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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普世教會協會第十屆大會 總
幹
的觀察與體會（三）
事
提名委員會經過幾天周詳考慮，首先提出了一份從會員教會正式代表中甄選

的名單，結果引起很多提問，討論環節一再延長，甚至有認為要加上更多考慮名
額。提名委員會聽取了意見，再過一天後提出一份修訂附加建議，希望大會代表
主席及總幹事只有臨時加插選舉會議時段，安排修訂附加建議的名字逐個討論，
最終才能及時通過新一屆中央委員名單。
現今世代充滿了角力，政治的、經濟的，甚至宗教的、文化的都有。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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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過接納，但又引發另一輪討論。為了使中央委員會成員在大會結束前產生，

心
聲

很多人除了追求財富，亦會為名份和權位竭力打拼。「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
樣。在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要作眾
人的僕人。」是主耶穌對門徒的要求。其實，名銜不過代表所負的職務和責任，
根據主的吩咐，在教會裡所有職位、角色，都是服事者，是僕人而已。

總幹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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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觀察與體會（三）
聲明
本會就前香港《明報》總編
2 輯劉進圖先生遇襲受傷事件
表達強烈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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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教會的前路
自一九一零年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近代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已逾百載，普世
教會協會也建立達六十五年，究竟，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前路如何？普世教會協
會未來的任務又如何呢？
參加這次大會，我有以下四方面的觀察：
（一）近年世界基督教的發展，除了興起
超大型教會（mega churches），也有大量不
強調宗派性的堂會出現。未來普世教會合一
運動需要考慮由傳統上以宗派推動為主，轉
向容納非宗派性的教會。

3 愛無界限
與亞美尼亞正教會大主教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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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 語
雋

「人生的經歷有如水上行舟，途中不論順逆，
只可以憑著信心前進，不能事先預知，人生才
充滿趣味，一切更無效率可言。」
— 馬 鴻 述 ：〈 在 信 心 上 進 到 完 全 〉
（會訊 118 期，196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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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從西方「美蘇冷戰」結束，世界的分歧不再止
於兩大陣營，愈趨多元。我們看到，同一地區，甚至同一國

與英國基督教聯合協會執行
幹事Christine Elliot合照。

家，不同政見、利益或價值觀的人，很容易形成對立和激化
矛盾。因此，和平與共融，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今後面向世
界衝突的一個首要任務。
（三）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幫助人類加增財富，卻同時
製造了不公義與生態危機。對那些因經濟全球化受壓榨的社
群，福音就是尋得公義，能與大地分享共存。故此，持守公
義與保存創造，肯定是二十一世紀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當務
和必然議程。
（四）普世教
會協會的成立是為了
教會合一。經過數十
載的努力，要推行教
會如何在組織或機體

與WCC現任總幹事
（右）及宣教執行幹事
（左）合照。

上合一，實在舉步維
艱。然而此百年前先
賢們領受的異象，仍
然是普世教會協會的
創會使命。當世人愛
獨尊自己拒與他人聯

與WCC前任總幹事Konrad Raiser合照。

合，新興的群體又趨
向多元分化，教會要繼續努力，倚靠聖靈在基督裡達至合而

與英國浸禮會執行
幹事合照。

為一，在世人面前成為上帝福音的美好見證（約十七2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

就前香港《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遇襲受傷事件表達強烈的關注
對是年二月廿六日前香港《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被兇徒襲擊，受到嚴重傷害的事件，本小組感覺痛
心、遺憾和對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極度擔憂。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相信大部份港人除奉公守法外，向來都以理性對話解決內部的矛盾紛爭。然
而，過去兩年香港社會暴戾氣氛越發熾烈，社會上持守各種不同政見、立場與觀點人士的對抗行為日益增
多。今有劉先生的遇襲事件發生，為著這股凡事容易訴諸暴力行為的劣質趨勢，我們感覺痛心。
劉先生從事新聞工作多年，都只是秉持新聞工作者一貫為社會公義爭取報道真相的原則辦事。兇案發生
前沒有任何徵兆他有與人結怨，兇案的發生令人不禁聯想他的受襲實與新聞及言論自由有關。為這事件可
能進一步驅使我們城中從事新聞工作、或前線記者、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工作者，未來大有可能在受壓的
陰霾下寧願選擇噤聲，我們感覺遺憾。
過去月來我們與大部份香港人都在擔憂城中的新聞自由狀況每況愈下，今再發生劉先生在光天化日下於
鬧市遇襲的事件，令人懷疑已有組織的邪惡勢力正意圖在我們的社會製造白色恐怖，想盡辦法打壓新聞自
由。對此我們感覺極度擔憂。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均應努力維護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致力保障新聞工作者
人身安全及免受暴力的恐嚇。我們亦促請警方緝拿兇徒歸案。祝願劉進圖先生早日康復，並向其家屬表示
深切問候。

