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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人泛起一片仇視內地人的情緒，除了較早
前的醫院因大量“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引致分娩床位嚴重不
足，這數月，因內地家長對嬰兒奶粉需求甚殷，爭相來港搜
羅，加上大量“水貨客”乘機搶購謀利，導致在港出售的嬰
兒奶粉一時間嚴重缺貨，令不少港人父母要為奶粉到處頻
撲，使這已經種下的仇視氣氛和地域矛盾繼續蔓延。
以上的各種事件，其實都有複雜的因素在其中，不能把責任全歸咎於內地
人。除了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內地人的購買力增強，渴求更好的物質享受，以
致乘地利經常來港購物外；還有從商之人的銷售手法與態度有關，當中更有害群
之馬，一批為求私利的“水貨客”和“中介人”用不當手段從事買賣，導致供求
失衡，對市場秩序造成衝擊；以及特區政府對香港在開放“自由行〞下，社會能
否有足夠的“承受力”，有沒有考慮對應措施等。
香港人，豈能因這些不快事件，一律不歡迎內地人呢？設身而處，倘若有一
天，當大家聽到有亞洲或歐美的國家，因港人在當地“豪食豪買”及有部份港人
“走水貨”，全被列作不受歡迎，感受又會如何？當我們作客他方，一定期望從
入境那一刻開始，感受到被殷切款待。好客精神，善待外人，是人類要珍惜的一
個文明傳統。
事實上，人類從沒有停止過遷徙，每個民族每個家庭都可能有離鄉作客、定
居他方的經歷。不少香港人家庭，有成員是從前遷入此地的，也有家人移民外國
的；既然作客旅時期望被人接待，今日豈不也當以好客之心接待那些外來客旅？
從舊約到新約，聖經的教導是要善待客旅。當然這是與以色列人從亞伯拉罕
起的客旅身分和客旅經驗有關。以色列人先後在迦南和埃及寄居，再被擄外邦，
多次經歷寄人籬下的苦況；到了新約，信徒群體又因信仰被逼四散，同樣有遷徙
流離的切身經歷。
昔日的客旅，多指那些漂流外地的異鄉人，他們不受重視、缺乏保障、無
權無勢，常遭當地人排擠。為此，上帝吩咐祂的子民，要善待寄居的和客旅（出
二十10；廿三9）。到了新約，耶穌基督把自己等同那些流浪在外的小子，又
讚許願意款待異鄉客的人，祂吩咐門徒要關顧社會中被忽略的群體（太廿五3440）。
盼望香港基督徒先從自己開始，摒棄各種排外心態，能以愛心款待外來者，
關顧那些離鄉背井的異鄉人，因為這不單是主耶穌的吩咐，更是代表基督徒迎接
基督臨到我們中間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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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 語
雋

「我們各人都應認定，我們的工作，是
神要世上為我們設備的，我們極應盡忠
於神，有如盡忠於我們的家庭，及我們
的顧主或同事，有如盡忠於我們生活所
在的社會環境—社會和國家。」
—潘頓：〈時間的受託〉
（會訊 23 期，195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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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吳碧珊牧師
本會副總幹事

相信我們每天在路上、乘搭交
通工具或在餐廳用膳的時候，不難看到
人們不停地在使用著自己的手機。原本手機
的功能是通電話，讓人可以與外界保持聯繫，如
今的高智能手機不僅能通電話，還能發揮電腦的功
能，如上網，玩網絡遊戲和看網絡視頻等，故無論
身處何地方，仍可看電視劇集、看電影、讀新聞、
聽歌，玩遊戲自娛，更而使用 whatsapp 或 facebook
等，隨時隨地與不同群組朋友作出交流，分享資訊。
手機確實越來越「智慧」，越來越好「玩」，它開始
佔據甚至侵佔我們越來越多時間，差不多成為每個香
港人生活的一大部份。
我們曾否反思，為何我們會機不能離手？究竟我
門是否真箇如此珍惜時光，迫切地需要用手機來充塞
每分每秒，還是我們……？我們有否想過，我們看似
是在使用手機，其實卻是被手機牽引著而不能自拔，
甚而是被奴役著呢？在不自覺中成為病態，其中更影
響著我們的正常生活。

