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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心聲

區會每年舉行「學校教職員工長期服務感謝狀頒發典禮」，向凡在本會有關
和直屬的中學、小學、幼稚園和夜中學任職連續滿二十年或以上的教職員工，頒
發感謝狀，對一群在教育工作上忠心服務的同事，表達欣賞和謝意。
教育工作，是知識的傳遞，是智慧的啟迪，是生命的轉化。
舊約聖經箴言二章1-12節談到智慧與知識的重要性，及人當如何作才得著聰
明、智慧和知識。經文的6節說智慧、知識與聰明（或作理解力）全是從上主而來
的；7-8節說上主會使那些正直和行為純正（或作有誠信）的人，得健全的知識，
在行走公正和敬虔的路上有保障；9節說最終能教人明白而走在公平、公義、正直
和一切完善（或作美好）的路上。不錯，教會辦學，乃要使每個受教的學生，一
生都走在公平、公義、正直和美善的路上，永不偏離。
我們明白，現今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所面對的挑戰很多，當中包括教育當局層
出不窮的政策措施，同業的彼此競爭，持份者的各種期望等，以致承受很多重責
和額外的訴求，包括合理與不合理的。曾經看到程介明教授所寫一篇有關19602010五十年間教育環境轉變的文章，他提到因時代變化帶來了巨大差異，產生各
種新要求，以致學校教育工作者在實踐時要面對更沉重的責任和守則，擔子實在
不輕。（參程介明：〈教育評論：我們變得更聰明了嗎？〉，《信報》2011年2月
18日。）
感謝主，讓我們有一大群認同區會的辦學宗旨、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
又能長期委身服務的教育同工，雖然挑戰不斷，只要緊記聖經的話，一起持守所
立信念，無論甚麼困難臨到，深信上帝定必賞賜恩賜力量，給予隨時的幫助和保
護。
教會作為辦學團體，我們一直認為教育是栽培全人成長的工作，並且持定聖
經真理為學校的核心價值之本。就如箴言二章所說，教育關乎健全的知識和行為
純正的事（箴二7），教育要使人走公正、公平、公義、正直和美善的路（箴二
8-9）。
由於教育是關乎青少年素質的生命工程，對人的建立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
響，我們認為所辦的學校，除了要貫徹傳道服務的宗旨，倡導「並肩培育豐盛生
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的願景，推動「以基督愛心為動力，以人為本的信念，
提供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分享整全福音，培育學生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
會，貢獻國家」的使命，和落實「傳道服務，愛心關懷，有教無類，全人教育，
積極進取，勇於承擔」的核心價值外，還需培訓各校的前線教育同工，在專業上
不斷發展以致有優秀的教學成效，又能幫助學生有全人的成長和發展。此外，藉
推動堂校合作的校牧事工，給予學生和家長靈性和信仰的導引，使人認識真理，
找到人生的終極方向，獲得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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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一個標準，是眾人以
為美的事，是告訴我們應做的
事。」
—吳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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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牛集

劉仲宏校長
何福堂小學

境外學習記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三
日，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師生
及家長共46人回國內參加「辛亥
革命百週年考察團」。顧名思義，
這團不是為了吃喝玩樂；籌備時已
確立目的：讓團員認識中國歷史文
化，強化對辛亥革命事跡的認識。
能否達至以上目的？下文將作
報導：

第一天
早上七時許，大隊已於學校
操場齊集。各人精神抖擻，十分興
奮。兩個小時後，旅遊車已把我們
送到第一個目的地：位於東莞的海
戰博物館。本來期待館內的導賞員
會講述林則徐的英勇和作戰策略，
怎料導賞小姐以「封閉主義」與
「資本主義」的衝突為題目，滔滔
不絕的「介紹」令人摸不著頭腦。
館內另一場區展出國內吸毒者的資
訊，多項家破人亡的報導，對學生
起了警惕的作用。
下午進入廣州市，參觀了聞名
中外的黃埔軍校及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陵園。黃埔軍校人才輩出，各領
風騷；烈士墓中，看到全球華人，
為愛國而全傾的實證。一境一物，
之前看媒體報導都有感受；但置身
於此，才能感應到百年前大時代的
壯闊波瀾。今日天下太平，人的視
野和目標，難與昔日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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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也有輕鬆的時刻。用餐
時見到學生有趣的一面：「飛象過
河」、「獨沽一味」者眾，但也有
珍惜食物的「大姐」，懂得吩咐侍
應把剩餘的餸菜打包，晚上回房再
吃。

第二天
Morning call過後，大隊集結在
酒店大堂。正準備往用早餐時，發
現尚欠兩隻小豬，要酒店人員破門
入房才可喚醒。
這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廣
州三·二九起義指揮部舊址。破落
的房子裡展出了多名義士的圖像。
除了領袖黃興的英姿外，不少烈士
面容稚嫩，但已有救國心、捐軀
志。牆上亦展出了林覺民的《與妻
訣別書》，讀到「汝體吾此心，於
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
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
人謀永福也」怎不動容？
下午到了新會市內梁啟超故
居紀念館，第一項安排是全團觀看
vcd錄像！？嘿！可能vcd也算是歷
史文物，職員弄了半天才能使錄像
呈現；呆坐了接近廿分鐘，學生的
耐性值得一讚。

第三天
早餐過後，團員到中山紀中
三鑫雙語學校（小學部）觀課及交
流。觀課的主題是「對稱圖」，教

師選材和教學策略，和香港同工無
顯著分別。較有特色的是做堂課時
課室播放輕音樂，不知是否更能刺
激思考？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該校
學生的表達能力：數學詞彙朗朗上
口，斷句分明，我們同學可要加把
勁了。
行程尾站是孫中山故居及孫
中山紀念館。翠亨村內的小樓房，
誕生了一位不世出的偉人。國父
個子不高，但畢生無私的付出，結
束了帝制，改變數億人的命運。
遺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
力」，令人惋惜；但歷史已證明，
即使百年過去，後人對他的景仰不
會稍減。學生在紀念館各旁邊的小
商店致力購買紀念品後，我們也踏
上歸途。

