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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成溢牧師

香港參加者攝於早晚禱聖壇前（右至左）：林
志堅宣教師、蒲錦昌牧師、蘇成溢牧師、吳碧
珊牧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湯泳詩博士、李素
嫻神學生、崇基神學院白德培牧師。

分組研經的優點是從互動與交流，有多角度意見的啟發。既然出席大會乃各地教
會的代表和領袖，大家經過反省後的讀經心得，都是值得再三思量的，也為進入研討
一天的專題前，預備了一個聖經啟導的基礎。
從大會安排的分組研經，我體會無論探討甚麼議題，先思考上主的話至為重要。
今天，教會切勿單憑專家學者的理論來處理不同議題，應先以上帝話語的教導為指導
原則，從查考聖經中察驗甚麼是合乎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作為行事的最
高依歸。

多姿多采的專題
由於普世教會協會大會每七年舉行一次，也聚合來自全球各地教會的代表，它要
關注、探索和討論的議題，一定十分多。是次大會的專題大致分為三個部份，一是在
早禱和分組研經後，上午有一個全體主題研討，即以上所提的六天大會主題；二是下
午時段分組專題對談，共有二十組專題，供出席者報名參加，對談的總結意見要向大
會提交，可能被接納寫入大會的報告中。我所選的專題組是「被召合而為一：合一運
動的新領域」。三是工作坊，四天內分別有八十七個不同題目的工作坊，出席者毋須
報名，自由參加。大會期間我因為被委任為財政委員會成員，數天都要出席，只能在
委員會完結後，才有時間分別參加一個有關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關係的介紹，和一個從
正教會神學闡釋「教會權柄」的工作坊。
透過參加各類的主題研討、專題對談和工作坊，我看到不同傳統、不同界別（男
女、教牧信徒、青年兒童）、不同種族、不同專長（神學、社運、生態、靈修）的同
工同道，把他們從主領受的恩賜和使命，獻上自己，忠心地實踐上帝所交付的責任，
建立豐盛的生命。主耶穌說：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上帝的國裡坐
席。」（路十三29）教會既然是個向所有人開放的屬靈之所，我們應該摒棄一切門戶
或身分之見，讓凡願意追隨基督服事上帝的人均可以貢獻自己的恩賜與才能，如彩虹
般結合一起，一同見證上帝為人設立的恩約。

大會選舉的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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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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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教會協會是個世界性教會聯合機構，其憲章訂明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組織，
在大會中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成員（共一百五十人）。其實，大會選舉並非一人一票
逐個圈選，而是由提名委員會考慮均衡，包括男與女、基督新教與正教會、六大洲地
域、宗派傳統、神職人員與平信徒、青年比例等，提出名單，請代表們通過全份名
單。（待續）

屬靈 語
雋

「基督徒之所以異於非基督徒者，並非他是聰
明人或善人，而是他屬於一個基督教會，為基
督教會的一份子。」
— 馬 鴻 述 ：〈 平 信 徒 與 教 會 更 新 〉
（會訊 115 期，196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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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佳
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權利抑或救濟 —綜援個案的啟示
終審法院最近審理了一宗申請綜援被拒的個案，這是一
宗非常重要的個案，因終審法院的判決不單決定了綜援於日
後如何推行與實施，更會影響其他相關的福利政策，對新來
港人士來說尤其重要。

孔允明個案
這一宗個案的背景其實很簡單，上訴人孔允明原居於內
地，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獲發單程證來港與丈夫團聚，但她於
抵港後翌日，其夫便病逝，原居之公屋單位亦旋即被社會福
利署收回而被迫露宿街頭。上訴人在港舉目無親，雖嘗試找
尋工作與居所，卻遇到重重困難。她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向社
署申請綜援，但申請遭拒，理由是自二零零四年一月起，所
有申請綜援人士必須已在港居住至少七年，即使以上訴人當
時的環境向社署申請行使酌情權，亦遭署方拒絕。由於上訴
人的申請一直被拒，而上訴亦無效，上訴人才決心向法院提
出司法覆核。
終審法院這一次的判決，是推翻了兩個下級法院（即高
等法院及上訴庭）的判決。據聞香港政府暫不考慮尋求人大
釋法，因此這一次的判決應為最終的裁決，也是這一宗個案
的最後結果。
是次終審法院的裁決，裁定有關「申領綜援要居港滿七
年」的規定違憲（即有違《基本法》），並宣佈將領綜援的
規定回復到二零零三年時，即居港滿一年即可領綜援。判詞
指，根據《基本法》第36條指明：「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
會福利的權利」，當中「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
久性居民（《基本法》第24條）。雖然，香港政府有權根據
《基本法》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
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
展、改進的政策。」但若修訂有關申領的限制，必須符合憲
法，而相關的限制必須貫徹一項正當目的並有合理關連及基
礎。