2 滙 聲．2014年3月

子牛集

何寶鈴校長
基華小學

我是一隻小貓，
偶然走進了媽媽的家，
我有一點淘氣，
又有一點百厭，
弄得媽媽又氣又笑。
我是一隻小貓，
偶然走進了媽媽的家，
哥哥雖是疼我，

愛無界 限

但又氣我頑皮，
結果反轉了媽媽的家。
想法——有時小朋友會在課室內刻意

只有一至兩個兄弟姊妹，有的是爺爺

媽媽一點也不生氣，

地說話，講東講西，在老師和同學眼

嫲嫲照顧，又或是留在補習社，到晚

只是耐心地教導我們：

中，他當然無聊，也騷擾老師上課，

上才回家，少了很多「與人相處、與

做個乖孩子，

但當與他聊天時，他的「無聊行為」

人溝通」的途徑，那些孩童就好像小

做個健康的寶寶，

可能只因為希望有人發現他的存在，

貓貓一樣，他們多麼渴望有人陪伴，

就是媽媽最大的希望。

希望有人會理會他。在香港這個社會

父母可以在身邊一起聊天，一起玩

裏，父母忙着工作，又或是單親，小

樂。小朋友的百厭、多嘴、多動作，

孩子整天見不到爸爸媽媽，對着的不

甚至是懶惰，背後總有原因的，對着

是補習社，就是工人或是爺爺婆婆，

這班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我們應該以

實在難怪他們多希望在學校裏與老師

「愛」去教化他們，多從他們的處境

多說話，與同學多聊天，甚至玩作一

着想。

我是一隻小貓，
偶然走進了媽媽的家，
媽媽用心愛我，
我也疼愛媽媽，
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有三隻非常可愛的小貓，牠

團。身為老師的我們，實在要先瞭解

以弗所書第五章第2節記載： 「也

一下他們，和他們談談說說，也是給

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

他們一個表達的渠道。

為我們捨了自己」，上帝愛我們，為

們聰明活潑，當然也很百厭，然而我

有一次，我的貓貓大哥與弟弟在

救贖我們而捨棄了自己，我們也應學

卻非常的疼愛牠們。牠們好像我的兒

家中鬥氣，結果在家中一角小便，我

習上帝的愛，用愛心去對待他人，我

子一樣，有時候我會幻想我就是牠

回家發現後，當然教訓大哥，但其實

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但

們——牠們好希望媽媽疼愛，所以媽

大哥已非常害怕，躲在一處，我還是

因有愛，我們會懂得寬恕，也懂得包

媽忙碌的時候，牠們會特地去抓弄沙

不停地鬧牠，最後牠就哀怨地叫了一

容，犯錯的人才有改過的機會。

發，讓媽媽知道牠們想人陪伴；有時

聲，躲開不見我了。這一刻，我有一

愛也應無界限，基督的愛不僅

牠們去咬媽媽的手指，就是要媽媽陪

種心痛的感覺，牠做了壞事，我是很

限於我們熟悉的人，無論是我們的親

牠們玩；有時牠們會用手去拍拍媽媽

氣，但是原來我不停地責罵牠時，牠

人、朋友、同學、鄰居，又或是小貓

的手臂，就是想媽媽抱抱。其實作為

會有這樣的反應。想一想：我們的小

和小狗，我們都應以愛去愛護他們，

一隻貓，牠們也會覺得悶，媽媽一整

朋友不也是一樣嗎？在學校的時候，

詩篇八十六篇第15節記載： 「你是有

天上班，很晚才回家，牠們只是對着

他們會與同學玩，有時玩得過份了，

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輕易發怒、

四塊牆壁，有時真的不知日子怎麼

會給老師責罵，站在小朋友的立場來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無論我

過。

看，過份的責罵真的不是味兒！

們是身為父母還是老師，我們都應以

愛是無界限的，我常投入我家
貓兒的世界，從牠們的角色，思考牠

究竟我們應如何教導我們的孩童
呢？

「愛」為先，將「愛」的種子，播種
在我們的小朋友身上，讓他們學習主

們所想所需；回到學校，我也會走進

現今社會改變了不少，家庭結構

小孩的世界，從而聯想到小朋友的

與以前不同，父母多外出工作，家中

基督「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將來開
花結果，造福社群。
滙 聲．6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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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百年小故事

