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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的神學尋索：
現況與前瞻 (三)

香港區會發展的理念與神學（1957-2013）

( 1 )	倡導合一、尊重、分享、平等（1957-1977）

因政局轉變，港澳地區的中華基督教會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了中華基督

教會香港區會（區會）。既是從廣東協會第六區會分出來，區會理所當然

繼續秉承中華基督教會一直持守的傳統。然而，由於西差會及傳教士在港

澳地區發揮引入資源和聯繫國際的功用，區會也從只高舉中國本色化和華

人主導，走出另一條強調彼此尊重、互相分享、平等參與和夥伴合作的教

會路線，讓中西、男女、教牧信徒、甚至堂校均能參與發展教會聖工。

( 2 )	向內發展教會人才資源，向外深入社會，發揮轉變世界功效，實

踐關懷全人福音（1967-1987）

經過十年的鞏固整合，區會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雖然面對西差

會及西教士逐漸撤出，卻能抓著香港社會經濟起飛的機會，運用政府投放

於教育和服務的資源，不斷開拓發展。一九六八年的代表大會報告書「主

的教會」闡述了一個以入世使命為核心的教會觀：（1）勇於接受時代挑

戰；（2）組織和培訓信徒有社會責任感及能在工作場所中服務；（3）

為世界的需要教會要合一，並且聯合起來去影響政府政策。這樣的入世教

會觀，其實是承傳自中華基督教會一直推行的天國實現在人間的神學思

想，並且切合戰後香港社會發展時政府對教會角色的倚重。在此神學思想

下，區會分別在一九六七年把事工中心定為「緊靠基督、深入社會」；

一九七三年透過堂會和學校向社會傳遞「三清運動」信息，即環境、思想

和生活的清潔；一九七八年響應國際兒童年倡議照顧弱能兒童；一九八零

年倡導「我愛香港」運動；一九八一年響應國際弱能人士年倡議向貧窮人

傳福音。

( 3 )	強調教會在世使命，關懷社群需要，推動多元聯合，注重教會質

量發展（1988-2013）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浮現，區會的發展路線及神學思想，

可以在一九八二年的宣教會議及一九八八年神學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對宣

教路向的期望〉看到。一九八二年宣教會議的五個專題所提倡的思想有：

（1）上帝是關懷人的，上帝子民因此有責任去關懷；（2）道成肉身的

基督進入了世界，使人得新生命，教會也當以行動回應社會需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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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存在是為了世界，基督徒有責任分擔