判詞的重要性
終審法院是次的裁決，其重要性在於：
(1) 行政機關在修訂港人（包括新來港人士）的福利政策時，
必須合憲，而相關的修訂，必須貫徹並合乎正當的目的，
並有合理的關連及基礎。
(2) 重申港人（包括新來港人士）所能享受的福利政策須一
致，而並不能以居港的年期作為界定能否申領福利的準
則。
(3) 重申福利政策是以公民的基本權利作考量，更重申享受社
會福利是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
從報章引述二位法官的判詞，更見法院的判決具人性的
一面。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指出：
● 《基本法》確保香港居民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政府
建議有經濟困難的人向其他福利機構求助，或來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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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保有經濟能力等的說法，是推卸責任。
七年居港規定與兩大社會政策相違背，包括簽發單程
證令家庭團聚、及輸入年輕人口以解決人口老化問
題。
● 政府聲稱要減少綜援開支，但實施七年居港規定後可
節省的開支是微不足道，亦難以因而確保綜援制度的
可持續性。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指出：
● 能享社會福利保障的權利包括照顧最基本的需要，七
年居港規定令有需要人士要向其他社福機構求助及要
等政府給予酌情，都是違憲。
● 在廿一世紀，法律應更著重社會經濟的權利，政府將
居港規定由一年增加到七年，是退步的做法及違憲。
●

社會福利的概念—公民權利
除了終審法院的判詞中臚列的法律理據外，在眾多的社
會福利理論中，通常主流的意見大都是以公民的權利作為理
據，即個人能享受社會所給予的社會服務及福利是公民的基
本權利，而這權利不能被其他條件加以阻礙。如果沒有這個
理解，很多人會引申出其他概念，模糊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的
重要性，更發展出其他歪理，如：
(1) 未居港足七年即可申領綜援，會否使綜援養懶人？——綜
援系統中已有很詳細的系統審核申請人的資格，包括財產
及收入等。合資格申領綜援者其財產及收入均處於很低的
水平，需要社會向他們伸出援手，而綜援正是社會向他們
伸出的援手，那為何又加以額外的限制呢？
(2) 沒有納稅便沒有申領資格——這個說法表面看來合理，但
若再詳細分析，則可見漏洞百出。居住在香港繳納稅款
是個人義務，但稅款的來源不一，如有：利得稅、差餉、
地租、薪俸稅、物業稅、物業交易印花稅、煙草稅、飲品
稅等不一而足，而個人亦因應不同的背景和在不同的狀況
下，繳納了不同的稅項，最簡單的莫如在超級市場購物，
顧客已間接地為商人的營利所得而繳納的利得稅作出貢
獻。故此，其實每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納稅，分別在於繳納
了多少稅金則各有不同。

信仰的立場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彌迦書六8下）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經文。與弱勢群體同行，
扶助弱小是我們信仰中重要的環節。耶穌基督在善撒馬利亞
人的故事中，更親自解說出我們要為有需要的人施加援手。
故此，除了法院的判決外，這個上訴個案同時亦彰顯
了這種扶助弱小的概念。所以，對有信仰的弟兄姊妹而言，
除了法律的理據，我們更要以信仰的向度去理解這個案；如
此，對我們才能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特稿
百年小故事

蘇成溢牧師

為甚麼一九一八年是
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的開始？
根據歷史，中華基督教會第一次全國大會，是於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上海的聖馬利亞女校舉行的，何解又會以
一九一八年作為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的開始呢？
中華基督教會的成立，是上世紀中國教會實現合一的
成果，與當時在中國的長老會積極推動教會合一有莫大關
係。其實，在一九一零年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舉行之前，在
中國的幾次基督教會議中（一八七七年、一八九零年、一九
零七年），均有差會聯合和教會合一的倡議，尤以長老會最
為積極。當時，來華的各國長老會差會，大家認同應該聯合
起來，成為一個長老會。第一次的會議是一九一零年十月二
至四日在上海舉行，有十個在華的長老會共五十四位代表出

1927年中華基督教會第一屆全國大會在上海的聖馬利亞女校舉行。

席，經過數次會議，終於在一九一四年成立「中華全國長老

這次一九一八年的南京會議，奠下了中華基督教會合一
運動的基礎，也成為我們紀念創會的年份。

會聯合總會」。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三至十八日，全國長老會總會在南京
漢西門長老會禮拜堂舉行第五次會議，有來自全國四十一位
代表出席。大會選出畢來思為議長，謝志禧為副議長，張葆
初為書記，賈玉銘為副書記，芳泰瑞為英文書記。當時，除
了長老會代表外，還有兩位倫敦會及三位公理會代表出席。
會議中，倫敦會和公理會代表提出，希望加入，經長老會眾
代表討論，深覺組織合一教會的時機已到，決定交委辦議定
成立聯合教會的五條章程，並定意向其他在華教會開放，組
織合一的教會。