的呢？一手持機、一手舉筷、一口
進食，兩眼定晴，費盡心思，如何過關，
如此景象是否常見？
智能手機的出現，確實為繁忙的現代人帶來很多
方便和娛樂。能擊破富挑戰性的遊戲，可以過關，確
實帶來滿足，舒緩緊張的生活壓力。然而我們亦發
現，這玩物容易將人陷在或只滿足在與自己相近、相
交的群組或興趣內；而相對地，卻會減弱人們衝破既
定圈子的的動力，忘卻周邊不同事物或人士的需要，
間接將自己的人際網絡狹窄起來，未懂與更多不同經
驗、背景的人士溝通接觸。

曾有一段媒體報導：一家人有老有少的，難得相
約一起到酒樓吃飯，飯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孫兒孫女聊
聊天，但眼前的親人，從年青到年幼的孩子們卻個個
抱著手機玩，老人受到冷落後，一怒之下將飯桌上自
己的杯碗摔到地上，憤而離席。

過度使用智能手機，甚至損害健康，因為身體會
產生一種壓力荷爾蒙，導致失眠、緊張、情緒低落，
嚴重時更會引發精神病，同時亦會出現眼晴乾澀、頸
梗膊痛、肌肉疲勞、雙臂及手指疼痛、頭暈等徵狀。
我們更需慎防被製造產品的廠商透過廣告行銷手法，
對消費大眾傳遞非買不可、不買落伍，以及種種換機
「藉口」，被灌輸隨時都要擁有一款最新型號的手
機，就是人生樂事等信息。這類被製造商創造出來的
虛假需求（慾望）能綑綁人心，使人落入不斷追逐新
產品的無底深淵而無法自拔；更確切地說，人們是不
自覺地被傳遞的虛假價值觀和這等流行時尚所綑綁。

其實這現象呈現了甚麼呢？或許席上年青一輩的
正透過whatsapp和facebook跟朋友聊得興高采烈，
結果卻忽略了眼前的爺爺，忘記了老人也非常希望可
以跟他們談天說地。有說現刻的手機能縮短人們時空
與地域的距離分隔，增強人們的溝通，但這又是否真

要明智地使用資訊科技產品，不要讓這些產品影
響我們身心的健康。當我們肯定手機為我們的生活帶
來方便的同時，也務要留意周邊事物，避免過度沉
迷，更不要成為手機的奴隸，被它支配了日常生活，
致縮減人際溝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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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港人港事

李信堅牧師
合一堂馬鞍山堂

教會可以實施

「健康工時」
在二月十七日的《時代論
壇》首頁，以大字標題「標準工
時的量變與質變」為題，並訪問
了兩位都屬於本會的基督教界人
士。他們分別是香港基督教協進
會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和香港專業
人才服務機構執行董事袁海柏執
事，均表達了他們對「標準工
時」的意見。其中袁海柏執事提
出了「健康工時」的意念，他指
出我們計算「工時」時，其重點
不是「上、下班」的時間，而是
合理的工作質量，盼望藉此將人
從工作的勞役中釋放。他並期望
在教會及基督教機構中推動有關
構思。雖然他沒有進一步闡釋何
謂「健康工時」，但相信是看重
「工作」的表現而非「工時」的
長短。
在教會或基督教機構工作的
同工，大多數信徒都以「事奉
者」來看待他們，因此無論是在
那一個工作崗位的工作人員，似
乎都有一種被視為應當有「投
入、委身」的心志，所以對他
們的要求，似乎是比在一般商
業機構工作的人都要高，即假設
他們理應不怕辛勞，願意隨時超
時加班，甘心樂意接受低薪報酬
的工作，而且不會隨便談到「薪
酬福利」，否則便是輕看了自己
的事奉，也有失作為基督徒事奉
者的見證。特別對「教牧同工」
來說，更不能隨便談到爭取「合
理工時」或「合理薪酬」的事
情，否則便會被視為「與世界為