世界苦難；（4）教會的使命是求天國降臨在

地，又透過合一與分享，實現天下一家理想；

一九八八年神學委員會發表〈我們對宣教路向

的期望〉，當中提倡以下幾個重點：（1）重

申合一非一律的教會聯合精神；（2）繼續貫

徹透過服務來傳道的宗旨，並且重視文化使命

和福音使命並行；（3）教會的宣教要適應時

代需要，先洞悉社會問題，透過服務來傳道。

隨後，區會在一九九五年的〈中華基督教

會香港區會時代宣言〉；一九九八年的〈中華

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特區時代使命宣言〉及宣教

會議中神學牧職部發表的〈對宣教會議的數點

期望〉；二零零七年「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紀念馬禮

遜牧師來華傳道二百周年宣教會議使命宣言」中所作的

神學反省，大致與過去二十年的相近。但必須提的，自

回歸課題出現以後，區會的神學開始提出教會作先知、

祭司和僕人的角色，並逐漸突出關注社會公義，監察政

府的任務。

( 4 )	建立的神學	

區會於過去五十多年在港澳地區的傳道服務工

作，基本上可以反映了兩個主要神學思想：（1）以基

督為中心的信仰宣告；（2）教會使命在於世界，天國

彰顯在人間。

（1）以基督為中心的信仰宣告：區會數十年來高

舉以基督道成肉身為唯一的信仰中心，其實早在創會時

的「信仰綱要」第一條已經看到。由一九五七年開始

每年的事工中心，凡有關三一上帝的主題，只提耶穌基

督。例如一九七零至七四年連續五年，一九八零至八一

年及一九八三年共三年，都是以耶穌中心的。這個以基

督為中心的神學思想，一方面能讓信徒十分具體地認識

耶穌的事蹟和言行，從而相信、跟從和學效祂，最終活

出新生命樣式；另一方面又能以耶穌進入世界作為教會

進到人群的神學依據，去關懷社會中有需要的人，以服

務見證福音。		

（2）教會使命在於世界，天國彰顯在人間：教

會作為基督身體，因基督入世的信仰，區會

自然強調教會的角色在於其世界功能，並且

強調進行適切社會需要的使命。在一九八八

至二零一三年的二十五年裡，區會的神學表

述一直離不開社會—使命—教會三者的關

係，顯示出以社會需要來介定使命內容，由

使命內容來引動教會路向的思想模式，建構

了：教會發展與關懷社群、天國彰顯與社會

公義、生命轉化與文化更新、救贖恩典與人

性改造等，彼此緊扣相關的神學內容。（未

完，四之三）

「教會的建立和存在，一方面是見證耶穌的

生、死、復活，及其再臨。同時也是使信徒

聚 集 ， 享 受 團 契 的 溫 暖 。 教 會 更 是 藉 著 讚

美、宣教、禱告、施洗、守聖餐，以見證耶

穌救贖的作為和功能。」

—〈更新與改變〉 
（會訊 134 期，1968 年 7 月）

2 滙 聲．2014年6月

鍾立光牧師
基禾堂主僕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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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滙 聲．682期