參考資料
1. 賈 玉 銘 ： 〈 中 華 全 國 長 老 會 聯 合 總 會 之 成 立 〉 ， 《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年
鑑》第一冊，1914年，頁23-25。
2. 陳金鏞：〈長老公理倫敦三會合一之先聲〉，《中華基督教會年鑑》
第五冊，1918年，頁182。
3. 張葆初：〈長老公理倫敦三會合一紀〉，《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六
冊，1921-2年，頁179-182。
4. 張葆初：〈長老宗略史與其合一運動〉，《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八
冊，1925年，頁50-51。
5. 吳義雄：〈美北長老會與華南基督教會的本色化過程〉，劉家峰編：
《離異與融會：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年，頁101-110；
6. 陳智衡，《合一非一律：中華基督教會歷史》。香港：建道神學院，
2013年，頁83-88。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教育主日
（二零一四年三月九日）
本會一向十分看重神學教育，自六十年代起本合一精神聯同其他教會（包括聖公會、崇真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潮語
浸信會）共同辦理崇基學院神學院，作為本會培訓教牧同工之基地，給予凡入讀者公費神學學額，並全力支持該神學院經費。
為培訓教牧人才，本會之神學教育學額共分有四類，即：
（甲）基本神學學額：支持教友進入本會指定之神學院攻讀第一個學位。
（乙）在職進修學額：支持在職牧者進修某一指定之神學或牧養課題。
（丙）高級學位學額：支持牧者或教友專研某一神學或牧養課題。
（丁）神學培才學額：支持本會堂會在香港或澳門各神學院全時間就讀的神學生。
本年本會共有七位神學生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就讀，其中三人為領取基本神學學額。另有十二位領取神學培才學額在其
他神學院就讀。未來一年的各項學額及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經費，預算支出約港幣八十餘萬元。另支持崇基學院神學院經
費，為港幣一百三十萬元，總預算支出合共約港幣二百一十萬元。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上帝國度培訓工人更是我們所看重之事，請本會各堂同道，同心支持區會之神學教育。
如欲奉獻支持本會之神學學額及崇基學院神學院，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寄九龍太子道西191號
馬禮遜紀念會所二樓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收，奉獻請註明「支持神學教育」；或將奉獻於四月三十日或以前交所屬堂會彙集繳
交區會。（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者，將獲發收據用作扣減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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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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fssctr.hkcccc.org

梁玉嫻
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中心主任

做 個 有 血 有肉 的 生 命 培 育 者
曾經在這裡分享過對家長教育的一些看

扎及成長；談到遊戲治療，

法，深感家長對個人生命的反省，遠比一些

我們會坦承自己在當中的限

管教知識與技巧重要。因此去年曾邀請中文大

制及在大時代氛圍的掙扎。

學陳廷三博士，帶領了一連六個講座及三

我們都深明一種與脫離自我

天工作坊，與家長們一起了解親子關係

的生命教育，一套一套的教

的性質，以及回望及重整自己的人生，

材套、活動手冊及指引，又

家長都有很大的回響，對作父母這身分

如何培育生命呢！

有新的體會。

期待三月的來臨，我們

有這樣好的反應及口碑，今年打算

的團隊會一起參與，誠意邀

再接再厲，我們中心幾位同工親自到中文

請您一起來！

大學探訪陳廷三博士，探討一下再合作的可能
性。當談到再邀請陳博士主持家長工作坊時，他就鼓勵我們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生命培育 — 家長教育課程