本會總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的
信仰綱要是怎樣來的？

攝於一九一八年四月
十七日，中華基督教
長老會臨時總會在金
陵神學院成立之時。
每當我們舉行聯合崇拜，總會一同誦讀中華基督教會三

Williams）、許高志（G. H. Hubbard）。經過兩天討論，在

大信仰綱要，但大家是否知道，此三大信仰綱要的來由？由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下午，「信條」組組長尹慈謨作出結

誰擬出和何時訂定？

論報告，表示已商議好聯合的信仰綱要 (Doctrinal Basis of

事情應該重回一九一八年。經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南京

the Union) 共三條，就是（一）信仰基督耶穌為贖罪之救

舉行的會議，長老會、倫敦會和公理會決定聯合，原初暫定

主，為教會之基礎，以基督天國普建於世為目的；（二）接

名稱為「中華基督教聯會」，並組織籌備委員會，由長老會

納舊新兩約為上帝之言，由靈感而成，為吾人信仰及本分無

派正代表六人副代表六人，公理會和倫敦會亦派正副代表各

上之準則；（三）承認使徒信經堪以表示正宗教會共信之要

三人，即正副委員共二十四人。

道。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至十三日籌備委員會首次會議在南京

從一九一九年一月開始，中華基督教會的三大信仰綱要

漢西門李滿牧師（Charles Leaman）的住宅舉行，出席者有

已經存在九十五年了，到今天我們仍然誦讀，並認定在教會

九位長老會代表，五位公理會和四位倫敦會代表，並有一位

合一中十分重要的基本信仰綱要。

英國浸禮會和一位貴格會代表列席，另會議期間先後有基督
會代表、美以美會神學院教師部份參與。會議開始時，眾代
表選出長老會的畢來思（P.F. Price）為主席，誠靜怡（又
名誠敬一）為副主席。議程定出設立兩個專責組，分別討論
「信條」和「典章」兩個課題。經提名後，「信條」組成員
十人，包括尹慈謨（Murdock McKenize）、誠靜怡、蘇美
格（J.E. Shoemaker）、謝志禧、瑞思義（W.H. Rees）、
賈玉銘、郭百禎、卜道成（J.P. Bruce）、韋立恩（W.R.

參考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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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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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督教聯會執行委辦會議紀錄〉，《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九十周年紀
念特刊》，2008年，頁8-11。
4.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Committee on Church Union. Appoin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es in China, the Church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Nanking, January 10-13, 1919.

林馬堂誠聘教牧

基磐堂誠聘全職宣教師

基華堂誠聘宣教師及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誠聘以下職位：
（1）牧師：最少五年牧會經驗，領
導團隊，教導傳道、關顧行政，需
住離島；及（2）宣教師：需成熟穩
重，已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差遣
之宣教師。請繕履歷寄香港南丫島郵
政信箱二十號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
聘牧小組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
位。（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中華基督教會基磐堂為基真堂與工業福音團契合作
植堂的教會，主力服侍基層勞苦大眾和新來港人
士，又與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幼稚園合作，服侍深水
埗區家庭，現誠聘全職宣教師一名，須神學畢業，
對服侍基層有抱負和承擔，具團隊精神，善溝通，
成熟獨立，主動與人合作。有意者請繕履歷及撰文
分享牧養異象，寄新界葵涌華荔徑11號基真小學
一樓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鄧牧師收，信封面請註
明申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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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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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起跑線？
「贏在起跑線」這句說話，近日不時在很多媒體裏經常

