全團有十個人，每到一個景點，他們最關注的是現場是否有
WiFi可供他們使用iphone上網，看電郵或使用Facebook。記
得以往與他們去旅行，最享受的就是在每一個閒著的時間，
如等上機、等用膳、等齊人的時候，都會彼此閒聊，通常越
聊越精采，高談闊論的分享近況、分享知識、分享待人處事
之道，大家談得不亦樂乎。因此，我們都很珍惜這一年一度
的旅行。但是，今年卻換了另一個畫面：每當閒著時，各人
就拿出iphone各自各忙，沒有iphone的唯有獨自發呆。
其中一次我們去到當地很著名的博物館，不懂藝術的筆
者，雖談不上興奮莫名，但也被現場的名畫吸引，想仔細瀏
覽一遍各種藝術品以開開眼界，也樂於駐足聽聽導賞員細心
解說藝術品的創作過程。那邊廂的iphone朋友也熱情地為名
畫拍照，並快快地把相片上載到Facebook以通知各方好友：
「我現在某某博物館⋯⋯」但是，有趣的是，二十分鐘後
已見他們回到集合地點繼續上網，究竟博物館實際有多少個
主題展館呢？藝術品的歷史為何？又或哪幅名畫出於那位畫
家？大抵不是他們有興趣的事了。
上星期看了一個電視特輯，也談到使用電子智能產品
的現象，主角是一群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他們相約聚舊。
在等候朋友的過程中，主要的活動是圍繞分享iphone最新
的“Apps”。採訪記者問他們：「你們的話題除了iphone
外，會談到彼此近況嗎？」他們異口同聲都說：「很少」，
因他們已習慣用iphone了。其後在用膳之際，各人繼續交
流iphone使用心得。其中一人在忙著打機，彷如“置身事
外”，記者問他：「你完全不參與他們的討論，不擔心自
己會脫節於他們的話題嗎？」這位年青人卻回答說：「不
擔心，我可以上他們的Facebook看他們的近況⋯⋯」另一
位沒有iphone的年青人，被好奇的記者追問他為何不使用
iphone？他便分享他有趣的見解：「我覺得使用iphone令人
的相處變得很間接，甚至複雜了！現場明明已見面，大家可
直接分享自己的事，又或分享近照，但大家卻偏偏叫彼此上
各自的Facebook看⋯⋯另外，現在也很少電話對話交談，傳
短訊也彷彿是習慣了！」
是的，筆者也同意這位朋友的見解，電子智能產品好
像慢慢奪走了我們的生活與人際交往的真實感，筆者也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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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有兩個站！

認，這些產品著實有很多吸引人之處，也很有效、很快捷地
為人們提供生活的資訊。但正如聖經說： 「凡事都可行，但
不都有益處」 （林前十23上）上帝賦予人有自由意志去選
擇，我們的生命是否得著益處，就得看我們能否好好管理這
種自由了。
以上分享的現象，令筆者最不安的是，我們在不知不覺
間被智能產品奪走了生活及人際相處的真實感，就像是那一
次與舊同學外遊之旅，我內心感受到很強烈的疏離感，彼此
沒有因十天的相聚而有交流及增進感情，留在回憶裡的只是
一幅幅各有各忙的畫面。上Facebook知道了朋友的近況，就
真是等於跟這位朋友關係密切了嗎？表面上好像知道多了一
點朋友的近況，但實際上卻缺少了交流和對話，更加不容易
會進入深度的交談。
生活上有很多經歷或回憶，有賴我們真實的置身其中所
經驗回來的，譬如乘搭地鐵或其他交通工具時，留意周遭的
人生百態能讓我們認識人生，認識社會現象；或借乘車的空
間時間發發白日夢，把平日積壓下來的情緒沉殿、消化；又
或隨意地隨想一些甚麼的，或許更容易啟發創意思維。可惜
一機在手，「整個人的靈魂」便即時以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徑
離開了現場，走進了網絡世界，在虛擬的社交平台或電子遊
戲世界裡樂而忘返！像我的舊同學一樣，即使置身於令人大
開眼界的博物館裡，但他們首先關心的卻是多拍幾張照片，
向Facebook上的朋友報告自己身處的位置，完全忽略了在現
實場境中，與他們一同身處“那個位置”的多年好友，人在
心卻不在！
究竟，當我們長期置身這種虛擬網絡、資訊快速新穎卻
也很快過期、內容新奇有趣卻欠缺深度的電子智能世界，我
們的心靈會有甚麼經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有甚麼變化？
其實，筆者還有另一個擔心，或許你不難看到，當成年人社
交相聚的時候，小朋友最好的玩伴是那部智能手機，無論是
一歲還是十一歲的小朋友，總能找到適合他們玩的方法。到
底日新月異的電子智能產品，能為成長中的年輕一代帶來甚
麼成長經驗呢？這是很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的課題！

區

園餐，費用每位$100（12歲或以下兒童
$70，3歲或以下不用收費），名額每間堂
會八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查詢請致
電23971022金少雲宣教師。

會

本會本年度宣教／探訪服事團
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定於六月
十六日至二十二日舉辦「泰北清萊府短
宣體驗團2011」，及於八月十至十五日
舉辦「廣東河源連平縣探訪服事學習團
2011」，有關詳情及參加辦法，請瀏覽本
會網頁宣教事工小組之活動消息（http://
www.hkcccc.org/2mainc2.php）。