鍾立光牧師
基禾堂主僕之言

談及教會使命，我們本能地會想到馬太福音二十八

章的大使命。不錯，這是一段關於使命的重要經文，同

時很多時候被視作為教會的唯一使命；但是，單單從這

段經文看教會使命是一個不完整的基礎。下面嘗試從馬

太福音九章35-38節，主耶穌的三層職事中，反省教會

的使命。

這段經文雖然只有四節，卻是重要而關鍵的使命

行動指引，因為當中不但包括了主耶穌的事奉向度，而

且交待了主耶穌向門徒發出的使命挑戰。九章35節描

述了耶穌的三層事奉方向，就是「教訓」、「宣講」和

「醫治」。但重要的是，耶穌是透過走遍各城各鄉的過

程中去實踐祂的使命。

（1）「走遍各城各鄉」：主耶穌的事奉是主動進

到人群之中，而不是被動地等候的。「城」和「鄉」顯

示祂的服事地區是沒有地域界限的。過去一段日子，教

會的形像都是躲在四面圍牆內，不但甚少主動進到人

群中，甚至別人希望進入都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太

內向，習慣在自己的安全區內。今天，當我們開始談及

「無牆教會」，或「使命教會」的六圓關係網，只不過

是返回主耶穌曾經走過的道路，重新再上路，這並非甚

麼新思維或新概念。但我相信這是今天教會面對後現代

的正確而有效的路向，是一個值得我們投資探索的領

域。改變傳福音策略是不容易的，是要付代價的；但是

這條是值得全力以赴的道路。改變不一定保證成功，但

不改變的代價更大。

（2）「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道理，又醫

治各樣的病症。」通常我們稱這節經文為主耶穌的三層

職事。福音書內描述關於主耶穌的三年傳道工作中，基

本上都可以包括在上面這三個動詞內。這裡我們看見教

會的使命必須包括「傳福音」、「教導」及「醫治」，

才能整全地彰顯福音的全面性，否則便會有所缺乏。

通常教會由於資源所限，加上過去一直強調馬太福

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因此，普遍傾斜於單以傳福音為

教會的最重要使命表達，以致給外面未信者的感覺是基

督徒重視說話多於實際行動，甚至錯覺以為基督徒是只

曉講而不曉做。「不要講耶穌」更成為一句諷刺基督徒

的笑柄。

在主耶穌的傳道工作中，祂從來沒有只講而不做，

祂不但講而且做，亦不忘記教導。主耶穌給我們最重要

的啟發是祂往往是從服事對象的需要開始。面對撒瑪利

亞婦人，祂便從「水」開始，引導婦人看到，原來她心

中一直追求心靈需要，而這個需要是不能夠從「丈夫」

那裡得到的，只有天父的愛才能滿足。對於「少年財

主」，祂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最大的弱點是財富產業，

他一日不能捨棄，便一日不能得到心靈釋放。結果他只

好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主耶穌給我們

最大的提醒就是教會不但是向未信者提供答案，更重要

是知道未信者面對甚麼問題和考驗。我們所傳的怎樣才

能成為他們的「好消息」？歌羅西書一章28節提醒我們

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諸般」就是多元化和創意

的傳播形式，這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挑戰。

（3）「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羊人一般。」這段經文一個重

要地方是提醒我們，教會實踐使命的動力來源是因為

看見身邊的人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於是便動

了憐憫的心，最後化為行動去回應。如何才能真正「看

見」，就是要主動進入不同群體之中，了解他們的處

境，明白他們的需要，然後才能有適切的回應服事。

今天，我們為甚麼看不見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因

為我們不願意亦缺乏勇氣走進人群當中，去感受和體會

他人的境況和需要。惟願我們真正悔改，重新學習主耶

穌的宣教典範，主動走到不同群體之中，體會和感受他

們的境況，然後按上主給我們感動，去回應這些呼喚。

從主耶穌的事奉看教會的使命實踐



特稿百年小故事
蘇成溢牧師
本會總幹事

誠靜怡牧師是一個為中國教會的合一和本

色化而身體力行的領袖。在合一方面，他早在

一九一零年二月已曾發表有關教會合一模式的文

章，並在出席同年六月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

時，對教會合一作了重要的演講。在本色化方

面，一九一零年十月他被倫敦會按立為牧師，派

任於北京東城雙旗桿教會（教會後遷米市大街）

後，積極推動教會自立自養，在一九一五年以

「中華基督教會」向政府立案，成為一所不分宗

派的自養本色教會。當一九一八年長老會、公理

會、倫敦會決議組聯合教會，誠靜怡被選派又有

份於其後的教會聯合籌備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中華基督教會在上海舉行第一屆

全國總會代表大會，誠靜怡牧師當選為首任全

國總會會長，並在一九三零年第二屆連任；到

一九三三年第三屆代表大會在廈門鼓浪嶼舉行，

他被選任為全國總會總幹事，又在一九三七年在

青島的第四屆大會連任，直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病逝於上海仁濟醫院。從會長到總幹事，共歷

十二年之久。

誠靜怡牧師除了是中華基督教會的傑出領

袖，亦是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基督教的

核心人物。他有份於中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委

員，又是一九一七年成立的國內佈道團發起人之

一，倡導向雲南、蒙古、黑龍江地區佈道；當

一九二二年舉行首次全國基督教大會，誠靜怡為

大會主席，其後擔任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多

年。

為我們的教會有誠靜怡牧師，我們當感謝上

帝，更因誠牧師對中華教會的建立和教會合一的

遠象，願我們都能承傳委身。

參考資料：
1.	 陳純嘏：〈中華基督教會運動大事記〉，《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七十周年1918-
1988紀念特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1988年），頁33-34。

2.	 Mervin,	 C.	Wallance,	 Adventure	 in	 Unity: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Grand	 Rapids,	Mic.:	Will iam	 B.	 Eerdmans	 Pub.	 Co.	 1974）pp.	 34,	 54-
5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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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3。

4.	 張伯懷：〈誠靜怡牧師一件未了的心願『中華歸主』〉，《中華基督教會全會
總會公報》第十二卷第一期（1940）:	7-8。

5.	 吳梓明：〈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運動〉，《華東神苑》2013年第2期，總
第10期（2013）: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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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港人港事
羅杰才牧師
本會牧師、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

滙 聲．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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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4勇獅野外天地【行山系列】
七月活動：	南丫島郊遊徑
日　　期：	2014年7月20日（日）下午2:30-6:30
路　　線：	索罟灣、模達灣、菱角山（或經石排灣）、返回索

罟灣、蘆鬚城泳灘、洪聖爺灣、風采發電站、南丫
島榕樹灣

對　　象：	勇獅天地會員
費　　用：	全免
難　　度：	★★
截止報名：	2014年7月11日（五）

二、2014勇獅野外天地【暑期特別FUN系列】
七月活動：	親子上窰郊遊樂
日　　期：	2014年7月27日（日）下午2:00-6:00
地　　點：	西貢上窰郊遊徑
對　　象：	歡迎任何親子參加，年齡不限
費　　用：	每位＄10
截止報名：	2014年7月18日（五）