也可以嘗試主持（因我們也不下十數次參與陳博士的講座及
工作坊），我們其實在不同學校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中，也
有將有關對家長教育理念滲入其中，盡我們所知的發揮。陳
廷三博士反而提議，若能影響更多參與家長教育的人，那種
漣漪效應更大，我們當然叫好！
其實在中文大學的教育學系，一向有開辦家長教育碩
士課程。今年三月，陳廷三博士將於本中心舉辦的「生命培
育—家長教育課程」，正正是此碩士課程的濃縮版，旨在建
立生命培育者應有的心思意念及對個人生命的誠實內省。這
也針對在教會、社會服務機構或學校的一些現象，有時側重
了服務或事工的形式或推行技巧，對於服務推行者自身的狀
態及價值卻容易忽略，推行效果未見還好；若所推行的被受
落，恐怕只是追趕各種新興潮流標準，不一定對生命有益。
與陳廷三博士的一席談，引發了我們同工間不住的討
論。我們主要是從事輔導的工作，我們自身的信仰、家庭、
婚姻、工作、人際關係的狀況如何？我們對自我生命的誠實
反省遠比一些理論及技巧重要。願意真誠面對自己生命的
人才會謙卑，更明白生命種種無奈和艱難，更知道自已的限
制，更感激及珍貴身邊的人和主耶穌的同在。
感恩是我們的團隊，彼此能作深入的認識及提點。討論
婚前婚姻的個案，不同婚齡不同個性的同事會分享當中的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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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 陳廷三博士（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擅長家長教
育及輔導工作，經常應邀出席家長及學校的講座及工作坊，以
日常事例分析現今成人與孩子的相處模式之荒謬。）
課程目的： 讓從事建立生命工作者對生命有進深的瞭解及體會，並且由自
身、家庭、社會、哲學、至信仰作出深入的探討，從而對培育
生命有更深入和細膩的領悟。
課程內容： 第一單元：基礎篇—家長教育專題研討
（1）生命中為人父母的歷程；（2）人本子女管教
日期：2014年3月7、14、21日（五）
時間：9:30am-5:30pm
第二單元：體驗篇—細味「生命歷程」工作坊
從面對過去到主導人生、「善待自己」
日期：2014年4月8、15、29日（二）
時間：9:30am-5:30pm
第三單元：多元篇—家長教育專題研討
（1）從敘事角度看家長教育；（2）家長教育的實踐
日期：2014年7月8、15、22日（二）
時間：9:30am-5:30pm
對
象： 家長教育工作者（教會牧者／教會領袖／社工／輔導員／心理
學家）
名
額： 第一單元100人，第二及三單元40人
地
點：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四樓禮堂
費
用： 只參加第一單元＄1,200；整個課程$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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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家庭支援服務中心收。
報名表格下載：http://fssctr.hkcccc.org
查詢電話：23971495馮小姐或／梁姑娘

二零一三年本會大事紀要
●

二零一三年事工中心為「效法基督 分享主愛」。

一月
2日 本會退休校長周日如校長息勞歸主。
7日 假望覺堂舉行牧職進修日，探討《基礎信仰問答》課
程手冊及「有關已領洗嬰孩／兒童水禮者領聖餐的神學」，
講員為鄧達榮牧師及李廣生牧師，逾80多位本會教牧同工出
席。望覺堂王孜洋執事息勞歸主。
11日 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之「學校副校長培訓計劃」中學
組，於是日舉行開學禮及專題講座課程，共51位中學副校長
及資深主任參加；結業典禮其後於6月22日舉行，9月28日
舉行「區會學校副校長培訓計劃」發佈會。神學牧職部主辦
「效法基督 全然委身」獻心晚會。
12日 前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巴治安醫生在英國息勞歸主；合
一堂黃堅德執事息勞歸主。
14日 1月執行委員會會議原則上通過本會馬禮遜紀念會
所太子道西191號地段重建發展構思，其後安排全面進行諮
詢，進一步作具體可行性工作。
15日 香港志道堂陳志庸執事息勞歸主。
21日 於區會舉辦「牧養同工早餐團契—主題：認識東方
閃電」。
29日 本會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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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1日至10月31日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推動足印「第一步」
計劃，讓本會堂校青少年增強對本會堂校機構的認識，以進
深思想教會在本土及普世的角色，本年共有100位參加者。
6、20、27及3月6、13日 舉辦上半年度宣教同工課程。
12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舉辦2月回歸曠野活動，地點：城
門碉堡；其後全年活動包括：3月老虎頭、4月大帽山、5月
屯門九徑山、6月南丫島、7月荃錦坳營地等，平均每次18人
參加。
18日 執行委員會報告本會同工獲頒殊榮：聖光堂周寶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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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堂陸婉君執事息勞
歸主。
24日 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培訓小組假協和小學（長沙灣）
舉辦兒童事工博覽會，由張偉芬宣教師主講專題「不要少看
兒童的生命— 教會的未來」。灣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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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學校支援服務社工梁肇中履新，主要派駐全完第一小
學。
2月底 學校支援服務主任葉劍菁離任。