本會舉辦門徒導師分享會
信徒培育部定於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八
時正，於區會禮堂舉辦「紅色、綠色門徒
導師分享會」，主題為「教得更好」，四月
二十六日截止報名，歡迎各堂門徒導師踴
躍出席，查詢請致電23971022金少雲宣教
師。

宣教師團契五月份講座
宣教師團契定於五月十六日（星期
一）舉行講座暨工作坊，題目為「家庭牧
養全面秀」，目的在加強本會宣教師在
堂會分工及分齡牧職上有整全的家庭牧
養觀念、意識和策略。是次講座由屈偉
豪博士主講，費用每位$80，查詢請致電
23971022金少雲宣教師。

回歸曠野五月份活動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於五月十日舉辦
「回歸曠野」五月份活動，地點為東平
洲，時間為上午8:15至晚上7:00，費用每
人$20，名額40人，四月二十七日截止報
名。查詢請致電23971022王綺雯小姐。

本會舉辦婦女環保郊遊活動
信徒培育部定於四月三十日舉辦婦
女環保郊遊活動，地點為元朗「一對手農
舍」，內容包括農務體驗、農夫廚房及
自行製作塑型回收油肥皂等，午膳為田

天水圍事工開辦「關愛飛翔」輔導服務
本會方潤華夜校天水圍事工開辦之
「關愛飛翔」輔導服務，設立輔導服務電
話專線2446-6629，為正面對各種情緒困
擾、人際衝突或教養子女壓力的人士提供
幫助，有關專線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
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本會已舉辦幼稚園節期宗教教育課程簡介會
本會福音事工部幼稚園宗教教育小組
計劃編撰幼稚園節期宗教教育課程，首份
試行教材主題為「復活節」，已於四月二日
上午於區會舉辦課程簡介會，由課程作者
容慧燕宣教師主領，共有二十多位本會幼
稚園及堂會幼稚園教師出席，反應良好。

本會順利協辦世界傳道會會議
本會於三月份順利協助世界傳道會在
香港舉行兩個會議，其一是財務顧問委員
會會議，另一是東亞區宣教研討會。

區會人事動態
本會已於四月一日起，聘請關銘基先
生為資訊科技主任（半職），關先生為本
會香港志道堂會友；原與恩典公司之電腦
保養服務合約，則提早於三月三十一日終
止。本會同工戚洪裕先生，按工作需要已
調任為資訊科技及行政助理。另，本會於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聘得伍瑞玲
女士為工友。

堂

公理堂舉辦兩項港外宣教活動
公理堂於復活節期間，將舉辦兩項
港外宣教活動：（一）連平英文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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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佈道活動
全完堂與全完第一小學定於四月十二
日，合辦福音佈道會；基愛堂與基灣小學
（愛蝶灣）定於四月二十日舉辦佈道會，
基愛堂並於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區內進
行街頭佈道工作；公理堂必街堂定於五月
七日下午，於灣仔會展金紫荊廣場舉辦
「蒙福之旅」街頭佈道活動。

學

校

英華女學校重建籌款活動
英華女學校現正為學校重建計劃推行
籌款活動，以支持政府標準以外的學校設
施。其中活動包括：「一磚一瓦建英華」
捐磚運動，以及校友辛尚僖女士於四月
二十日至五月一日，於該校蕭覺真堂舉行
書畫展及義賣，壽得款項將全數捐贈學校
重建基金。有關英華女學校重建計劃之詳
情，可瀏覽該校網頁http://www.ywgs.
edu.hk。
本會協和書院校友、入境事務處副處
長陳國基先生，獲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曾
蔭權的提名和建議，於三月二十八日正式
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處長；陳先
生於一九七二至七六年間就讀協和書院。

婚姻及家庭輔導室

家長個人成長講座

（三）第三講：鑑賞生命
		
日 期：2011年7月23日（六）
時
間： 下午3:00-5:00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費
用： 每講每位$150，參加全部三講每位$400
報名方法： 填 妥 報 名 表 連 同 支 票 （ 抬 頭 ：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寄回本會；報名表格可於家庭支援服務中心網
頁（http:www.hkcccc.org/fssctr）下載。
查詢電話： 23971495（何小姐／趙姑娘）

廣福堂定於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一日
舉辦四川短宣活動，將一行七人由李筱波
宣教師帶隊，探訪當地教會及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主導人生」
（二）第二講：自我實現
		
日 期：2011年7月16日（六）

廣福堂舉辦四川短宣活動

協和書院陳國基校友出任入境事務處處長

會

講
者： 陳廷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
內
容： （一）第一講：重整生命
		
日 期：2011年6月25日（六）

於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舉行，地點為
廣東省河源市連平縣，內容包括英文班、
探訪、遊戲、青少年聚會及綜合晚會等；
（二）柬埔寨親子／家庭考察團— 定於
四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舉行，以家庭為單
位，內容以考察、探訪及學習為主。

（即場示範）

內
導

容： 透過現場示範，瞭解婚姻輔導的評估，介入及實務技巧。
師： 陳霍玉蓮女士（資深婚姻及家庭治療師、高級臨床督導主
任、作家）
日
期： 2011年5月6, 20及6月3, 17日（逢週五）
時
間： 上午10:00至下午1:00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對
象： 社工、教牧、輔導員
名
額： 50人
費
用： 社工或輔導員，每位每堂$350
教牧，每位每堂$250
報名方法： 填 妥 報 名 表 連 同 支 票 （ 抬 頭 ：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寄回本會；報名表格可於家庭支援服務中心網頁
（http:www.hkcccc.org/fssctr）下載。
查詢電話： 23971495（何小姐／趙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