伍」、「貪愛世界，不肯事奉」
了，但這是合理嗎？
在教會討論到教牧同工的工
作時間時，經常會遇到一個相
當多的反應是：教牧同工是全時
間委身的事奉者，不是理當不計
較工作時間，會全心全意作好
事奉的嗎？所以不可斤斤計較的
用「朝九晚五」或「每週節數」
來計算工作的時數，只要盡心事
奉，上帝必有回報。
我不知道在我們區會內的堂
會中，是否仍有信徒領袖存有
這種思想，其實他們看重教牧同
工委身事奉的心志，是值得欣賞
的，但是他們卻可能忽略了教牧
同工也是人，也需要有一定的作
息時間，才能有更好的事奉。
合一堂於本年一月份的堂代
表會，通過了一份名為「合一堂
同工工作時間的執行指引」，當
中清楚列明了在教會不同工作崗
位的同工，規定了他們每週的工
作時數，基本上是工友為每週不
少於五十四小時（包括六小時用
膳時間），而幹事及教牧同工均
為不少於四十四小時（包括五小
時用膳時間），並且清楚說明了
有關年假、例假、補假等的指
引，我相信對於合一堂來說，實
在是一大進步的做法。

我相信合一堂這一個「指
引」的精神，正好符合了袁海柏
執事所倡議的「健康工時」的精
神，要為各同工、特別是教牧同
工提供一個「健康工時」的作息
時間，因為教牧同工留在「辦公
室」內工作的時數，極可能是每
天不同的，但有了這一個「工作
時數」的指引，各同工便可按當
週的工作需要而調節自己的「上
班時間」，但卻能做到對教友的
「牧養關顧」，這便是一個最好
的「工作時數」。而實際上為了
做好「牧養關顧」的緣故，同工
亦不會只限於「辦公室」的工作
時數，他們每週工作時數肯定是
「不少於四十四小時」的。
當然，如何落實這「指
引」，使能對同工的作息有更好
的幫助，也不會引致信徒們的誤
解，這仍需要一段時間去安排和
適應，好使我們能實踐「健康工
時」的精神了！
願意當我們能切實的執行
「健康工時」的做法時，不單讓
同工可以專心及健康的事奉，更
會為社會樹立一個榜樣，好叫所
有「老闆」都能看重工作人員當
有健康的「作息時間」，從而建
立一個健康的社會。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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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遠耀牧師