八月活動：小學生領袖訓練之野外遠足體驗
日　　期：	2014年8月16日（日）上午10:00-下午6:00
地　　點：	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遠足研習徑
對　　象：	小三至小六學生
費　　用：	每位＄60（包午膳，請自備八達通乘搭巴士）
截止報名：	2014年8月1日（五）

報名表格：	請於勇獅網頁http://lion.hkcccc.org下載
查詢電話：	23971022王小姐

誠靜怡牧師如何貢獻 
中華基督教會和中國基督教

合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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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港人港事
羅杰才牧師
本會牧師、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快要在足球

王國巴西舉行了，全世界的球迷翹

首以待，心情忐忑。世界盃在巴西

舉行，應該是天時、地利、人和皆

有，為何會心情忐忑呢？原因是巴

西社會弊病叢生，社會不穩。如今

不但揭幕戰的球場沒有建好，更是

示威連連，搶劫處處。反政府的組

織和民眾，更加利用這樣的時機打

擊政府。今屆世界盃，即使能順利

完成球賽，球場外的政治紛爭，恐

怕仍是沒完沒了。

世界盃以外，巴西政治的不

穩，社會的混亂，其實同樣值得我

們細看深思。其實，政治不穩，治

安不靖的，又何止巴西？遠的烏克

蘭、埃及不說，近的台灣，泰國，

和我們自己的香港，豈不各有麻

煩！

回歸初期，聽陳坤耀教授分析

世界經濟走向，陳教授說世界有很

多國家和經濟體，但成功的卻是不

多。他數出美國、歐洲、日本⋯⋯

香港，並說香港的成功其實得來不

易。當日陳教授對香港前景充滿樂

觀，我也被他鼓勵。不知陳教授的

分析與信心，今日是否依然，但我

卻是有所擔心。因為香港社會一直

引以為傲，賴之繁榮的「三權分

立」（行政、立法、司法），或再

加上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四權

並足」，已經出現了撕裂、對立，

甚至攻擊的局面。

如今立法會敵意鋪張，拉布

蔓延，那裡已經不是議事堂，而是

「立法」攻擊「行政」（政府）的

擂台。甚至連「司法」（法院）亦

一而再，再而三被激進的社運人士

作為政治鬥爭的終戰場。已經有不

止一位法官呼籲，法庭並不是解決

政治紛爭的地方。真是烽煙處處，

境無寧日。

最近的大戲碼，當然是歷史上

首次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答問大會被

腰斬。行政議會召集人林煥光，形

容如今的行政立法之間的緊張，已

到了臨界點。報章的評論與分析，

大致亦持相近意見。其實香港市民

又怎會不清楚，只是不知道這些政

治之爭，最後會如何終場。

球場之上，兩隊對決，其實

也關係榮辱得失。因此領隊除了選

兵佈陣之外，亦會奇謀盡出，甚至

爾虞我詐，但是一切都必須依照規

矩。因為球賽不但受球例規範，還

有球證執法，更受有觀眾監察。因

此，打矛波會被罰出場，越位會被

吹停，至於拉布，雖然難以處罰，

但這種沒有體育精神的表現，只會

得來「噓」聲，不會得到掌聲。因

為這不但沒有體育精神，更會破壞

球迷對足球的熱情。

如今小部份議員以拉布、點人

數等等方式，阻礙立法會的議事功

能。三數人控球在腳，互相短傳，

其他的泛民議員則消極支持，以不

參與、不支持，不反對，任由繼

續。於是立法會內悶戰連場，就連

對方球員（建制派）也悶到出場，

觀眾（市民）就更加「無眼睇」

了。

足球之吸引，是球員和球隊踢

出悅目的足球，這正是巴西和巴塞

受歡迎原因，也是世界盃的魅力所

在。政治政見的爭持，政黨政府的

比拼，如果攻守有道，情理兼顧，

必然能吸引市民對公共事務（政

治）的興趣。如今拉布三子（其實

是大部份泛民議員），為了打擊政

府（政府也有問題，但和此文題旨

無關，暫且不論），透過用拉布，

或擾亂程序（如擲物）等等方式來

表達訴求。並以為可以加強吸引市

民對政治的參與（與政府抗衡），

提高公民意識，但結果恐怕會適得

其反了。因為除了少數極端的球迷

之外，即使是某一隊的擁躉，也是

會看球隊和球員的表現，因為真實

的球迷只會欣賞有水準的足球，而

不會因為自己所擁戴的隊伍，以犯

規、拉布，贏得比賽而興奮。

不講技術或沉悶的比賽，觀

眾是會選擇離場，甚至不入場的。

激進泛民以為用拉布或其他擾亂方

式，可以增強市民對政治的參與，

保住自己的支持，其實只會使更多

人離場或不入場。「佔中」熱情的

冷卻，正是最好的證明。下一場的

民主大賽，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恐怕更多

人不肯入場。香港的足球已經衰

落，政治（行政、立法、司法）能