三月
1日 事工部助理執行幹事（短期合約性質）李恩德宣教師
轉任全職同工。學校支援服務社工吳卓然履新，專責協助推
行活動。
3日 長沙灣基道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湯偉強弟兄為
執事。
9、23日 教育心理服務分別假基元中學及銘基書院舉辦兩
場聯校家長講座，講題：「學習GPS—掌握讀寫的策略」，
出席家長超過200名。
10日 本會神學教育主日，出版《神學教育主日特刊
2013》。
15日 本會六間直屬幼稚園老師參與由幼兒教育行政主管聯
會假元朗堂舉辦之聯校教師發展日。
19-21日 神學牧職部假上水聖保祿樂靜院舉行大齋期牧師
靜修營。
28日 晚上於望覺堂舉行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拜，主
題「看哪，上帝的羔羊」，由總幹事證道；崇拜禮文由本會
資深牧長郭乃弘牧師撰寫。

四月
配合《2012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生效，本會按
有關法例跟進。

●

2、10、17及24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一連四講之聖道職事
工作坊，由李熾昌牧師、馬慧儀牧師、翁傳鏗牧師及鄧達強
牧師擔任講員。
4日 長老堂退休牧師譚平斌牧師息勞歸主。
11日 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於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
「宗教教育問卷調查發佈會」，其後《2012年中小學校宗教
教育問卷調查分析報告》於9月出版。
13日 假長老堂舉行小學模範生頒獎禮。
18日 婦女分區探訪堂會團契聚會探訪大埔堂，共8間堂會
48位婦女參加。
20日 家情軒於蒙黃花沃紀念小學舉辦嘉年華會。
28日 基真堂舉行五十周年金禧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
按立葉兆炳弟兄及簡燕玲姊妹為執事。
4月底 2012-2013年度慈愛券經點算後，共收捐款逾
＄1,573,000，用作社會服務部屬下4個服務單位的服務經
費。

五月
3-5日 舉辦一連三晚之「我愛我主教會」會慶培靈會，分
別假長老堂、協和小學（長沙灣）及公理堂禮頓道堂舉辦，
三晚講員及講題為：李清詞牧師主講「聖父— 創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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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馬慧儀牧師主講「聖子— 犧牲˙服侍」及鄺保羅大
主教主講「聖靈—火熱˙更新」。
6日 上水堂陳學偉執事息勞歸主。
7-11日 總幹事到河南省周口市周口教會進行交流培訓。
8及15日 妍能小組到油塘基法小學主領環保周會，分享主
題：「環保！我要做好上主小管家」。
11日 假長老堂舉行2013年區會學校教職員長期服務感謝
狀頒發典禮，本年共有216位同工獲長期服務感謝狀。
13日 學務部學務幹事徐希琳離任。
16日 燕京書院譚秉源校長辭任，新聘之梁國基校長於同日
履新。
16日及23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2013年校牧課程（選修
科），本年共有三個主題。
17日 假公理堂禮頓道堂舉辦牧師長執交流會，逾70位教牧
及長執出席。
19日 本會分享主日，是年所收奉獻，分別津助廣東省基督
教兩會山區教牧同工津助及四川綿竹教會重建項目。林馬堂
舉行75周年鑽禧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按立鄭英女士為
該堂第一屆執事。
21日 區會直屬小學假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2012-2013年度
聯合畢業典禮。
23-29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柬埔寨金邊短宣體驗團2013。
27-30日 派出助理執行幹事陳立怡宣教師及基真堂岑樹基
牧師，出席於馬來西亞舉行之世界傳道會東亞區圓桌會議，
分享本會宣教事工及計劃。
31日 婦女小組假望覺堂舉辦「鬧市中的靈修」婦女靈修操
練，有14間堂會共43位姊妹參加。

六月
6月開始 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為廣州市海珠區江南中曙
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提供督導，為期一年。

●

26日至7月13日 派出6位堂會青年：鄭國亮（青衣全完
堂）、張玲玲（屯門堂）、蘇靖彤及黃文桂（同屬合一堂馬
鞍山堂）、戴金婷及鄧苑晴（同屬合一堂九龍堂），參與
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之2013我愛台灣（ILT）宣教體驗
營；重聚分享於7月30日於區會舉行。
27日 區會直屬幼稚園假荃灣大會堂舉行2012-2013年度直
屬幼稚園聯合畢業典禮。

七月
6日 教育事工部於長老堂及區會舉辦中小學聯校法團校董
會校董培訓日。

任講員，共有來自21間堂會共77位信徒參加。
30日至8月2日 本會公理堂、長洲堂、柴灣堂、合一堂
北角堂、鰂魚涌堂、小西灣堂及灣仔堂聯同祐寧堂，舉辦
A.C.T.青年使命大會2013。

八月
8月至2014年1月 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為廣東省社會工
作師聯合會—夢崗夏港街明鏡社工服務中心提供項目督導服
務。
●