特稿

望覺堂

體驗本會精神的
創會九十五周年培靈會
在去年的信徒培育部之內，忽發奇想，是否可在本年記
念創會九十五周年的日子，以信徒培育為目標，舉辦可讓較
多信徒參與的活動？經過在信徒培育部內的討論，又得到有
信徒和同工的支持，一起構思及籌備這次培靈會。
提議舉行培靈會，一是認為培靈會可以讓較多信徒參
與，二是認為籌備的工夫較少。但自去年開始籌備以來，各
種原先沒想到的情況卻接踵而來，需要著手處理。除了構思
培靈會的主題信息外，我們能否在各項安排上，體驗本會的
精神呢？
例如在邀請講員的安排上，本會不乏具靈命、學養和
講道恩賜的同工，但我們只計劃舉辦三晚的培靈聚會，我們
又可以怎樣作出安排呢？是以年資編排？或以學
歷編排？還是以事奉堂會的規模作編排？經過討
論，我們決定先定出一些條件，而這些條件，應
與本會的精神相符。
我們議定了的第一項條件，是講員應包括有
一位別會牧者。因為我們作為合一教會，我們不
單在創會時，以廣闊的胸襟，讓來自不同傳統的
教會，一起組成中華基督教會。雖然時移世易，
當時的處境與今天不盡相同，但我們仍然相信，
主裡合一，是主耶穌的吩咐，也是本會的追求。
況且，別會牧者的教導，能有他山之石的效果。
第二項條件，是最少一晚的培靈會講員，
應由女性擔任。本會強調男女平等，而且香港區
會可說是香港教會中，最早按立女性為牧師的教
會。不單牧職如此，每年本會的周年代表大會，
在年選的執行委員選舉上，男女界別的選舉，兩
性都是均等。故此，在培靈會的講員安排上，應
讓女同工擔任一定角色，是符合本會一貫的精
神，也是普世教會共同的價值。
第三項條件，是應有一位中青年牧者擔任講
員。本會不單強調男女平等，也重視未來人材的
培育。過去的區青，包括區少夏令營、青年事奉
促進會、青年領袖發展計劃等的參與者，都反映
本會重視培育下一代的精神。如上所提及本會每
年的周年代表大會，在年選的執行委員選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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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男女界別之外，亦尚有青年界別。讓中青年牧者擔任講
員，實與本會的作風一致。
籌委們構思以上的條件後，諮詢過常務委員會意見，亦
得到信徒培育部的認同，最後經過審慎考慮及聯絡，得到本
會李清詞牧師和馬慧儀牧師，並有香港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
答允，將分別於本年五月三日至五日（禮拜五至日），在每
晚晚上八時，為是次以「我愛我主教會」為主題的培靈會，
擔任講員。
深盼這次以區會精神來安排的培靈會，透過不同的講
員，藉主道來培育區會信徒的靈性，攜手前行。

特稿

李淑儀宣教師
本會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足印計劃召集人

“足印”體驗日點滴
三月二日（星期六）來自堂會的青少年、
牧者、學校的老師，與足印計劃的籌委及同工，一行
十七人展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足印體驗旅程。
由區會四樓禮堂開始，參加者戴上足印襟章，手持相
機四處拍攝「有趣之處」，又排著隊與籌委謝莉莉姊妹
參加者於望覺堂聖殿內四周拍照。
（Lily）拍照，希望取得額外五十分的獎勵。從區會後樓
梯推門而出，很快就踏進了協和小學校舍的範圍，再往
前走，就到達長老堂……參加者均體會到學校、區
會和堂會在建築物上的緊密關係。大家一邊走、
一邊看、一邊拍照，從長老堂再出發前往探
訪鄰近的國語堂和望覺堂，十分感謝各堂
會教牧同工的接待，縱然週六是一個繁
忙的日子，他們不單帶領我們參觀堂
會，更分享堂會的歷史與現況，而參
加者亦為教牧同工及堂會禱告，求
告。
眾同工禱
及
主繼續興旺各堂的福音工作。
堂
老
為長
大伙一起
雖然行程簡短，我們卻看到上
主的恩典，一直帶領和祝福區會不同
的堂、校和機構。同樣，盼望透過這
個計劃，可讓更多年輕一代信徒的足
印，踏遍各間堂、校、機構，認識
和見證上主過去對區會的奇妙作為
和厚愛，更能彼此記念和激勵，效
法基督，分享主愛。
於國語堂內來張全體大合照。

活動過後，各參加者
分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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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紓壓及心靈更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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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clinpsy.hkcccc.org

彭曉宏
本會臨床心理學家

再談

思覺失調
前些時候曾在《匯聲》（第657期）介紹過「思覺失調」

的病徵及治療，這次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思覺失調病者所遇
到的問題，並給予需照顧病者的親友一些建議。