相信沒有人喜歡「輸」，「輸」這一個字，實在太難令人接

聽到的，由於不少新一代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上均以此常掛在

受了，很多家長就是因為不能接受孩子「輸」，所以便設法

口邊，為子女花心思、花時間、花金錢去安排一個又一個的

幫孩子去贏，大家還不知道是輸是贏的時候，肯定現在已知

學習班、興趣班、各式各樣的比賽、考試項目等等，為的就

道的，就是換來孩子特別多的情緒問題。另外，曾經有一位

是想自己的子女「贏在起跑線」，或是不想輸給別人。久而

家長向德國的一所學校提出要求，希望能加強培訓其資優的

久之，彼此之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家長以及學校對孩子的

兒子，學校表示應該讓所有孩子保持同步學習而拒絕這位家

要求期望不斷加增，最終，我們看見很多孩子在這人生的長

長的要求，該位家長當然不認同，亦不就此罷休，繼而向學

跑路途上，伴隨着他們一同成長的就是一連串的情緒問題！

校提交有關兒子的智力評估報告，證明自己的兒子是資優一

現時很多學校每年都會舉辦或多或少的家長講座，藉以

族，好叫學校不要埋沒孩子的天賦，但最後卻被老師報以奇

推行家長教育，提升家校合作的關係，當中不乏以有關「子

怪的眼光，並指這是違背孩子的成長規律，我們應該保護孩

女情緒問題」為題的家長講座。與此同時，從一些學校輔導

子的情感胚胎，培養孩子的情商（培養並不等同訓練）。如

人員傾談分享之間，發現愈來愈多學生經常為了一些芝麻綠

今，我們孩子的成長規律，到底變成甚麼樣子了？孩子的情

豆的小事情，也可以出現甚為激烈的情緒反應，而這些學生

感胚胎在這樣的教育風氣下恐怕也難以健康成長！

普遍在學校的日常表現行為都是良好合作的，這現象到底是

其實有很多家長心中明白箇中道理和利害的，只是現

反映了現今所謂「港孩」特色？「公主病」？「王子病」？

時大勢所趨，順流容易，逆流難，而且教育制度的限制，沒

還是箇中仍有其他因素影響？

有好成績，實難入讀好學府，繼而難有好工作、好前途。在

筆者曾經在媒體上看見一則轉載的文章，內容是有關德

這時候，我們也應嘗試多角度思考，除了為孩子安排我們認

國的教育，主張孩子應該多進行玩耍，而不是一味要求孩子

為「最好」的外，我們也應為孩子想想，哪些是「最適合」

的大腦進行學習知識，因為這樣會令孩子缺乏了主動思考和

他／她的呢？「最好」有時未必是「最適合」的，如果不合

發揮創意的空間。當很多人都重視思考和創意的同時，我們

適，會對孩子造成甚麼影響？

的學校和聰明的家長便見招拆招，為孩子加插思考訓練班、

筆者在學校工作多年，眼見孩子臉上掛著最多的不是

創意訓練班，就連小一入學試題也考孩子能否多角度思考，

童真笑臉，而是一張又一張的目無表情，學校的小息和放學

我們的孩子於是成了一群「被訓練」的孩子，孩子的價值還

時段不乏看見各科各組的加操加練項目，以及趕功課和追功

被放在競技場上品評優劣，到底我們的孩子被帶到甚麼境地

課的。在這人生的競技場上，筆者有幸能夠成為孩子的陪跑

去呢！開始也有人會擔心，贏在起跑線，會否輸在終點線？

員，只覺孩子是否跑得太早和太吃力了呢！
滙 聲．6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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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堅牧師
合一堂馬鞍山堂

談談大齋期
的意義與操練
每年犧牲節前是大齋期，為了使眾兄姊對大齋期早作準
備，以致在大齋期間可以做到反思默想主恩的工夫，本文將
介紹有關大齋期的意義，以幫助兄姊迎接大齋期的修身持己
的心。
「大齋期」（Lent），原文意思是「春天」。然而「大