8-13日 福音事工部主辦內地探訪服事學習團，地點：廣東
省河源，共有27位信徒參加。
18日 「第三屆基督教傑出長者」舉行頒獎典禮，本會會友
余李玉娟姊妹（望覺堂）獲頒家庭模範獎，譚倫昌弟兄（合
一堂香港堂）獲頒事奉見證獎，李銀細姊妹（基真堂）獲頒
持續學習獎，馬潔靈姊妹（公理堂）獲頒廣蔭之光獎。另有
11位本會會友獲頒「榮譽長者」殊榮。
14-23日 派出英華堂龍芷淇參加由世界傳道會主辦之
Europe Region Youth Exploration Project 2013。
19日 家情軒社工胡嘉桐履新。
22-24日 創會九十五周年會慶活動：「先復興我！」青年
聯合營會暨青年高峰大會，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及協和小
學（長沙灣），由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主辦。
31日 「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試驗計劃」項目統籌黃騰達
約滿離任。

九月
1日 本年度榮休校長：蒙黃花沃紀念小學蕭岳煊校長（服
務本會39年）及梁勝棋校長（服務本會39年）。新上任校長
包括：趙潔華校長（基慈小學）、宋慧儀校長（拔臣小學）
及黃秀麗校長（基法幼稚園）。校長調任安排：劉仲宏校長
調任為蒙黃花沃紀念小學校長、周任玲校長調任為何福堂小
學校長及黃靜雯校長調任為基真小學校長。學校支援服務社
工曾秀梅晉升為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2日 本會借調許開明牧師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
一職。一名公費神學生因觸犯刑事罪行被判罪成，神學牧職
部9月會議議決即時終止其公費神學學額。
9日 9月執委會通過：（1）接納直屬中、小學校長互選出
席執行委員會名單：（中學）方順源、朱啟榮、姚靜儀、陳
俊傑、陳紹才、黃偉耀、葉天祐、葉信德、鄧陳慧筠、歐陽
家強；（小學）辛列有、何麗雯、何寶鈴、周任玲、林偉
雄、梁淑儀、鄭雪英、劉惠明、蔡世鴻、簡燕玲。
9日至10月11日 派出馮詩愉神學生（望覺堂）參加由世界
傳道會主辦之Face the Facts活動。

12日 學校支援服務社工譚宇森離任。

12日 婦女分區探訪堂會團契聚會探訪公理堂，共15間堂會
80位婦女參加。

19日至8月3日 逢週五晚上於望覺堂舉辦一連六講之「基
督的愛」2013暑期聖經學習課程，由許開明牧師、張敏儀牧
師、姚兆祥牧師、鄭大成牧師、董美琴牧師及鄧達榮牧師擔

13日 福音事工部假香港閩南堂北角堂舉行「傳福音給貧窮
人」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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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日 總幹事前赴印度出席世界傳道會之會員教會總幹
事會議。
15日 本會教育主日；本年為「校牧事工計劃」專款向堂會
進行籌募，目標：＄480,000。
16-18日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假大嶼山衛理園舉行，主題
「修」，導師：霍玉蓮女士。
28日 區會中、小學新聘教師座談會於長老堂及區會舉行。

十月
13日 本會區會主日；為區會福音事工、人才培訓、教育事
工、社會服務籌募＄2,000,000經費。
15、22、29日及10 月5、19日 舉行下半年度宣教同工
課程。
25日 晚上假合一堂九龍堂舉行按立牧師、接納牧師暨差遣
宣教師感恩崇拜，按立基禾堂鍾立光宣教師、馬灣基慧堂何
湛亮宣教師、大埔堂富善佈道所李煥華宣教師、大角咀基全
堂馮浩樑宣教師及梁發紀念禮拜堂高國雄宣教師為牧師，接
納深愛堂陳嘉恩牧師為本會牧師，並差遣趙玉琼（馬灣基慧
堂）、林淑嫺（長沙灣基道堂）、伍寶如（大埔堂）、馬慶
鴻（鰂魚涌堂分堂基富堂）、何玉婷（長沙灣基道堂）、李
弘遠（長沙灣基道堂）、林培德（鰂魚涌堂）、葉英傑（傳
恩堂）及李瑞文（合一堂香港堂）為本會宣教師。本年度受
差遣的校牧團隊包括：大角咀基全堂與基全小學、屯門堂與
何福堂書院、梁發紀念禮拜堂與蒙民偉書院。
25日至11月9日 正、副總幹事偕同林志堅宣教師及李素嫻
神學生到韓國參加普世教會協會（WCC）第十屆大會。
26日 假長老堂舉行2013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其後於
區會4樓禮堂舉行2013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本年度邀請了
英國聯合歸正教會議長翟米高牧師及該會執行幹事出席大
會。議事會中選出新一屆12位執行委員，包括：（男界代
表）吳水麗、黃成榮、歐陽志剛、郭偉強；（女界代表）莫
湘萍、金少雲、鄭亦好、李筱波；（青年代表）岑志星、梁
慧妍、黃貝貝、施惠元。其後，十一月執委會接納吳水麗之
呈辭。
28日 英國聯合歸正教會議長翟米高牧師及該會執行幹事於
區會主領教牧同工專題分享會，分享專題：「在當前英國社
會處境中教會宣教的挑戰與發展」。