否維持？社會和經濟能否發展？這

不但看政府在場如何表現，還看我

們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是否願意齊

心踢好場波！

滙 聲．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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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3949

網址：http://clinpsy.hkcccc.org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紓 壓 及 心 靈 更 新 服 務

彭曉宏
本會臨床心理學家

近兩年本會的臨床心理服務，

應九倉「學校起動」計劃的需求，

到數間非本會的中學提供輔導服

務，並與學校社工進行個案會議。

這些學校大多為第三等級的中學，

學生的問題及家庭背景亦較為複

雜。

學校社工面對的問題
學校社工面對的學生個案，

典型都是學習動機低、家庭管教鬆

散的學生。這些學生常常遲到、早

退、缺席。他們既跟不上學習，亦

找不到留在學校的意義，他們覺得

晚上的兼職工作或與朋友玩樂才算

是他們的生活。駐校社工常吐苦水

說：「要見到人才有得work㗎」，

很多時候他們想約見學生及家長都

非常困難，因學生大部份時間根本

不上學，社工聯絡不上其家人，即

使聯絡到家長，但他們對子女的問

題也表現得無能為力。引述社工的

分享，有個別家長只來面談一次，

坦言那次是來托孤：「我已沒有能

力再教好佢啦，希望老師及社工你

地可以幫我教好佢⋯⋯」。這些父

母與子女的關係早已出了大問題，

父母本身的問題也不比子女少。

這些學校比較好的個案，是那

些出席率穩定的同學。他們較有動

力學習並較投入校園生活，與同儕

關係較好，較多從課堂及課外活動

獲得滿足感，校外壞朋輩的拉力較

小。然而對這些個案，師長及社工

也不能掉以輕心，亦要無時無刻幫

他們處理朋輩、家庭關係等問題。

以免一個不小心，他們的情況突然

轉壞。

輔導學生的點滴
「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

處理問題較嚴重的學生確實不容

易，一開始就希望他們改變更沒可

能，何況他們多數擺出一副「生人

勿近」的防衛態度。然而一次又一

次的經驗，讓我肯定的是，只要用

「心」去關心並認識他們的「生

命」，先放下一切的訓誡和期望，

只是單單走近，單純地去傾談及了

解，便會發現他們並不是那麼難接

近。他們會慢慢打開心扉，分享自

己現在的生活，繼而分享過往的故

事及內心的感受。

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

我們會痛心發現他們很多都是受傷

的一群，而很多時候那些創傷是家

庭造成的。舉其中一個個案，學生

的母親數年前與父親離異出走；

哥哥深受打擊，由成績優異生變

為問題學生，最終輟學並誤入歧

途。父親情緒低落仍常半夜飲泣，

而學生也出現身心症、成績下滑、

在學校與同學老師衝突。幸好，學

生在學校有老師及社工的關心，也

沒有終止教會生活，因而情況不至

變得太壞。我與學生傾談，讓她回

望過去數年父母離婚，母親拋棄他

們對家中每一個人的打擊，然後給

予她一些心理知識，讓她明白這種

經歷會對身為子女的她造成甚麼影

響；學生漸漸從悲傷及憤怒的情緒

走出來，也明白了自己及家中各人

的處境；之後我鼓勵她重整自己、

重新掌舵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一

年後，我們都看見學生再一次有動

力，多方面（學業、社交、課外活

動等）健康地發展。

人往往因為在生活中遇上不幸

事而心靈受傷，青少年時期如加上

未有穩固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沒有

成熟的師長在旁關心指引，真的很

容易迷途—結交黑社會背景的朋

輩、夜蒲、隨隨便便拍拖、婚前性

行為、離家出走；以不同的方法麻

醉自己：性、酒、賭、吸毒⋯⋯，

甚至沉溺成癮。不過，如果他們在

較早時獲得關心和引導，很多時都

可以重新出發，接受別人關心和建

議。

感動並欣賞的是，我所接觸的

社工及老師，都是很有「心」的教

育工作者，小息午飯放學等時間，

周圍都會看到社工、老師們與學生

在走廊傾談。我也從學生、老師和

社工的臉上看到美善的光彩。

滙 聲．2014年6月

工作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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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黃成榮教授、常務委員會中的五位常務委員、總幹事與