個案分享
大部份思覺失調病者在病發初期都不自覺自己患病；提
出需治療要求的，多數是病者的親友，大多因發現病者出現
異常的思想行為。在我輔導過的病者中，有的病者表示自己
的行踪被監視、有的覺得周遭的人都褻笑自己是娼妓、有的
覺得自己的思想被其他人控制（Mind control）；其中我見
過最年幼的病者，是一位發病時只有八歲的女孩，她表示有
一把聲音（其實是幻聽）天天都在指責她，令她的情緒很受
困擾。
上次文章提及，病者需接受藥物治療及心理治療；有部
份病者在接受治療一段日子後，能漸漸認識自己的病情，亦
能夠明白之前有的一些妄想、幻覺等其實是症狀，這些過後
“對病情有理解”（had insight into their illness）的病者，
較一些“對病情無理解”（no insight into their illness）的病
者，有更好的復原能力。
病者對自己的病情“理解”有限這一點，作為病者身邊
的家人親友是十分需要留意的。如果你身邊有患上思覺失調
的病人，以下是一些簡單的建議：

病發初期
1. 明白病徵，減少磨擦： 要 明 白 到 病 者 變 得 脾 氣 差 、
懶、疑神疑鬼，這些都是病徵，即行為怪異、情緒問
題、沒有動力、自理能力差。家人要及早瞭解精神分裂
的症狀，一般症狀會持續多久，要怎樣處理等。這樣家
人對病者及自己的狀況便可以有更多預計及期望。病發
初期，減少衝突，大家都有更和諧的適應期。
2. 勇於面對及早求醫：要讓病人提早服藥及接受心理治
療，切勿自欺欺人，以為病者會自動康復，因延誤求醫
會大大減低復元機會。我曾見過有些家人怕病者會被標
籤而不願接受治療，也有些家人不信醫學，寧願相信是
鬼神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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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心處理幻覺— 病者會經常說出一
些不現實的事：切記“不否定他的感受”不
等於“認同了他的幻覺”，應盡量細心聆聽他
們，之後說：「你聽到有人嘲笑你嗎？這些聲
音很滋擾你⋯⋯令你不舒服，不開心是嗎？你
可以拒絕不理會他嗎？」這比起「都跟你說這
些是幻聽，不存在的，理他幹甚麼」好得多。

在生活上具體的建議
1. 時間表：規律的生活對復康非常重要（定時起床／早餐／
簡單運動／午飯／小睡／活動或與家人聊天／自理／晚飯
／睡覺）
2. 提醒定期吃藥、覆診的記錄
3. 要營造一個安靜的環境（控制客人造訪和慶祝節目）
4. 減低環境的刺激（調低收音機、電視機的音量、減少噪
音、燈光柔和、不看暴力和驚嚇電影等）
5. 提醒自己以正面建議取替批評及挑剔 ，如以「⋯⋯（其他
方面）已做得很好，如果⋯⋯便更好了」取代「你又⋯⋯
你真沒用！」
6. 總括而言，給病者愛心、信任、空間（不要單單關注或常
常提起的只是病情！！！）
7. 不要把病者交給一些不熟悉思覺失調的人照顧，因他們未
必應付得來。如一定要，照顧者最好有醫護常識及社工背
景。

預防自殺及其他突發情況
一般而言，思覺失調病者能抵受壓力的能力較差，家人切
記留意病者的日常生活；另外，家人要留意病者的幻覺（有沒
有叫病者去死），病者有沒有表達想死、病者最近有沒有對前
景感到絕望、有沒有把心愛物件分給／叮囑家人、有沒有具體
尋死計劃 ，如有以上表現，家人要第一時間把事情報告給醫
生及心理學家，必要時入醫院急症室。
如遇病者爆發情緒及暴力問題，家人在必要時可以報警求
助（保持鎮定，到街上報警求助，切記不要說你要去報警，你
有病等剌激性說話），也要掌握社區精神科服務熱線電話。