十一月
●

11-12月間 區會幹職同工進行工作評估。

2日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於區會4樓禮堂，舉辦「資源共
享」換物及賣物會，合一堂九龍堂、香港閩南堂及深愛堂
於10月28-30日協助收集物資，共收集到之交換物品約300
件，餘下約80件物品捐贈予救世軍。
2日 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神學日，本會公費神學生李素嫻
（協和堂）獲頒洪德身神學教育獎學金，由本會支持之汪彼
得牧師紀念獎學金，頒予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會友袁啟明。
本年度畢業之本會會友曾婉瑩（合一堂九龍堂）獲頒神道學

學士，馮詩愉（望覺堂）獲頒神道學碩士，劉瑞玲（望覺
堂）及岑倚蘭（鰂魚涌堂）同獲頒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兼
讀制），陳國輝（葵涌全完堂）獲頒神學研究文學碩士（兼
讀制），林志堅（全完堂）獲頒哲學博士。本年度新生包
括：一位公費神學生陳國輝（葵涌全完堂）及劉瑞玲（望覺
堂）均修讀神道學碩士，劉文祖（元朗堂）修讀神學碩士，
龍炳頤（公理堂）及余大海（合一堂香港堂）均修讀基督教
研究文學碩士（兼讀制）。
12-14日 本年度牧師退修會假深圳西麗湖渡假村舉行，主
題「事奉團隊建立與成長」。
17日 聖光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趙穎雅姊妹、林若海
弟兄及陳子偉弟兄為執事聖職。
22日 選出宣教師團契新一屆職員會：主席盧佩儀宣教師、
副主席李光銳宣教師、文書鄧承軒宣教師、聯絡葉美婷宣教
師及鄧建仍宣教師、康樂吳家聰宣教師、總務姚志豪宣教
師。
23日 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行程包括探訪閩南堂香港
堂、參觀風之塔及遊覽赤柱美利樓等。
24日 合一堂香港堂舉行開基170周年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
典禮，按立文成安弟兄、袁楝謙弟兄及周翠萍姊妹為執事。
29-30日 假望覺堂舉行創會九十五周年神學會議，主題
「廿一世紀中華基督教會的神學與發展」。

十二月
1日 社會服務部推出2013-2014年度慈愛券，獲4個商戶及
單位贊助，並繼續邀得著名插畫家麥家碧小姐繪畫插圖及設
計精美之筆袋作紀念品，凡購買1本（10張）慈愛券即獲贈
筆袋1個。
6-8日 假沙田突破青年村主辦首屆〈紅色門徒導師營
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協辦。
9日 12月份執行委員會會議接納2013-2015年度各部常設
部門、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員名單，新一屆執行委員會主席
為黃成榮，副主席為翁傳鏗牧師。會議後，假京華酒樓舉行
2013年度聖誕聚餐，是年筵開21席，逾240位本會教牧同
工、校長、執委、部員、組長、榮休同工、神學生、家情軒
及太子道西辦事處同工出席，共慶聖誕。當晚致送紀念品予
3位本年度榮休同工：余英嶽牧師、蕭岳煊校長及梁勝棋校
長，並致送長期服務獎予16位於本會服務滿20年之牧師及執
事：馬志民牧師、鄧達榮牧師、羅達雄牧師、吳錦輝長老、
林素明執事、梅浩洲執事、岑國欣執事、劉逸新執事、蔣慧
民執事、鄭亦好執事、李耀波執事、梁煥芳執事、陳家樂執
事、陳靜敏執事、傅主近執事及溫素娟執事，又頒發20122013年度慈愛券各組別之最高籌募獎項，以及「2013足印
第一步」個人最高分數獎及最多參加者之團體獎項。
13日 假望覺堂舉行〈門徒〉課程聯合畢業典禮，本年度共
有13間堂會舉辦紅色〈門徒〉課程，126人畢業；6間堂會
舉辦綠色〈門徒〉課程，69人畢業；2間堂會舉辦紫色〈門
徒〉課程，8人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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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大齋期牧師靜修營
本會本年度大齋期牧師靜修營定
於三月十八至二十日舉行，地點待
定，請本會牧師預留時間參加。