副總幹事，一行八人前赴上海，訪問基督教全國兩會

（「兩會」即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基督教協會

的合稱）、上海市兩會及華東神學院；其後轉往北京，

造訪國家宗教局、北京市兩會及兩所北京市教堂。

行程的首站，是與上海市兩會的領導見面，受到他

們的盛情接待。我們彼此雖有些人是初次見面，但在主

裡面，我們彼此交流，了解港滬兩地教會的發展情況，

對彼此關心的課題互相交換了意見。

我們在上海，花了較長的時間訪問全國兩會。當

日，由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長

老，連同多位全國兩會的同工接待我們，並向我們簡介

全國兩會的教務發展情況。近年全國兩會有多項發展，

如過往以雜誌方式印刷發行的《天風》（是內地教會主

內交流及教導的雜誌），昔日編輯部已轉向不同媒體發

展，包括發展網頁事工，增加接觸層面。另外，國內教

會的社會服務，過去主要是透過與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

愛德基金會來進行；現在國內教會也正著手以基督教的

名義，直接開辦社會服務，包括福利和敬老院舍。傅長

老更表示，希望能在合適時機，開辦基督教醫院，為人

服務。此外，我們也關心香港的牧者同工，在內地探訪

教會時遇到的禮儀及牧養問題，還有近日傳媒報導，有

關浙江省部分教堂的建築物或十字架遭拆掉的事件等，

傅長老也一一坦誠與我們交流。讓我們了解到國內教會

發展，與國內宗教政策的落實情況。

我們在上海期間，也造訪了華東神學院。華東神學

院除了是為華東地區教會，培育教牧人員的神學院外，

她在圖書館二樓的資料庫，收藏了大量文革前的教會文

獻。蘇成溢牧師便帶領我們觀看資料庫中，包括中華基

督教會全國總會於一九五七年前所出版的公報。面對這

些與本會有密切關係的原始資料，我們都希望有機會能

把資料加以覆印，讓本會可作保存及整理。

離開上海後，我們轉往北京。我們首先前往國家宗

教局，作禮節探訪，了解國內現時有關基督教的宗教政

策，我們亦關心有關浙江省部分教堂建築物遭拆掉的事

件。隨後，我們得到北京市基督教兩會的于新粒牧師及

其他領導接見，除了了解北京市基督教的發展概況，也

希望可多了解中華基督教會昔日在北京的情況。

我們在北京也探訪了兩所基督教堂，分別是崇文門

堂和豐臺堂。崇文門堂是北京市最早恢復宗教活動的基

督教堂，事工也有相當發展。如對病者的關顧，初期主

要是對患重病信徒的關顧，現在已發展至信徒的親友，

亦不論是否信徒，都會進行床邊關懷。對於香港教會慣

常到醫院探訪的經驗，我們或可作為日後彼此交流的課

題。

我們探訪的另一所北京市堂會是豐臺堂，相對崇文

門堂，豐臺堂是北京較為新建立的堂會，是由多所從前

較細小的教堂堂址，綜合而建成的新型及佔地較廣的堂

會。豐臺堂主任牧師原是一位退休工程師，退而不休，

退休後獻身事主，義務擔任主任牧師，發展堂務井然有

序，重視主日崇拜的講壇，亦發展各種各樣的堂內聚

會，聚會人數亦增長迅速。為了發展牧養事工，豐臺堂

亦發展團契生活，並且組織信徒，在登記的信徒家中，

進行小組聚會。

匆匆數天，我們走訪京滬兩地教會，維持及深化

彼此的主內情誼，延續國內落實宗教政策以來，本會與

國內教會的接觸，也為了承傳本會發韌於中華大地，建

立本色化教會，追求合一的精神。面向數年後的百年會

慶，深盼本會主內同道，尤其是年青一輩，一同努力，

承傳本會的創會精神。

2014年常務委員探訪京滬兩地基督教會

拜訪國家宗教事務局，與外事司肖虹副司長（前排左五）、
趙建政處長（前排左三）、王偉芳副處長（前排右一）及北
京市基督教兩會副秘書長劉洪亮先生（後排右一）合照。

一行八人攝於全國基督教
協進大樓原址前（左至
右）：張亦農牧師、王家
輝牧師、蘇成溢牧師、黃
成榮教授、吳碧珊牧師、
翁傳鏗牧師、梁遠耀牧師
及郭偉強執委。

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長老（站中者）及
全國兩會海外聯絡部主任歐恩臨長老（左一）攝於聖三一堂。

滙 聲．6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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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小組定期舉行「西九轉化祈禱網」聚會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支援同工組，由六月起將定期每月舉行