後記
綜觀整個活動，老師和家長
重溫了中國近代史悲壯而光輝的
一頁。學生似懂非懂，在一些小腦
袋中再顯赫的人物也只是個名字，
和張三李四無異。學生個人自理能
力明顯不足，有些行徑教人啼笑皆
非。但正因如此，這類活動更顯價
值；對歷史應有認識，對自己的行
為負責任是教育的基本。在資訊爆
炸、物質氾濫的年代，學校宜擇善
固執，讓學生有體驗；知不足而求
進步，才是教育的真義。

專心專講

陳永佳
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本 會 婚 前 輔導簡介

前言
一九九九年，區會察覺到當時社會
有極大的轉變，不單止離婚率上升，更察覺到
社會上對家庭的功能和狀態的認知都起著很大的變
化，而我們堅信，家庭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有
著維繫人倫關係，而又是個人最初成長的地方，故此家
庭對每一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
有見及此，區會社會服務部遂於同年成立家庭支
援服務中心，希望在多變的世代中，能本著耶穌基督的
愛，在這多變、複雜、混亂的社會中，為有需要的「家
庭」重新注入動力，成為家庭重新得力的中途站，推動
家庭關顧、提供輔導、預防和訓練的服務。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
為補救性及支援性的服務，透過個案輔導，對有需要夫
婦（家庭）就個案的情況，在社會、心理、心靈上的分
析、輔導和治療；第二類是預防性的，主要有婚前輔導
及促進親子溝通的遊戲治療等；而第三類則是培訓的類
別，包括臨床個案示範和輔導技巧的培訓等。

婚前輔導
顧名思義，婚前輔導就是在一對新人，在決定締結
婚約之前為他們所提供的輔導服務，婚前輔導服務是防
預婚姻產生問題的服務之一，這亦是希望鞏固婚姻的服
務。
婚前輔導在近代更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近年的社
會轉變較為快速和多樣化，而離婚更是一個頗為普遍的
現象，部份原因可能是婦女角色及地位的轉變。以往、
婦女因著種種限制，無論在學歷及經濟能力都較不容易
離婚。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愈趨富裕，生活的享受好像是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在享受慣了之餘，往往不會願
意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而當婚姻關係出現狀況或困難

時，便更容易放棄，再加上隨著
社會的開放和經濟的發達，人們往往會
將過去較視為「神聖」的事物轉化為社會性，
婚姻同樣遭遇到相同的處理，在以往被視為神性的
婚姻在「去神聖化」後便被「淡化」，將婚姻中的神
聖元素，包括互相依傍、互相支持、互相靠賴、互相發
掘和共同探索未來等元素抹殺掉。
為此婚前輔導在這個社會狀態中更顯出其重要性。

婚前輔導的內容
區會的婚前輔導服務有二個模式，一個是以一對準
新人作個別的輔導，雖云個別，但亦要求這對準新人二
人同來，亦會為個別的參加者處理個人的狀況；而另外
一個模式則以小組形式，參加的準新人亦須一對一起出
席，而小組最多由十對準新人組成。
無論個別或小組的形式都包括下列各點：
(1) 檢視適婚程度
(2) 夫婦溝通之道及婚後衝突處理
(3) 瞭解個人從原生家庭中所形成的個人性格對日後婚
姻／夫婦相處的情況
(4) 婚後的適應及籌備婚禮
(5) 如何共建理想家庭
很多時候，堂會亦會為準新人提供婚前輔導，堂會
所提供的婚前輔導能包含上述各項的分享和瞭解當然重
要，但很多時，堂會會較為著重在靈性、婚後在教會中
的適應及婚禮的籌備等內容而未必會顧及個人性格，夫
婦溝通，處理衝突等重要元素。其實婚前輔導是需要照
顧社會及心理上的環節，與此同時靈性和教會生活亦不
可或缺。堂會在提供婚前輔導時可以提供靈性和聖經的
教導，而家庭支援服務中心則可以提供個人、社會及心
理層面的提點，故此家庭支援服務中心可與堂會所提供
的服務互相配搭及攜手，並肩而行，這將更能成就由上
帝所祝福的婚姻。
滙 聲．659/6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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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港人港事

王震廷牧師
公理堂必街堂

「六四」前後的
信仰反思

每年的六月份前，大部份傳媒
的關注焦點都給放在「六四」事
件這歷史議題上，想這事件將會
一直伴隨在華人的社會圈中，揮之
不去，直至有天北京中央願就這歷
史創傷作出平反，公開所有的官方
檔案為止（筆者也冀盼能在有生
之年，看見這麼的一天來臨）。
「六四」事件廿三週年前夕，向被
視為當年下令軍隊血腥震壓的主要
責任人之一的前北京巿長陳希同，
出版了他的「訪談錄」《陳希同親
述：眾口鑠金難鑠真》（由原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現年八十
歲高齡的姚監復，在過去一年多以
來，多次走訪正在醫院保外就醫的
陳希同，親筆記錄其口述的資料，
再由前中共黨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
之子鮑樸在香港付梓出版）。按照
陳希同自己的辯解，他在八九年
「六四」事件發生前，從來未有如
報導所說的，出任北京巿「戒嚴部
隊指揮部」的總指揮（即不是由
他下達命令部隊向示威學生開鎗
的），更沒有如傳聞所言，他在當
年的四月廿五日曾到過鄧小平的家
中，向鄧小平「謊報軍情」，誇大
學生的示威情況，因而導致最後的
屠城收場。訪問中陳希同甚至直認
不諱自己在這起事件中純屬傀儡一
個，他「反映的只是最高領導人的
意願」，又承認若處理得較好一
點，「六四是一場應該不死人，可
以不死人的事件。」
近這數年間，多位被指涉及
八九年「六四風波」的主要負責
人，紛紛透過不同的途徑，為自
己當年要負上的責任開脫（包括
「六四」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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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亦撰寫《李鵬六四日記》）。
取態較積極樂觀的傳媒輿論憶測這
些動作，可能釋出北京中央有意逐
步為「六四」平反的意圖；悲觀者
則不以為然，認為平反之日仍遙遙
無期，這些著作純粹代表事件中的
某些重要人物，企圖把整個血腥震
壓的黑鍋，盡推到鄧小平一人頭
上。無論如何，從過去披露的資
料，我們不難窺見整起事件真箇只
屬不幸的人禍，誠如陳希同自己所
言，若當年作決定的領導人處理得
較好一點，無數無辜枉死年輕學生
的冤魂實在是可以悻免，逃離劫難
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德國納粹狂
魔希特拉簽署法令，為實踐日耳曼
民族的大德意志精英帝國主義的目
標，授權醫務人員一旦確認某些嚴
重病患者屬無藥可救，可以考慮
對其執行「安樂死」。在執行過程
間，無數的精神病患者、殘障人士
（包括兒童）、甚且長期酗酒的、
干犯刑法的，都被界定為「身患惡
疾」，最後慘被送入「媒氣室」處
理了。第二次大戰後，這些專業的
醫務人員被傳召到海牙的戰爭法庭
受審，他們大多異口同聲，把罪惡
責任推卸給希特拉，以順服和遵守
國家元首的命令自辯。有主審法
官追問：「敢問一句有沒有受害
者是在希特拉沒命令下，被你們
私下處死的？」不少人頓時變得
啞口無言。馬丁尼莫拉牧師（Rev
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是
二次大戰時德國著名的神學家，是