別安排，期望在大齋期內可以

齋期」實是結合了古教會多項傳統而訂定的節期。大齋期首

對眾兄姊在靈命上的操練多作

日稱為「聖灰日」（Ash Wednesday），是古教會在這一日

提醒。有關大齋期內教會推行之

紀念歐洲信徒曾遭受野蠻人的侵略，使人在靈性上受痛苦，

事工或集中思想的中心，至少可有

在文化的價值引起莫大的損失，他們惟有向主深切地悔改以
求得救。在此日信徒皆塗灰以表悔罪哀傷。

以下三個重點：
第一、是認罪：教會可於大齋期首日（星期三）晚上，

「大齋期」又稱「預苦期」是信徒信仰的考驗期。原

舉行聖灰日晚間崇拜，當中有聖灰日塗灰禮儀，象徵信徒

因是初期教會常在復活節前舉行洗禮，連同洗禮前的「學道

在主前認罪，並且深信上帝是信實的，我們若肯認罪，祂必

班」，學生必須勤學聖道，信心多經考驗，靈性多受操練，

會赦免我們的罪。另外，在大齋期內每主日的崇拜中，可加

有了美好的見證方可參加復活節洗禮，獲得復活主之生命。

強認罪的禮儀，以表示信徒在這期間的深切反思，向主認罪

後來，教會同樣以這段特別安排的日子，去預備全體信徒迎

（其實在每個主日崇拜中，我們都當向主認罪，而不是只有

接復活節，使信徒靈命更新。

在“聖餐主日”才認罪。）

「大齋期」共有四十天（又稱「四旬節」）加六個主

第二、是傳遞愛心：教會可鼓勵信徒在大齋期間，學習

日。初時各處教會安排的「預苦期」長短不一：首先有古信

過一個簡樸的生活，把節省下來的金錢，透過教會各種捐獻

徒禁食四十小時，及後有信徒禁食一週。至第四世紀尼西亞

行動進行募集，然後捐給有需要的人士，以支援他們生活上

大議會（A.D.325）論及禁食四十天，是參照主耶穌曾在曠

的各樣需要，讓我們的愛心，能為他們帶來一點溫暖。

野禁食、並受試探的事蹟，將「預苦期」定為復活主日前的

第三、是深入的操練：教會可透過連續六個主日的講壇

四十天（但不計算期間的六個主日）。所以「大齋期」常與

信息，有主題性地帶領信徒作深入反省；各團契或小組隨後

禁食、祈禱相提並論。

按著不同團友或組員的情況，選擇一個可以實踐“操練”的

在「大齋期」六個主日的最後一個主日，稱為「棕枝

具體項目，讓兄姊能把深入的操練加以“到地實踐”，而非

主日」（Palm Sunday），是信徒的盼望期，上帝的受膏者作

只停留於思考層面。例如：若團友或組員認為需要加強“禱

王掌權的開始。而這週亦稱為「聖週」（Holy Week），記

告”的操練，便可以鼓勵團友加強個人或小組的禱告生活，

念耶穌在週四設立聖餐（又稱「聖週四」，Holy Thursday）

又或鼓勵他們參加教會的祈禱會，在當中學習與他人一同在

或「濯足日」（Maundy Thursday）和聖週五之「受苦日」

主前禱告。當然，還有其他項目的操練，也是可以用不同的

（Good Friday），而整個「大齋期」於基督復活主日前夕結

方法鼓勵兄姊實踐，但我們會提醒，若能專注於某一個操

束。

練，並在當中得著甚麼可以與別人分享的，這是一個最好的
在「大齋期」間，教會一般會暫停所有喜慶活動，信徒

的生活也應以簡單和樸素為主，而教會的禮儀顏色亦轉為代
表悔改、哀傷的紫色。通常教會在這期間的事工都會作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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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操練”的方法。
編註：本文轉載自《合一堂馬鞍山堂周刊》（2014年2月16日），內容經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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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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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憧憬未來，共建理想
小組日期： 2014年9月17日至11月5日（逢週三共7次，10月
1日為公眾假期暫停）
時
間： 晚上7:30 - 9:30
對
象： 計劃於兩年內結婚 / 再婚之情侶
費
用： 每對＄1,200（其中一人為本會會友）
＄1,500（非本會會友）
名
額： 十對準新人
地
點： 本會一樓講室
導
師： 薛玉女姑娘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寄回本中心。報名表
可於本中心網頁下載，或致電本中心索取。
證
書： 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明
查
詢： （電話）2397 1495 馮小姐/ 薛姑娘
（傳真）2787 3949
（電郵）fssctr@hkcccc.org
中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中心網頁： 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信徒培育部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主辦