一次「西九轉化祈禱網」聚會，歡迎本會西九龍區堂會負責青少

年事工的教牧同工及福音幹事預留時間一同參加，以禱告互相支

持和祝福。第一次聚會定於六月十二日下午假望覺協和堂舉行；

本年內聚會日期為七月三日、八月七日、九月四日、十月九日、

十一月六日及十二月四日。

 婦女小組分區探訪活動
婦女小組分區探訪活動，定於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

探訪香港閩南堂（香港跑馬地山村道9號），內容包括祈禱、詩

歌、信息分享、參觀香港閩南堂及茶點等，歡迎本會各堂有與趣

的婦女及教牧同工參加，截止報名日期為六月十三日，查詢請致

電23971022王綺雯姊妹。

人事動態
本會助理執行幹事李恩德宣教師，已於五月底離任，將轉往

堂會繼續事奉。

香港閩南堂立會七十六周年堂慶
香港閩南堂為慶祝立會七十六周年堂慶，謹訂於六月十三及

十四日（星期五及六）晚上七時四十五分，在香港閩南堂北角

堂舉行感恩培靈會，並於六月十五日（主日）上午十時在跑馬地

堂舉行堂慶聯合崇拜。上述聚會均由本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主

講，歡迎主內弟兄姊妹蒞臨參加，同頌主恩；查詢請致電2893-

2242。

大埔堂富善佈道所遷址
大埔堂富善佈道所自五月十一日起，主日崇拜改於港九街坊

婦女會孫方中書院（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643號）進行，辦公室

將於七月一日起遷往大埔南坑村69號地下。

資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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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連妙結」長老堂堂慶消息，正確應為「長老堂舉辦開基

七十五周年堂慶培靈會」。

區會直屬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

本會直屬幼稚園2013至2014年度聯合畢業典禮，定於六

月十八日（星期三）假荃灣大會堂舉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福音事工部　主辦

柬埔寨短宣體驗團2014
日　　期：	2014年10月14-19日（星期二至日）

地　　點：	柬埔寨金邊

內　　容：	關懷探訪、提供醫療服事

對　　象：	本會同工及信徒（15歲以上，本會信徒

需經主任牧師推薦）

名　　額：	15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　　用：	每位港幣5,500元（費用必須於截止報名

日期前寄交區會方能作實）

集訓日期：	9月3、10、17、24日（共四次，逢星

期三晚上7:30pm	）

截止報名：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查　　詢：	23971022陳立怡宣教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信徒培育部 主辦

二零一四年暑期聖經課程

主題：以愛為本全為社群

日期 講題 講員
18/7 在堂區中作光作鹽 陳嘉恩牧師
25/7 城市宣教、牧養鄰舍 鄧達強牧師
1/8 城市轉化、喜樂天水圍 王寶玲牧師
8/8 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十字架 許開明牧師
15/8 政治黑暗、社會動盪、	

獨善其身？
蒲錦昌牧師

22/8 現代的好撒瑪利亞人 鍾立光牧師

時間：	晚上7:30至9:30

費用：	每位＄120

地點：	本會望覺堂副堂（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3樓）

截止報名：2014年6月30日

查詢：	23971022

網頁：	http://www.hkcccc.org

目的：	（i）以聖經為本反省基督徒社會參與的基礎和理念

　　		 （ii）分享實際參與服事中的體驗

日期：		2014年7月18日至8月22日（逢星期五，共六堂）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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