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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不平凡的2017年：

相信大多數華人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新教第一位到中國傳道的宣教士，
是馬禮遜牧師。作為中華基督教會的會友，因馬牧師屬倫敦會及倫敦會是中
華基督教會的創會成員，自然有一種一脈相傳的體會。

蘇成溢牧師

改革、宣教、合一 （二）
一八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馬禮遜牧師從英國格累甫森起航，途經美國
紐約，經歷了約八個月航程，於九月四日抵達澳門，九月七日到達廣州，開
展他隨後二十七年在中國的傳道工作，直到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歿於廣州，
遺體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根據其墓誌銘所刻，馬禮遜牧師不單是基督新教
首位來華宣教士，畢生致力開拓救贖主的國度，他更有三件創舉：（一）編彙
出版《漢英字典》、（二）在馬六甲創建英華書院，以及（三）獨力漢譯《聖
經》。 1 因此，馬禮遜牧師是中國基督教發展及十九世紀基督教宣教運動一個
開創歷史的先鋒，更是值得我們敬仰的宣教偉人。
從馬禮遜牧師一生的事奉，我認為最少有以下兩方面值得今天的教會認
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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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福音：作為一個傳教士，馬禮遜牧師十分清楚他的使命並
非為英國商人服務，也不是為促進東西文化交流，乃是為天國的福音。正如
在一八零六年十二月他給哥哥的信說：「⋯⋯我是祂那位不配的僕人，出去
是要見證上帝恩典的福音，也深信福音對所有相信的人都是上帝的智慧和大
能。」 2因此，雖然在禁教的限制下，馬牧師仍竭力找尋機會向人傳福音，他
經過七年努力，終於為中國基督教結出第一顆成果。 3今天，教會要管理的事
務和開會討論的議案繁多，但，到底有幾多是與傳播福音有關？福音工作是
否仍是教會事工計劃的重中之重？
（二）培訓人才：由於當時廣州及澳門對基督新教極度限制，於是馬禮
遜牧師要尋覓其他可能性。經多方探索，終於決定派米憐牧師到馬六甲籌建
宣教基地。馬六甲宣教基地除了繼續向華人傳福音的使命外，最核心是辦一
所中文學校培訓華人神學生，到中國及其他地方傳播福音。這就是英華書院
的開始。 4從一八一八年至今快二百年，本會一直承繼着傳播福音與教育人才
的優良傳統，一方面我們認定學校是一個宣教禾場，以「透過學校、傳道服
務」宗旨使學生得豐盛生命，另一方面學校也是為教會、社會和國家栽培有
使命感的人才的地方。今天，區會及堂會在香港辦理着約八十所學校，願我
們都能在學校見證福音，又能指導學生找到有使命的人生。（待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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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亡人編，鄧肇明譯：《馬禮遜回憶錄（全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8），頁
560。
同上，頁52。
根據馬禮遜日記，他於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在澳門一處海邊高山山腳有泉山的地方，為一
名叫蔡高／蔡阿高的華人施洗。（近代學者經各種考證，認為受洗者的正確姓名應該是蔡科／
蔡阿科，這是因為在馬禮遜日記先後出現A-Ko 及A-Fo而後者較多）參同上，頁200、213214。
同上，頁202。

屬靈雋語
「以敬神為立身之基；以愛鄰舍為處世之法。」
— 王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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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僕之言