1 2014支援堂會野外活動
目

2 2014勇獅野外天地【軟硬實戰系列】—硬實戰

的： 為各堂會提供更多支援，讓堂會能透過遠

日

期：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下午3-6時

足活動，領人到曠野更親近上帝，鍛練身

性

質：地圖指南針運用遠足

體和心靈，體會在遠足過程中從團契得著

路線簡介：鰂魚涌港鐵站C出口→寶馬山賽西湖公園→金督馳馬徑→

支持。

鰂魚涌緩跑徑→鰂魚涌

支援形式： 野外敬拜退修、遠足、露營、野外福音

對

象：勇獅野外天地會員

營、領袖訓練、野外福音工作者訓練、山

費

用：全免

藝證書課程訓練、室內運動攀登（攀石）

截止報名日期：2014年3月24日（星期一）

活動或室內運動攀登證書課程訓練等
費

用： 免費

建議路線：

【路線A】大潭水塘、柏架山道
路線簡介： 柏架山道→大風坳→大潭上／副／中／篤
水塘→大潭道
長

度： 約9公里

需

時： 約3小時（未計休息時間）

難

度： 2★（1★為最易，5★為最難）

【路線B】八仙嶺自然教育徑
路線簡介：大尾篤→仙姑峰→新娘潭
長

度：約4.4公里

需

時：約2小時（未計休息時間）

難

度：3★（1★為最易，5★為最難）

【路線C】南大嶼山郊遊徑
路線簡介：起點為南山，終點為塘福
長

度：約10.3公里

需

時：約3小時（未計休息時間）

難

度：2★（1★為最易，5★為最難）

其他詳情：請瀏覽http://lion.hkcccc.org
聯

絡：周寶熙牧師（23774024）
Polly姊妹（93794732）

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我們可按各堂實際的情況和需要，
為各堂擬定更適合各堂之野外福音活動！

3 2014勇獅野外天地【行山系列】—龍虎山行山徑
日

期：2014年5月6日（星期二公假）下午1-5時

路線簡介：盧吉道—克頓道（龍虎山郊野公園）→松林廢堡→維多利亞城界石→
香港大學
對

象：勇獅野外天地會員

費

用：全免

難

度：1★（1★為最易，5★為最難）

截止報名日期：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

4 2014勇獅一級山藝訓練證書（四月）課程
日期
2014年4月11、25日（五）
2014年4月13、27日（日）
待定

內容
理論課
遠足實習課
小組匯報

時間
晚上7:30-10:00
下午1:30-7:30
晚上7:30-9:00

地點
望覺堂
待定
望覺堂

對

象：12歲或以上，歡迎任何人士參加

費

用：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每位$250，非會員每位$300（不包括申請香港攀山
總會證書費＄30）

截止報名日期：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報名方法：請將填妥之報名表，於截止日期前電郵（ymwong@hkcccc.org）或
傳真（23977405）至本會，便能即時成功報名參與活動（2）或
（3）；活動（4）之參加者，除電郵或傳真報名表至本會，須連同
支票寄交本會辦事處事工部王小姐（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
念會所），以便辦理，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信封面請註明「2014勇獅一級山藝訓練」。
活動詳情或下載報名表：請瀏覽http://lion.hkcccc.org
查詢電話：23971022本會事工部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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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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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四月十七日在
本會望覺協和堂（協和小學（長沙灣）禮
堂）舉行，主題「我為你們所做的，你們
明白嗎？」，由羅達雄牧師證道，崇拜當
中有洗腳服事儀節。請本會牧師、宣教
師、各堂執事、長老及堂委、執行委員會
委員、各中小學及幼稚園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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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牧師長執交流會
本年度牧師長執交流會定於五月一
日（勞動節公假）假柴灣堂舉行，內容包
括靈修敬拜、由黃成榮博士主講專題「青
年牧養與教會發展」、分組交流及討論，
以及晚膳團契等，費用每位＄120，截止
報名日期為四月十五日，歡迎本會各堂牧
師、執事及長老參加，報名表格請致電區
會（23971022）索取。

新一屆常務委員名單
本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份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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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常務
委員成員名單如下：
執行委員會職員
主
席：黃成榮
副 主 席：翁傳鏗
書
記：梁遠耀
副 書 記：邱藹源
義務司庫：羅永潔
內部稽核：羅偉承
各常設部門主席
教務行政部主席：王家輝
信徒培育部主席：張亦農
社會服務部主席：郭偉強
福音事工部主席：鄧達榮
神學牧職部主席：馬志民
教育事工部主席：陳應城

課程取消
本會上半年度之新入職同工課程，由
於報名人數不足，已經取消；有意報讀有
關課程之同工，請繼續留意下半年度有關
課程之開課消息。

聲．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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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卷《匯聲》合訂本已製作完成