致：本會各堂主任牧師／堂主任
本會各有關／直屬中學校長
本會各有關／堂會／直屬小學校長
本會各堂會／直屬幼稚園校長

本會對會內堂校面對「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衝擊的回應呼籲
得悉近數個月本會堂、校所處社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趁「瑪雅
末日說」謠言流傳，以不同方式滲入教會，接觸信徒及有意認識基督教信仰人士，借用家庭聚會或小組查經，
傳播不合符正統教會信仰的學說，鼓吹信徒脫離所屬教會，挑起教會內部紛爭。
為此，本會呼籲全體堂、校要留意，是否有教會會籍不明但自稱基督徒人士滲入教會 ，又自行邀約信徒進
行家庭聚會或小組查經，乘機散播其學說。一旦發覺，當即採有效措施，指正謬誤之說，挽回信心軟弱的人。
1
2
3
4
5

對於「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的衝擊，眾堂、校應作以下的安排：
為會友及家長安排講座，認識「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的謬誤學說
加強聖經真理及正統教會信仰的教導
如遇有會友及家長被邀參加「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或教會名稱不明的聚會，應立刻拒絕，並
即時通知教會牧師、宣教師或校牧，尋求協助以助辨別
對曾參加「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的信徒或家長，應多加關懷、輔導和勸導，接納和引領他們
歸回屬靈的家--教會，重新建立他們的信心
如有堂、校遭「全能神教會」（或稱「東方閃電」）成員滲入或騷擾，要儘快聯絡區會，聯手阻截謬誤學說
的散播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總幹事

蘇成溢牧師
2013年1月29日

基灣堂舉行75周年堂慶活動

1

基灣堂為慶祝75周年堂慶，定於三月份在香港筲箕
灣西灣河街63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堂禮堂舉行一連
三場 堂慶培靈會 ，邀得陳恩明牧師擔任講員，並有
筲箕灣浸信會欣頌詩班及香港浸信聯會陽光詩班等
協助獻唱，歡迎各堂兄姊出席。

日期：三月廿一日（週四）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題目： 「信徒聖潔生活的見證」

廣福堂誠聘
校牧事工兼職同工
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誠聘校
牧事工兼職同工，每星期工
作半天，主要負責中學生宗
教課。應徵者請繕履歷寄新
界大埔寶湖道22號中華基督
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內，中
華基督教會廣福堂-人事小組
收。（資料只供招聘用）

香港閩南堂誠聘教牧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誠
聘一名富有毅力、創意、及
可獨立處理堂務之全職牧師
或宣教師，專責發展本堂香
港仔堂事工。有意者，請將
履歷郵寄香港跑馬地山村道
9號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
長執會主席收。（申請人資
料只作招聘用）

（續第8頁繫連妙結）
方潤華中學於《聖經．新普及譯本》廣播劇比賽2012中奪冠

日期：三月廿二日（週五）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題目： 「教會服事社群的使命」
日期：三月廿三日（週六）
時間：下午五時正
題目： 「２１世紀飛躍信心之旅」
對象：青少年

2

基灣堂定於三月廿四日（主日）上午十一時，於基灣
堂禮堂舉行 七十五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邀請中華
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翁傳鏗牧師宣道，
歡迎兄姊出席，同頌主恩。

方潤華中學七位中四至中五同學，包括趙倬麟、孫梓富、
鄧 霆 崑 、 談 致 聰 、 劉 建 鵬 、 楊 子 琪 及 黃 潔 宜 ， 在 校 園 電 視台
黃 學 文 老 師 的 帶 領 下 ， 於 去 年 十 二 月 由 漢 語 聖 經 協 會 舉 辦之
「《聖經．新普及譯本》廣播劇比賽2012」中獲奪冠軍殊榮。