信義宗教會按立的牧師。他初期頗
為認同希特拉的納粹黨政權，至
一九三三年卻組織「告白教會」
（Confessing Church）反抗納粹
主義透過所謂的「積極基督教」迫
害猶太人。一九三七年他被捕入
獄，曾被囚禁和險死於集中營內。
二次大戰後，他指出整個國家應該
為大戰期間德國人犯下的罪孽承擔
集體的責任，他坦言承認：「教會
經常選擇保持緘默，事實證明，我
們卻不能因此逃避責任！我常不斷
地追問自己，若在一九三三至三四
年，德國全國約十四萬位傳教士一
起嘗試挺身而出、捍衛真理，甚至
不惜犧牲性命，人類歷史會否因此
而被改寫？我越來越傾向相信，戰
禍中那三百萬至四百萬無辜被犧牲
的性命，實是可以避免的⋯⋯」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提及一
樁路加獨有和特別的記敘：「正
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
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
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
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
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
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
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
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
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
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
亡！」據猶太的歷史學家約瑟夫
（Flavius Josephus）所著《猶太
古史》的資料，前面述及首宗事件
有可能是彼拉多曾因盜劫聖殿公
款，以興建耶路撒冷城的水道工

程，惹來到聖殿參與獻祭敬拜的猶
太群眾聚集抗議，結果導致流血衝
突、血腥震壓，不少人因此喪命。
有個說法認為這些無辜的受害者，
實是受了上帝的懲罰，妄圖借此把
事情輕率定性（這說法會否屬於昔
日羅馬政府官方統一的口徑？）耶
穌基督把這起事件與西羅亞池附近
的建築物，突然倒塌和壓死十八個
人的意外相提並論，祂心知肚明那
些把第一宗事故當作閒聊材料的
人，實是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態，借
他人遭逢災難的厄運來凸顯自己的
清白。兩起事件耶穌基督都以「你
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作為
警告，藉此指出事件中那些不幸的
受害者，絕不比任何一個群眾有
罪，甚且暗示他們的枉死可能涉及
不公義的對待。耶穌基督重申若不
向上主回轉，至終人都要經歷「永
恆的滅亡」；亦有以為耶穌基督在
這裡論及的「滅亡」，直接預言主
後七十年以色列人慘被羅馬軍隊圍
困、聖殿被夷平的結局，彰顯以色
列人因背叛上帝導致整個國家走上
災難之途。
報章刊登陳希同出版其「訪
談錄」的當天（五月廿九日），前
「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在報章專
欄上，以「沒有真理的文化」為
題，撰文再次「唱衰」香港、唱衰
我們的祖國。李柱銘慨歎：「在共
產黨眼中，根本就沒有真理存在。
既沒有真，又怎會有假？而沒有真
假之別，又何來有謊言、何須認錯
呢？」（《明報》「法政隨筆」）同
一天相同的報章看到一則國內的新
聞，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經濟貪
腐及道德敗壞罪名被中共開除黨籍
和起訴，並被追究去年「溫州動車
事故」做成人命傷亡的責任。在
「沒有任何事情仍是真的」的「神
州大地」上，想未來我們也只會看
見有更多「權力使人腐化、極度權

力帶來極度腐化」活生生醜惡的案
例繼續被揭發，不少寶貴的人命，
也陪葬在這些因個人貪婪、瀆職攬
權、荒誕私慾和腐敗罪孽築成的墳
墓裡。
德國歷史學家Hans Mommsen
曾以下面的話總結二次大戰的希特
拉為世界帶來的禍患：「德國的精
英份子昔日沒有起來反抗希特拉，
部份是基於個人對權利的貪婪，但
更多是出於盲從附和、恐懼或懦
弱。」一九八四年馬丁尼莫拉牧師
臨終之前，他為美國波士頓的猶
太人屠殺紀念碑寫下著名的詩句：
「當納粹黨來抓共產黨的時候，我
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
是共產黨；當納粹黨來抓猶太人的
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納粹黨來抓
工會的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
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的人；

當納粹黨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
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是
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當納粹黨
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站出
來為我說話，因為他們都被抓走
了。」基督徒習慣了對身邊發生的
社會事件噤聲，特別是容易惹起爭
議的政治事件，在看似合理「政教
分離」、「聖俗二分」的信仰原
則，或「顧全大局」的前題下，教
會較容易只針對道德議題（如之前
的反Lady Gaga守望祈禱會）而故
意忽略政治或社會議題（如關心之
前特首選舉中看見的醜惡政治技
倆、或關心在立法議會討論中的議
員出缺方案），當一觸及官商勾結
或地產霸權等的經濟公義問題，教
會可能顧慮存在會友間千絲萬縷的
既得利益和人脈關係，而忘記了我
們有可能就是社會結構性罪惡的
「幫凶」！