本會第五屆校牧課程
本會開辦第五屆校牧課程，上課
日期為四月十六、二十三、五月七及
十四日，設必修課題共六講及選修課
題共四講，對象為本會教牧同工，
名額30人（不足10人報名將不開
班），上課地點為區會，費用全免，
敬請擬推行校牧事工之各堂教牧同工
預留時間，踴躍參加；查詢請致電
23971022李恩德宣教師。

本年度新入職同工課程
本會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新入
職同工課程（前稱「宣教同工課
程」），定於二月十二、十九、
二十六及三月五及十二日（星期三）
舉行，凡欲申請為接納牧師及差遣宣
教師之同工，必須於申請前完成有關
課程，並歡迎公費神學生及曾參加此
課程者選擇報讀感興趣之課題，截止
報名日期為一月二十日。

會

合一堂九龍堂與文藝出版社合辦青
少年詩歌頌唱分享工作坊
合一堂九龍堂與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於二月
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合辦「詩歌靈旅與生
命成長」青少年詩歌頌唱分享工作坊，地點：合
一堂九龍堂，由林建兒弟兄及蔣慧民執事主領，
並有合一堂九龍堂、合一堂馬鞍山堂及崇真會救
恩堂分享，費用全免，歡迎各堂詩班員、聖樂
事奉者、青少年信徒及導師參加，報名請致電
23678031。

深愛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深愛堂已於本年一月五日主日崇拜中，舉行
按立執事典禮，按立陳紹才校長為執事聖職。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消息：合一堂已於本年一月一日

公理堂誠聘全職宣教師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誠聘委身兒
童事工之全職宣教師一名，上環
區工作，成熟獨立具合適心志、
恩賜、學歷，有意者請繕履歷及
撰文分享牧養異象，寄香港銅
鑼灣禮頓道119號中華基督教
會公理堂人力資源委員會收。
（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基華堂誠聘宣教師及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為一駐校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
（一）宣教師：須神學畢業，對聖工有抱負及恩賜，具團隊精神；負責兒童
事工及發展家長福音工作，協助青少年事工。
（二）幹事：負責幹事職務，具事奉心志及責任心，中學畢業，懂會計、電
腦、及行政事務，需週六日工作。
請函履歷寄九龍塘牛津道1B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鄧宣教師收，信封面請註
明申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起，聘請馬志民牧師為該堂香港堂堂主任；
公理堂已於去年十月一日起，聘請余震東先
生為該堂必街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及調動安排：基灣堂堂主任馬
志民牧師，已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離
任，該堂堂主任一職，於本年一月一日起由
李潤成牧師擔任；青衣全完堂古美心宣教
師，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轉為半職宣教
師；公理堂必街堂丘麗婉宣教師，已於去年
十月九日起離任；協和堂羅美莉宣教師，自
去年九月一日起轉為半職宣教師。

合一堂余英嶽牧師榮休
合一堂香港堂堂主任余英嶽牧師，於本
年一月一日起榮休。祝願余牧師退休後生活
愉快，主恩滿溢。

紀念長老會在華發展神學教育一百五十年（1864-2014）神學研討會

從白雲山到獅子山—中華基督教會的神學尋索
內容： 2014年3月3日（星期一）
下午 開幕式 蘇成溢牧師
主題發言 從中國教會大歷史角度看中華基督教會 邢福增教授
研討（一）歷史
（1） 誠靜怡與中華基督教會神學 王曉靜博士
回應 胡應強牧師
（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歷史 陳智衡博士
回應 翁傳鏗牧師
晚上 公開聚會：中華基督教會的神學尋索
中華基督教會神學的回顧 李熾昌牧師
回應 白德培牧師
2014年3月4日（星期二）
早上 研討（二）神學
（1） 從處境釋經角度看中華基督教會的神學 李熾昌牧師
（2） 香港處境與長老宗神學 余達心牧師
（3） 本土神學的探索和思考 林子淳博士
回應 鄧達榮牧師
下午 研討（三）神學教育
（1） 堂會牧師角度 許開明牧師
回應 陸輝院長
（2） 信徒及神學教育工作者角度 關瑞文教授
回應 曹偉彤院長
總結
晚上 公開聚會：中華基督教會的神學尋索
中華基督教會神學的現況與前瞻 蘇成溢牧師
回應 吳碧珊牧師、林志堅博士
地點： 研 討 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九龍太子道西191號）
公開聚會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A）
對象：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及本港教會教牧同工與信徒領袖
費用： 專題研討，每位港幣100元（包括午膳）；公開講座，費用全免，歡迎出席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郵寄或親自徑交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二樓
詳情／下載報名表格：http://www.hkcccc.org
查詢：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李恩德宣教師 電話：23971022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曾小姐 電話：39438155
合辦單位：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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