基華小學舉行黎妙屏校長追思會
本會退休校長黎妙屏校長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溫哥華主懷安息；黎校長為基華小學（前基華小學上午校）
創校校長，服務該校至一九七七年榮休，其後移居溫哥華。基
華 小 學 為 悼 念 黎 校 長 ， 定 於 三 月 三 十 日 （ 星 期 六 ） 下 午 三時
正，於校內舉行「黎妙屏校長追思會」，歡迎各屆人士出席，
共致追思。
資料更正
因手文之誤，第665/666期《匯聲》頁8〈二零一二年本會
大事紀要〉內，於二月履新之彭潔茵校長，實為基法幼稚園
校長，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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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二零一三年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
拜
本年度本會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
拜定於受苦節前夕，即三月二十八日（星期
四）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望覺堂舉行，本年度
主題為「看哪，上帝的羔羊」，由總幹事蘇
成溢牧師證道，敬請本會牧師、宣教師、各
堂執事、長老及堂委、執行委員會委員、各
中小學、幼稚園校長、老師及各堂同道兄姊
踴躍出席，藉同守基督所設聖筵，紀念救主
宏恩；是次崇拜禮文蒙本會資深牧長郭乃弘
牧師撰寫。

本會舉辦柬埔寨金邊短宣體驗團2013
福音事工部定於五月二十三至二十九
日（共七天）舉辦柬埔寨金邊短宣體驗團
2013，將關懷探訪當地家庭、孤兒、殘障人
士等，並協助當地教會舉辦活動，歡迎本會
同工及信徒參加，費用每人港幣5,800。

本年度校牧課程
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定於五月開
辦本年度校牧課程（選修科），共有三個主
題，包括「如何起動校牧事工？」（16/5
上 午 ） 、「 如 何 面 對 學 生 的 家 庭 問 題 ？ 」
（16/5下午）及「偷得浮生半日靈修」
（23/5下午），三月二十五日截止報名，查
詢請致電23971022李恩德宣教師。

本年度聖道職事工作坊
神學牧職部定於四月二、十、十七及
二十四日上午，舉辦一連四講之聖道職事工
作坊，講員包括李熾昌牧師、馬慧儀牧師、
翁傳鏗牧師及鄧達強牧師，歡迎準備接受按
立或差遣之本會教牧同工參加。

聖光堂主任牧師周寶熙牧師獲社會福利
署頒發2011年義工服務金獎。屯門堂馮壽松
執事獲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院士銜，有關
頒授典禮定於三月舉行。

人事動態
事工部助理執行幹事（短期合約性質）
李恩德宣教師，自三月一日起轉任全職同
工；學校支援服務社工李筱瓔女士已離職。

前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巴治安醫生主懷安息
前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巴治安醫生（Dr.
E.H. Paterson）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二日
在英國息勞歸主。巴治安醫生在一九二零年
生於中國，父親是一位傳教士醫生，其幼年
至小學階段皆在中國度過，一九三一年回倫
敦唸中學，其後進入醫學院習醫，一九四八
年取得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資格，同年
以倫敦傳道會醫務傳教士的身分重返中國，
一九五一年來港，投身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
醫院服務，並繼續與倫敦傳道會保持密切聯
繫。巴治安醫生曾任那打素醫院院長，亦為
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創院院長，任職以來，一
直倡導「開放醫院」的觀念，為香港開創了
社康護理的服務，影響深遠，成就傑出。他
於一九七八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翌年獲頒
OBE勳銜，一九八四年更獲香港大學頒授社
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至一九八九年榮休。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及基
督教聯合醫院已於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假合一
堂香港堂，聯合舉行了「生命的禮讚——巴
治安醫生伉儷」，以悼念巴治安醫生伉儷；
巴治安醫生夫人黎愛德女士（Mrs. Barbara
Paterson）已於去年五月主懷安息。

堂

會

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辦「家Fun Day2013」
嘉年華

神學牧職部定於三月十九至二十一日，
假上水聖保祿樂靜院舉行「2013年大齋期牧
師靜修營」，邀請了聖保祿樂靜院屈修女擔
任靈修導師；查詢請致電23971022吳碧珊
牧師。