招收2012至2013年度
文憑課程新生
* 聖經研究文憑課程
幫助學員認真地從不同的角度及處境認識和研讀聖經，突破以聖經為生活
應用手冊的迷思。

* 基督教與中國文憑課程
幫助學員從歷史、社會、宣教、文化、宗教、神學、哲學、文學等廣泛和
多元的角度，探討基督教在中國處境的發展及其面對的挑戰。

*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
釐清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問題的迷思，培育當代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格質素、
引導他們體察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活出優質的生命。

* 神學文憑課程、神學高等文憑課程
提供信徒領袖及對基督教有興趣的人士研讀神學的機會，使他們對基督教
信仰與實踐的背景增加瞭解及反省。
查詢： 3943 6711 朱小姐 / kittychu@cuhk.edu.hk 或
3943 4415 潘小姐 / teresapoon@cuhk.edu.hk
報名表格及詳情可於神學院網頁下載：www.cuhk.edu.hk/theology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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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紓壓及心靈更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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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clinpsy.hkcccc.org

暖廬

梁欣恆
本會臨床心理學家
上一陣子有鄭少秋
的新電視劇集播出，財
經報導說「丁蟹效應」
似乎又再出現了。相信
你也知道，所謂「丁蟹

做自己的先知

效應」，是指每當由鄭
少秋主演的電視劇集播
出前後，股票市場便會突
然急劇下跌。我不太懂股
票市場，但從心理學角度
去看，「丁蟹效應」可以
說是一個典型的「自我應驗
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例子。每當鄭少秋主演的電視劇
集播放時，不少股民深怕「丁蟹
效應」會導致自己手頭上的股票
蝕本，便對股票進行拋售，引致股市下跌。投機者亦可能以
「丁蟹效應」為藉口推跌大市。如是者，股民和投機者心理
上的預測就營造了股市的起跌，而因為預測應驗了，他們便
更相信「丁蟹效應」的存在。
「自我應驗預言」的意思是一個人對自己（或別人對
自己）的預期，將會在往後的行為結果中應驗；簡單來說，
就是你原本預期的是甚麼，結果就會受到你的預期影響而成
真。在心理學的研究或日常生活中，「自我應驗預言」的出
現比比皆是。例如「假藥效應」（Placebo Effect）便是其
中一種：病人只要相信那些藥丸有效，就算是假藥，都有
多達七成半機會因此而痊癒。在醫學上亦有發現，如果病人
自己預期或經醫生告知病情是輕微的，在治療後復原會比較
快，反之若預期自己病情嚴重的，對治療的反應會比較差。
另外，有研究證實，當老師「以為」他的學生是資優學生的
時候，便會教得更起勁，結果他們的成績便真的更好，卻實
在和資質無關。
究竟是甚麼神奇力量，令人可以變成自己的先知呢？其
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預期會影響到動機。我們在輔導室
經常見到一些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因為他們長期在學
校不能守常規，成績也不如理想，所以常處於受責罰或面對
失敗的情況。這些經驗會令他們產生預期自己失敗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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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會覺得無論如何發奮也難以改變自己或老師、同學的看
法，因此便寧願不再努力了。由於失去了動機，他們的行為
和學業表現當然會每況愈下。
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預期會影響到專注的焦點。我曾
見過不少有社交恐懼症的人，他們往往估計自己是不如別人
或不受歡迎的。因此，與人交往時，他們自然會注意到別人
負面的態度，那怕是一個眼神或語氣，也足夠令他們不安。
可是，別人正面的態度，就會被他們過濾或淡化了。又或是
在婚姻關係中，當你對配偶不滿時，他／她的缺失就會特別
刺眼，從而你便愈加肯定這個人是令人討厭的。
要數到「自我應驗預言」的根源，必定是與內心的恐懼
有關。如當一個人因為怕失去愛，便會做出很多企圖控制關
係的事，結果就令別人難以與自己相處，最後真的失去了所
愛。又或者也曾有個案因小時遇上親人有急病離世，令他對
身體狀況特別緊張，時常疑慮自己有病，結果因為精神緊張
而真的出現種種生理問題，愈恐懼失去健康就愈不健康。
說到這裡，你又知不知道你對自己的預期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一些經常出現的假設，是影響了你的動機和注意點的
呢？要跳出「自我應驗預言」的作用，你必須要接觸自己的
恐懼，審視自己的假設，考究其真實性或是否對你有益處，
從而調整假設，小心求證。我曾有一個個案，案主多年來因
為一班朋友往往不送生日禮物給她而心存芥蒂，特別當她看
到別人有禮物時，便覺得自己一定不如別人般有吸引力，所
以不被重視。這種心態令她多年來也只能和這班朋友成為泛
泛之交。在一次輔導中，我們同意了不如試試去驗證她的估
計。在一次聚會中，她大膽地問了為何她會沒有生日禮物，
朋友回應她，因他們知道她喜愛吃，所以每次她生日都會請
她去吃得比較好的地方，也因此沒有夾錢送禮物給她了。她
回想朋友說的都是真事呢，原來因為她心裡的估計，令她疏
忽了朋友的心意，更白白因此誤會了自己的重要性。這次實
驗為她帶來很震撼的感覺，亦推動了她去反省在其他關係中
存在的「自我應驗預言」，大大改變了她的情緒和社交呢！
既然這個世界或多或少是我們心念的反映，你會選擇怎
樣做自己的先知呢？

離婚之後—
走出流淚谷小組互助課程
課程目的： 透過11次小組的互助課程，幫助離婚婦女渡過困境
課程內容： 第一課
「情」天霹靂
第二課
踏上康復路
第三課
面對憤怒與報復
第四課
面對抑鬱
第五課
面對孤單
第六課
財政的適應
第七課
與子女面對新生活
第八課
情與慾
第九課
寬恕
第十課
復和之可能性
第十一課 新關係、邁向新里程
日
期： 2012年10月8日至12月17日（逢週一，共11節）
時
間： 晚上7:30-9:30
對
象： 離婚婦女
名
額： 8名
費
用： $100（用以購買組員課本及茶點）
地
點：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講室
報名方法：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寄回本中心，報名表格可於
http://fssctr.hkcccc.org下載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10月1 日
查詢電話： 23971495（馮小姐／梁姑娘）
中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合辦單位：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婚姻及家庭輔導學苑主辦