基灣小學（愛蝶灣）為七樓加建上蓋

第五十四卷《匯聲》合訂本（1/201312/2013，第665-676期）已製作完成，歡迎
堂校成員親臨本會太子道西辦事處索取，數量
有限，派完即止。

基灣小學（愛蝶灣）為使學生有更多活動空
間，經多年的努力，結果成功獲批在現時校舍七樓
球場加建上蓋，費用需要約港幣700萬元。為達成
此加建上蓋目標，學校正聯絡社會熱心人士捐助，
有關詳情可瀏覽該校網頁（http://www.ccckeiwan.
edu.hk）。

黃耘蔚牧師主懷安息
本會前任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黃耘蔚牧師，
已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美國加州安息主懷。
黃牧師原為本會前宣教同工，早年移民美國後
再受深造，受美國聯合基督教會按立為牧師，
一九七五年接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之聘，返港
任職編輯，同年獲接納為本會牧師，八五至
八八年間曾任本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八五年
起擔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第四任社長至九四年
榮休，其後返美定居。黃牧師畢生盡忠服事教
會，尤於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貢獻良多，今被
主安然接返天家，息了世上的勞苦，願主安慰
黃牧師之家人。

堂

小學校長會舉辦學習活動
本會小學校長會定於三月十四至十五日舉辦
「尋找偉人的足跡」學習活動，前往澳門及中山進
行考察學習，總幹事會隨隊參與，並負責專題部
份。

各校校慶消息
基順學校定於四月十一日舉行創校三十五周年
校慶感恩崇拜；培英中學及沙田培英中學定於四月
二十四日舉行創校一百三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基華小學（九龍塘）定於四月二十九日舉行創校
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會

香港閩南堂舉辦第三十六屆差傳培靈會
香港閩南堂定於三月十五至十六日（禮拜
六及主日）舉辦第三十六屆差傳培靈會，主題為
「使命人生」，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
授陳關韻韶女士擔任講員，第一場培靈會於晚上
七時四十五分在香港閩南堂北角舉行，第二場培
靈會於早上十時在香港閩南堂跑馬地堂舉行。

基順愛的家正式成為區會之非自養堂
本會一月份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接納基順
學校法團校董會之議決，讓「基順愛的家」佈道
所正式成為區會之非自養堂，並選派翁傳鏗牧師
及陳紹才校長為該堂之家務委員。

馬灣基慧堂成立分堂房角石堂
馬灣基慧堂已於本年一月十二日起成立分
堂，取名「中華基督教會房角石堂」，由該堂顧
問牧師劉世增牧師、趙玉琼宣教師及助理傳道駱
偉國先生參與事奉，堂址設於深水埗元洲街290296號西岸國際大廈9樓，現時聚會人數約七十
人。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紅磡基道堂已於去年十二月一
日起，聘得林日昇牧師為該堂主任牧師；廣福堂
已於二月一日起聘得林志堅博士為該堂義務宣教
師；元朗堂已於一月一日起聘得周瑞姬女士為該
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油麻地基道堂孔維樂宣教師已於
一月底離任；元朗堂鍾婉芬宣教師已於一月十二
日離任。

田景堂李萃婷宣教師弄璋之喜
田景堂李萃婷義務宣教師已於二月二十日喜
誕男嬰，新生嬰孩重2.23公斤，母子平安；祝願
孩子在主的愛和看顧下成長。

曾招群宣教師丁母憂
基道大埔堂曾招群宣教師之母親施五姊妹，
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
已於二月四日下午在世界殯儀館舉行。請各位同
工代禱紀念，願主安慰曾宣教師及其家人。

李信堅牧師丁父憂
合一堂馬鞍山堂主任牧師李信堅牧師之父親
李炳恆先生，已於一月二十三日主懷安息，其安
息禮拜已於二月十六日下午在大圍寶福殯儀館舉
行，翌日上午舉行出殯禮，隨後移柩富山火葬場
舉行火化禮；請代禱紀念李牧師一家，願主安慰
他們渡過哀傷時刻。

容慧燕宣教師丁母憂
長老堂容慧燕宣教師之母親、馬志民牧師之
岳母容杜佩英姊妹，已於一月廿七日主懷安息，
其安息禮拜已於二月廿二日上午在公理堂舉行，
願主安慰容宣教師及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