梁發紀念禮拜堂定於三月三十一日（基
督復活主日）下午二時，聯同蒙民偉書院、
基法小學及基法幼稚園，於堂內舉辦「家
Fun Day2013」嘉年華，內容包括攤位遊
戲、福音魔術、才藝表演、美食天地、中醫
講座（義診）及免費健康檢查等，查詢、索
取入場券或登記免費健康檢查，可於辦公時
間致電23895157。

本會舉行「2013足印第一步體驗日」

公理堂舉行新聖堂及大樓落成奉獻感恩崇拜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已於三月二日下午
舉行「2013足印第一步」體驗日，讓眾同工
及各堂青年親身嘗試經驗「足印計劃」的遊
戲方式，活動共17人參與。

公理堂定於三月三十一日（基督復活
日）下午三時，於禮頓道堂舉行新聖堂及大
樓落成奉獻感恩崇拜，由區會總幹事蘇成溢
牧師證道。

第五十三卷《匯聲》合訂本已製作完成

長沙灣基道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第五十三卷《匯聲》合訂本（1-2/201212/2012，第653/654-664期）已經製作完
成，歡迎各堂校同工同道親臨本辦事處免費
索取，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長沙灣基道堂已於三月三日（主日）假
銘賢書院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湯偉強
弟兄為執事聖職。

本會舉辦大齋期牧師靜修營

喜訊
本會教育心理學家周律琨於二月二十二
日喜誕千金，母嬰平安。

聲．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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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灣仔堂已於二月廿四日（主日）上午，
於灣仔堂禮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李蘇
妹姊妹及梁松英弟兄為執事聖職。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消息：志道堂已於本年二月一
日起，聘請呂秀玲女士為該堂主任宣教師；
長洲堂已於一月一日起，聘請盧佩儀宣教師
為該堂宣教師；公理堂已於去年十二月十五
日起，聘請丘麗婉女士為該堂必列者士街堂
宣教師。同工離職消息：全完堂盧佩儀宣教
師，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離任；青衣全
完堂助理事工幹事馮曉峯先生，已於本年一
月一日起離任。人事調動：全完堂張敏儀牧
師，自二月一日起擔任全完堂新設之副堂主
任一職，又本會總幹事擔任全完堂重建顧
問。

合一堂陸婉君執事主懷安息
合一堂陸婉君執事已於二月十八日息勞
歸主，並已於三月五日晚上假九龍殯儀館舉
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陸執事的家人。

鰂魚涌堂梁佩瑤牧師丁母憂
鰂魚涌堂梁佩瑤牧師之母親梁潘愛珍女
士，已於二月十七日主懷安息，其安息禮拜
已於三月十日晚上假世界殯儀館一樓恆基堂
舉行；願主安慰梁牧師及其家人。

香港志道堂陳志庸執事主懷安息
香港志道堂陳志庸執事已於一月十五
日晚上安息主懷，已於二月二日上午假香港
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陳執事的家
人。

合一堂黃堅德執事主懷安息
合一堂黃堅德執事已於一月十二日息勞
歸主，已於一月廿七日下午假合一堂香港堂
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黃執事之家人。

望覺堂王孜洋執事主懷安息
望覺堂王孜洋執事已於一月七日主懷安
息，已於一月二十一日晚上假紅磡世界殯儀
館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王執事之家人。

學

校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校舍裝修工程已晉
工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位於九龍窩打
老道之校舍已完成全面裝修工程，全校已遷
回原校舍上課，並定於三月十五日舉行感恩
崇拜。

本會學生獲傑出學生殊榮
本會學生於兩項傑出學生選舉中獲獎：
（1）銘基書院中五關玉鋒同學獲選為201213年度香港傑出學生。（2）香港培英中學
莫灝哲同學獲選為2012年香港島傑出學生
（高中組）。

（未完，轉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