從點滴親和輔導法看夫妻關係
導

師： 陳霍玉蓮女士
（婚姻及家庭治療師、高級臨床督導主任、作家）
研習內容： 第一天 （1）羅列不同的婚姻衝突理論，探討其觀
點及介入手法（2）觀看個案錄影
第二天 （1）追蹤個案改變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2）探討婚姻的目的及現代不同的婚姻觀
（3）討論婚姻輔導員的挑戰及困境
（4）確認基督為依心理治療的（Christconnected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元素
日
期： 2012年9月17日及9月24日（週一）
時
間： 上午9:30至下午5:30（午膳下午12:30至2:00）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
對
象： 教牧、社工、輔導員及心理學家
＊參加者必須有三年或以上之輔導經驗
＊曾參加2012年4-6月份之現場個案示範者優先
費
用： 教牧同工$1,000，非教牧同工$1,100
名
額： 80人
備
註： 參加者請先閱讀霍玉蓮著作《婚姻及家庭治療：理論
與實務藍圖》
報名方法：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寄回本中心，報名表格可於
http://fssctr.hkcccc.org下載
查詢電話：23971495（馮小姐／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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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主辦

玩出親子情家長小組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主辦

「一生一世」婚前輔導小組
小組內容：（1）適婚程度檢視（2）婚後溝通及衝突處理
（3）了解原生家庭對夫婦相處之影響（4）婚後適
應及婚禮籌備（5）憧憬未來，共建理想
小組日期： 2012年10月30日至12月4日（逢週二，共6次）
時
間： 晚上7:30-9:30
對
象： 計劃於兩年內結婚／再婚之情侶
備
註： 參加者須先填寫婚前輔導問卷
日期及時間： 2012年10月16日（週二）

晚上7:30-8:30
費
用： 每對$1,500（其中一人為本會會友）或$1,800（非
本會會友）
＊已包括問卷分析費用$300
名
額： 10對準新人
地
點：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講室
導
師： 薛玉女姑娘
報名方法：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寄回本中心，報名表格可於
http://fssctr.hkcccc.org下載
查詢電話： 23971495（馮小姐／梁姑娘）
中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目

的：一個為家長而設，專業並實用的訓練課程，讓家長掌
握兒童為本遊戲治療的原則及技巧，預備作子女隨時
的輔導員，幫助子女預防及處理情緒行為同題，使子
女得以健康地成長。
小組內容：（1）遊戲及玩具對兒童情緒上的重要性（2）兒童為
本遊戲治療的理論、原則及技巧（3）處理兒童情緒及
行為的方法（4）實習與子女進行親子遊戲時間（5）
觀看親子遊戲時間錄影片段，鞏固遊戲治療技巧
日
期：2012年10月5, 12,19, 26日、11月9, 16日、12月14,
21日（逢週五共八節）
時
間：上午10:30-12:30
對
象：育有3-10歲子女之家長
名
額：20人
地
點：家庭支援服務中心講室
費
用：個人$750，夫婦同時報名$1,400（本會會友）
個人$800，夫婦同時報名$1,500（非本會會友）
導
師：梁玉嫻姑娘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寄回本中心，報名表格可於
http://fssctr.hkcccc.org下載
查詢電話：23971495（馮小姐／梁姑娘）
中心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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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講員：李熾昌教授
整理：編輯

拜
篇
崇
中
詩 在
區會神學牧職部於六月六日下午舉辦了「詩篇在
崇拜中的運用」信仰與禮儀教牧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李熾昌牧師擔任講員，當天共約
四十位教牧同工參與。講員李熾昌牧師不單是區會目前
其中一位最資深的現任在職牧師，他更是舊約聖經的專
家，不少區會的教牧同工也曾是他的學生，當年李牧師
的博士論文題目便是「歷史的詩篇」，故由他來分享是
次講座可謂最適合不過。
甫一開始，李牧師笑言雖然詩篇是他非常醉心的
一卷經卷，然而卻因為瞭解得多反而發現自己對詩篇認
識不足，因此即使在大學裡教學多年，李牧師竟從未教
授過詩篇。在接近兩小時的講座裡，李牧師滔滔不絕地
為我們提供了異常豐富的材料，隨手拿來的都足可以發
展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基於資料實在太豐富，本
文只能嘗試歸納重點，從略介紹）其中叫筆者印象深刻
的，是李牧師提及的一個假設：倘若一天，所有聖經因
某一個原因會被燒毁，只能留下其中一卷經卷，便一定
會選擇留下詩篇；因為在詩篇裡可找到先知、祭司及五
經傳統，也有智慧文學以及關於基督耶穌的預表，從世
界的創造、救贖、人類犯罪、以色列人逃亡、悲傷、讚
美等等，全部都能在詩篇裡找得到，詩篇可算是聖經神
學最為完備的一卷聖經。

歷史、詩篇與崇拜
說回講座主題，要瞭解詩篇可如何應用於崇拜中，
便要從「歷史」說起。李牧師提到，猶太民族是一個非
常重視歷史感的民族，他們會在宗教聚會上，藉著宣讀
經卷來重述民族的歷史，在歷史傳統中發掘共同的記
憶，共同的感恩，以及共同要俯伏認罪的地方。這種
歷史表述的重要性，乃是群體對自我的理解，是自我身
分的確認，是群體／自己跟上帝關係的認知，從而思索
該如何生活，回應呼召和實踐使命！毫無疑問，這是一
個認信的過程，至於所敘述的歷史是否真實並不是最重
要，因為重述歷史並不是在講說古人／先祖的偉大事
蹟，而是切切實實地是群體／自己當下親身參與該事
件，若沒有這個承認，那事件便與群體／自己毫無關
係。而歷史的詩篇正正有著完整猶太民族的歷史故事，
其中較短的如135篇及136篇，較長的有119篇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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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餘還有105篇及106篇等等。
同樣地，我們現今的崇拜也是從重述歷史、理解
自身身分和認識上帝開始。李牧師指出，當信仰群體
一起崇拜時，其目的與結果都是相同的，群體會彼此
見證、講述及提醒：「我們是誰？」——我們是犯了
罪、但蒙恩典、繼續不斷犯罪、但又不斷在上帝恩典當
中，得到上帝恩寵照顧；最後在同一個地方結束：重新
“奉獻”，無論是實際上的金錢奉獻，還是藉決志或立
願，象徵把自己的生命擺上，重新把自己奉獻，為使命
服事人群，見證上帝的愛。因此，無論我們如何編排崇
拜程序，總離不開第一“認罪（與赦罪）”、第二“讚
美”、第三“聽上帝道的臨在”、第四“奉獻”這四個
重要部份。

認識詩篇
過往傳統的說法，整部詩篇都是由大衛所寫。
然而，不少詩歌內記述的事件、反映的時代背景與傳
統等，皆遠遠超越了大衛在世的年月。至1950-60年
代起，在學術界批判性研究裡，把整卷詩篇的完成日
期，推後到第二聖殿時期，即猶太民族在被擄後回歸重
建聖殿時期。李牧師指出，基本上很多詩篇都不是大衛
所寫，其中內容有關大衛的「大衛的詩」共有72篇，
但都不能肯定是否出自大衛，推斷應該由很多人寫作
而成；而整部詩篇共有150首詩，是經歷了長時間不斷
搜集不同詩章而成的總集，並非以一部完整書卷形式

寫成的。
整部詩篇被分為五個部份，詩
1-41篇為【詩篇卷一】，詩42-72篇為【詩篇卷二】，
詩73-89篇為【詩篇卷三】，詩90-106篇為【詩篇卷
四】，最後是【詩篇卷五】，由詩107-150篇。詩篇有
一個總名稱叫“Tehillim”，即「讚美之詩」，五部份詩
篇皆以讚美作結束（參詩41篇、72篇、89篇、106篇
及150篇）。
詩篇的內容是多樣性的，其中包括君王的詩、上行
詩、流離詩、金詩、祈禱詩、哀傷的詩等，這些標題都
是後來加上的，目的是要告訴我們有關這些詩歌可能有
的背景，但事實上已不能考證。然而有一點是清楚的，
無論是在所羅門建聖殿時期、第二聖殿時期、還是任何
不同的一個歷史階段或場所，詩篇都是用於崇拜的。另
外，詩篇中亦有分個人的詩和集體的詩，在歷代中不但
為個人崇拜、宗教生活或祈禱所用，亦有集體所用的詩
歌，其中分野並非絕對，好些個人詩可能是君王代表著
整個群體主持崇拜時用的。
詩篇作為崇拜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就是講述故事
（story telling），通過祭司的宣讀、或由詩班詠唱，或透
過宗教式的戲劇或動作（cultic act/drama）來重演詩中的
故事。好些詩內包含了對答式的內容，由參與崇拜者發
出問題，然後由祭司回答（如詩24:1-10）；若答/問的
其中一方是上帝（如詩50:1-7），會由崇拜中祭祀的先
知代表上帝說話。所謂先知，並非擁有未卜先知的特殊
能力，實際上他們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的僕人，被
差派宣講上帝的話；他們對公平和公義之事要敏感，敢
於批判政權與社會不公，還會在崇拜中為人民向上帝代
求。李牧師在此處特別提醒我們要留心，在揀選詩篇作
崇拜啟應經文時，不要選那些上帝說話的部份要會眾宣
讀，因會眾不應代表上帝說話，會眾是被說話的對象。

不同傳統對詩篇的應用
在猶太傳統裡，日常生活中頌讀詩篇是很重要的，
譬如為病榻中的病人祈求醫治（常用如詩6、9、13、
22、23、28、30篇等），或為大病初癒的人讀感恩詩
（如詩9、21、57、95、116、138篇等）。他們還有

每日一詩的傳統，即每日在會堂崇拜祈禱後以及每日禱
告聚會上，必定會頌讀的詩（星期日為詩24篇，星期
一為詩48篇，星期二為詩82篇，星期三為詩94全篇及
詩95:1-5，星期四為詩81篇，星期五為詩93篇，星期
六為詩92篇）。猶太人似乎特別喜歡詩6、30、130及
145-150篇，這些詩在很多場合都會被使用。至於哀傷
時會讀詩27篇，特別日子如月朔和月望（即月圓及月
缺之時）會讀創造之詩（詩104篇）。每一次安息日之
前的星期五晚上，就有六日創造之詩，以詩95、96、
97、98、99及29篇共六首詩，表達上帝六天的創造。
在改革宗教會裡，蘇格蘭長老宗傳統在每一次崇拜
中都會唱一次詩篇，他們有一部《詩篇集》，150首詩
都可以詠唱。據李牧師所知，過往部份改革宗教會每主
日崇拜都會讀一首詩，但時至今日，不少教會已逐漸去
掉這個傳統。

如何在崇拜中應用詩篇
在演講的過程中，李牧師提到教會可嘗試多用讀經
日程表，按日程表的編排，每一天必定有舊約聖經、書
信及福音書各一段，當中包括詩篇。讀經日程表以三年
為一個循環，三年下來便能讀完整部聖經。多用讀經日
程表不但可讓會眾多讀數段聖經，崇拜講員亦須認真去
處理當天的經課。李牧師指出，有時候牧者多會選擇自
己較熟悉或喜愛的經文作講道經文，久而久之便會忽略
其他不熟悉的，甚至再沒怎樣閱讀、處理或講道；然而
若跟著讀經日程表的編排，所有經文無論喜歡與否都必
定要認真處理。
最後，在談到教會可如何在崇拜中應用詩篇，李
牧師表示，他曾參與過數次現代敬拜讚美模式的崇拜，
他發現其中揀選的詩歌很有限制，只不斷重複簡單詞
句，內容過份淺易，內裡的神學非常枯燥，甚至不少是
違反聖經思想和神學的。李牧師一方面遺憾於過往教會
所用的詩集詩歌，雖然內容豐富又有感召力，卻全被這
類敬拜讚美詩歌所取代；另一方面，對採用敬拜讚美的
教會，他寄語牧者應多些參與和指導崇拜揀選詩歌的工
作，不好任由一、兩位熱心的年青人自行決定整個崇拜
的主旨、主調、氣氛和神學。其中一個入手點，李牧師
建議可藉重新發掘詩篇的豐富，在不同場合中多使用詩
篇，如按讀經日程表的編排，在節期時續年選讀其中一
篇詩篇，如聖誕節可用詩96、97或98篇，大齋節可用
詩6、91或130篇，受難日一定是詩22篇等。藉多唱多
讀這些詩，甚至作為講道的經文，或在每一次崇拜中，
揀選一首與講道經文配合或有關連的詩篇來頌讀，長遠
來說對會眾都有幫助。
編註：文章未經講員審閱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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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堂暑期活動一覽表
堂會名稱
區會

灣仔堂

公理堂禮頓道堂

全完堂

青衣全完堂

屯門堂

富善佈道所

長洲堂

基灣堂

主題／性質
1. 回歸曠野七月活動

日期
1-2/7

地點

對象／備註

馬鞍山昂平

想認識香港大自然之
人士

2. 「家庭顯神恩」暑期聖經課程 6/7-10/8
（逢週五）

望覺堂副堂

本會各堂會友

3. 二級山藝訓練證書課程

8-9月

聖光堂及山藝實習地點

16歲或以上人士

1. 青年使命大會2012Fire Up

16-19/7

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

中學至大專生

2. KK小子訓練營

23-27/7

灣仔堂

P3-P6

3. 夏日水舞間

29/7

灣仔堂

0-6歲

4. Bravo青年福音音樂營

15-17/8

YWCA梁紹榮渡假村

中學生

1. 「飛躍彩虹橋」幼兒暑期聖經 14/7-11/8
班
（逢週六）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升K2至升小一兒童
幼兒中心

2. 親子運動班

14/7-25/8
（逢週六）

公理堂培育中心

家長及其K1-K3子女

3. 柬埔寨短宣——青少年團

17-22/7

柬埔寨

16歲或以上青少年

4. 「彩虹樂繽紛」兒童暑期聖經 23-28/7
及音樂週

公理堂培育中心

升小二至小六兒童

5. 柬埔寨親子——家庭考察團

24-27/7

柬埔寨

教友家庭
（8歲以上子女）

1. 約書亞團契生活營

13-15/7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職青

2. 大衛團契暑期生活營

27-28/7

上水展能運動村

大衛團契
（小六至中三）

3. 4C Camp

6-9/8

亞洲國際博覽館

中學至大專

4. 約拿單團契生活營

10-12/8

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

高中至大專

1. 週六團契Summer Camp

10-12/8

大嶼山梅窩

初中生

2. 約瑟小組Summer Camp

11-13/8

大嶼山梅窩

高中生

3. 中一新生營

27-29/8

西貢北潭涌渡假營

中一學生

1. 精兵訓練

24/6-26/8

屯門堂

已信主之應屆高考及
文憑學生

2. 星期TEEN令會

14-16/7

長洲救世軍白普理營

青少年

3. 青少年佈道會

25/8

待定

未信主人士

1. 全堂性營會

1-2/7

洞梓童軍中心

全教會

2. 青少年營會

15-17/8

黃宜洲青年營

中學生至大專生

3. 音樂分享會

26/8

富亨社區會堂

全教會

1. 雲南暑期英文夏令營暨生命教 15-23/7
育之旅

雲南瑞麗市

青少年及職青

2. 青年使命大會2012 Fire Up

16-19/7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利樹培堂 中學至大專生

3. 廣州交流營

28-29/7

廣州基督教東山堂

大專及職員

4. 姊妹團契退修會

3-4/8

上水道風山雲水堂

姊妹

5. 籃球團契營會

12-14/8

烏溪沙青年新村

中學生

6. 以撒團契營會

16-17/8

長洲愛暉營

小三至小六學生

7. 馬太團契營會

19-21/8

南山郊野公園

中學生

1. 獵「頭」行動挑戰日

7-8月
（逢週六下午）

基灣堂

小一至小六

2. 划龍舟興趣班

7-8月
（主日下午）

柴灣貨起卸區

各屆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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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名稱

主題／性質

日期

地點

對象／備註

3. 中學生暑期活動

7-8月
（逢週六下午）

基灣堂

中一至中七

4. 青年使命大會2012Fire Up

16-19/7

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

中學至大專生

5. 出色少年在基灣——獵「頭」 20-22/7
行動訓練營

長洲救世軍白普理

小三至小六

海南堂

福音營

29-30/7

鯉魚門渡假村

中學生

合一堂九龍堂

1. L.I.G.H.T.青少年敬拜會

7/7, 4/8

九龍真光中學

高中至大專

2. 「屬靈的ibond」青少年培靈
會

14/7

合一堂九龍堂

高中至職青

3. 「合一童齡奧運會」假期聖經 18-21/7
班

合一堂九龍堂

幼稚園高班至小五

4. 「向貧窮人傳福音」暑期福音 22-29/7
營

合一堂學校

合一堂學校、大澳小
學五、六年級學生；
合一堂九龍堂中學至
大專青少年

5. 基順佈道會

5/8

基順學校

學生、家長、校友及
街坊

6. 馬提亞團契夏令會

15-18/8

薄扶林傷健營

高小至初中

7. 少青夏令會

24-27/8

靈基營

高中至大專

1. 小五福音營

18-20/7

粉嶺浸會園

小五學生

2. 青年福音營

16-18/8

白沙灣童軍水上活動中心

中四以上年青人

1. 青少年暑期密集體驗式訓練

6-7月

香港、澳門

中六、中七學生

2. 「夏日喜羊羊2012」暑期聖
經班（小學級）

16-27/7

基法小學、梁發堂

小一至小四學生

3. 「地球小管家」暑期聖經班
（幼稚園級）

18-22/7

基法幼稚園、梁發堂

幼稚園學生

4. 「WHATSCamp」在學團契聯 6-7/8
合夏令會

烏溪沙青年新村

中學至大專學生

5. 蒙民偉書院學生福音營

保良局大棠度假村

初中學生

6. 蒙民偉書院學生團契職員訓練 23-24/8
營

烏溪沙青年新村

高中學生

1. 英語趣趣地Crunchy English

21/7, 28/7,
4/8, 11/8

基道堂第三堂

升小一至小三的小朋
友及其家長

2. 親子旅行

1/8

赤柱

小朋友及其家長

1. 學生福音營

28-30/6

長洲白普理

中學生

2. 四川短宣

25-30/7

四川綿竹

會友

3. 手鈴隊生活營

6-7/8

大嶼山衛理園

中學生

1. 青少年聯合夏令營Lights to
meet You

14-16/7

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4個青年團契之團友

2. 84屆港九培靈研經會（轉播） 1-10/8

合一堂馬鞍山堂

任何人士

1. 恩樂牧區成長營

30/7-1/8

西貢香港小童群益會白普理 中三學生
營

2. MI歷奇營

4-7/8

明愛小塘營

中一學生

3. Explorer歷奇營

11-14/8

明愛小塘營

中二學生

龍門堂

伴你高Faith夏令營

18-20/8

青年會黃宜洲青年營

中一至大專生

基華堂

夏令營

14-15/7

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高少至初中學生

基真堂
梁發紀念禮拜堂

基道堂第三堂

廣福堂

合一堂馬鞍山堂

協和堂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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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會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
本會宣教師關顧小組定於九月廿五
至廿七日舉辦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地
點為上水聖保祿樂靜院，主題為「宣教
的藝術˙藝術的宣教」，由香港方濟會
伍維烈修士擔任導師，費用每位$600，
查詢可致電區會23971022鄭萍女士。

本會舉辦第二屆加爾文神學研習小組
本會宣教師關顧小組定於十月八日
至十二月三日（逢星期一上午，十一月
十九日暫停一次），假基真堂舉行第二
屆加爾文神學研習小組，由鄧達榮牧師
擔任講員，對象及名額為20名本會宣教
師，費用每位$96（代購“Calvin”一
書），查詢可致電區會23971022鄭萍女
士。

本會出席世界傳道會代表大會
總幹事偕同副總幹事、金少雲宣教
師、黃成榮執委及陳建誼姊妹，已於六
月十六至二十四日前赴美屬薩摩亞出席
世界傳道會代表大會，副總幹事於大會
中，當選為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六年議會
成員（Council Member）之一，另選任
為東亞區義務書記。

堂

會

全完堂許開明牧師新作出版
全完堂主任牧師許開明牧師第十三
本著作《祝福滿滿》已經出版，該書收
集了許牧師約三十篇以「祝福」為主題
的講章，並載有「歸正宗的講道傳統、
講道神學與講道職事」、「本土華人教
牧的講道法」及「耶穌講道法」等專
文，適合教牧同工或學校基督徒老師作
主日講道或週會短講參考之用。該書由
基督教卓越使團
出版，原價每本
$85，現優惠價
每本$75（包括
本地郵費），查
詢或購買可致電
23873889何小
姐。
聲．2011年1/2月
12 滙 聲．2012年7/8月

義賣雲潾牧師著作送四幅字畫
海南堂榮譽顧問雲潾牧師四部著
作：《家庭工作手冊》（$40）、《主恩
在愚人身上顯大：雲潾牧師蒙恩見證》
（$30）、《應變》（$30）、《從信仰到
指望》（$30），歡迎致電海南堂預約購
買，如購買全套（特價$120一套）將
獲贈該堂四幅字畫（王明道先生處世格
言、家訓、謝飯歌及安眠歌），先購先
得，派完即止，所有售書收入雲牧師全
數奉獻給海南堂擴堂之用。訂購日期及
時間：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星期
一至五辦公時間，電話：23376260。

合一堂退休同工施水蓮姑娘主懷安息
合一堂退休同工施水蓮姑娘已於六
月六日晚上息勞歸主，定於七月十日
（星期二）晚上於紅磡世界殯儀館設靈
守夜，七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正舉行安息禮拜，隨後移柩鑽石山火葬
場火化，願主安慰其親屬。施姑娘自
一九六六年起任合一堂香港堂宣教師，
畢生忠心服事教會，至一九九七年榮休。

元朗堂鍾婉芬宣教師丁父憂
元朗堂鍾婉芬宣教師之父親鍾文基
弟兄，日前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已於六
月二十六日（星期二）晚上在紅磡世界
殯儀館舉行，翌日出殯；願主安慰鍾宣
教師及其家人。

各堂人事動態
新任同工消息：基愛堂自六月十八
日起，聘請何敬賢先生為該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消息：國語堂王玲宣教師，已
於四月三十日起離職；合一堂北角堂陳
鳳娟宣教師，已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起離職。

沙田堂誠聘助理會計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誠聘助理
會計（Assistant accountant）
一名，須高中畢業，高考中英數
合格，持有LCCI會計高級或以
上證書，五年或以上處理公司全
盤會計賬目經驗（包括各部門之
財務數賬），有內部審計／財務
審核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熟悉
會計軟件或系統、中英文打字、
電腦和入數等等，有良好的溝通
技巧，協助教會一般事務並需週
六、日上班。若有弟兄姊妹有意
參與這事奉，請將履歷寄新界沙
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
1605室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或
交佘牧師收。（申請人資料只作
招聘用）

香港志道堂誠聘
宣教師或福音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志道堂誠聘
宣 教 師 或 福 音 幹 事 ：（ 1 ）宣 教
師— 須神學學士銜，牧養青
年、婦女，熱誠主動，具合一團
隊精神。（2）福音幹事— 主動
有神學訓練為佳，協助傳道牧
養。
有意請附履歷寄九龍佐敦德興街
12號興富中心801室中華基督教
會香港志道堂收。（申請人資料
只作招聘用）

全完堂聘請宣教師

學

校

方潤華小學舉行惜別感恩崇拜
方潤華小學已於六月二十八日舉行
惜別感恩崇拜。該校自一九九三年創校
至今，於天水圍區提供教育服務共十九
年，該校由本年九月一日起結束，完成
歷史任務。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誠聘宣教
師，須神學畢業，牧養90人教
會。負責青少年及中學學生福音
工作，青衣區事奉。請寄履歷新
界荃灣大屋街2-4號中華基督教
會全完堂。請於信封面註明申請
青衣全完堂及聘位名稱。（申請
人資料只作招聘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