杜德富宣教師 |

香港閩南堂

滋 潤 人 心
小時候的我不喜歡冬天，不單單是天氣冷的原因，
而是原本已經乾燥的皮膚，在冬天就更加雪上加霜。人
大了，知道有辦法去改善，只要定時塗上一點潤膚露便可
以，但問題是經常都會疏忽了、又或者是忘記了。在一次
靈修中，當我讀到出埃及記第六章（出六1-9），讀到第
九節時，心裡感覺得很可惜，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宣告祂的
身分，又向以色列人肯定祂的應許，但得到的就只有：
「摩西把這話告訴以色列人，但是他們因心裡愁煩，又
因苦工，就不肯聽摩西的話。」
看以色列人失敗的地方很容易，但試想一下，我們今
天生活在都市中，因著此時此地的「苦工愁煩」，又何嘗
不是常常忘記去聽上帝的說話？
都市生活如何忙碌，不用多說，午餐的時間有時也
需要開會，回到家中尚有餘力，也在想着未完成的工作該
怎樣處理。當然，工作的情況各有不同，不能一時之間改
變，但可以的是在安排上稍微改動，例如在一週的午飯時
間中，找一天吃簡單的午餐，給自己有15分鐘安息的時
候，如工作的環境不適合，可以出外走一走，在獨處中感
受一下個人的情緒和思想。
回到家中，可能對某些人來說，又進入了另一個「工
作」的環境，建議大家同樣地在一週中，找一個短暫時間
來作個人安靜；提醒各位，這是需要和家人先溝通好，
以免引起誤會。個人安靜可以給自己一個調理的時間，
使身體和心靈回復安穩，然後去讀上帝的話語，從中細味
一番。可以的話，透過能觸動你思想的方式，如聽覺上可
以揀選詩歌、純音樂；視覺上看一些圖片或對你有意義的
小擺設等，這一切都可以幫助我們去默想，藉上帝賜給我
們的感官，發展我們的潛力，在理性和文字以外的一個空
間，靜聽自己的心聲，讓主的話語引帶我們，在禱告中安
心向主感恩和傾訴。在起初的時候，可能會感到為做而
做，但經過兩三次嘗試之後，你會漸漸地享受有這樣一段
分別出來的時間。
上文提到，我們常常把該做的事忘記了，在教會事奉
也可能忙過不停，把自己也忘記了！事奉是理所當然，但
不要忽略心靈的需要，要懂得作出平衡，就如我們經過忙
碌的工作後，也會找時間休息，好好和家人相聚。
很多人有計劃和家人每年去渡假，希望大家也可以
在每年中定出三幾天，有個人或和配偶安靜一下的時候。
生活在都市中，有很多責任要承擔，每天又吸收了大量的
廣告和信息，作為一個有靈的人，很需要有一個機會停一
停。各位，上帝創造天地在第七天「停止」祂的工作，讓
人有休息的機會，更準確地說上帝是吩咐人要休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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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日，上帝已經完成了造物之工，就在第七日安息
了，歇了他所做一切的工。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將它分
別為聖，因為在這日，上帝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創
造的工。這就是天地創造的來歷。」（創二2-3）所以，
除了每星期要有安息日，在每年安排有幾天放下工作，享
受上帝賜給我們與祂親近的時間是個恩典時刻。
我記得有一次退修的經驗，那時還是夏季時節，在
一所靜修營舍中，我聽着詠唱的詩歌，雖然不在意是甚麼
歌詞，但一邊聽一邊看聖經，使我比平日有更多思想的空
間，在微微的冷氣中，我竟然能安坐一個小時，看到安坐
於佈置雅致的廳中，令我想到上帝的創造是很美麗和很有
秩序，是個美好的世界，與都市中密集的樓房真是無可比
擬，真的很希望人能回歸到上帝原來的創造中。
說到這裡，大家不妨把手伸出來看一看，它是否很乾
燥、還是保養得很好？塗上一點潤膚露不費甚麼時間，也
不必要是昂貴的品牌，就如親近上帝的方法，我相信沒有
最好的，只要是循序漸進，適合你便好了。靈修好像去滋
潤我們的身心，不要讓它枯乾下去。

宣教萬花筒

葉青華牧師 |

合一堂北角堂

泰國東北短宣之旅2017

在上主的恩典中，我們一行
十一人踏上了這次泰國東北短宣的旅
程，在曼谷的拿撒勒人教會過了一個
晚上，翌日我們終於到了泰國東北的
烏汶府，在這短短六天中，我們聽
到、見到、也經歷到不少事情：
當地一位同工雖已屆退休之
年，三位子女皆已成材，其大兒子更
在前年開始了一間新的教會，就是我
們今次主要合作的GCC教會，但仍
心念家鄉中絕大多數人仍然在福音的
門外，所以正計劃把祖傳的一片土地
（約六畝多）奉獻出來，因應所在附
近有中、小學，更有一間專門訓練社
工的學院，所以希望能建為一個能接
觸青少年的福音基地和教會。但再問
他怎樣開展？他只是誠實的說不知
道，但相信上帝必帶領和賜福。聽到
這位同工的分享，你會有何回應？
我們遇到一位女孩，她今年
十六歲了，四歲那年因一次打錯針，
她便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她的外貌跟
一個普通的女孩無異，但她有康復的
機會嗎？她的媽媽說 :「沒有，因為
我們沒有錢，另外也可能病得太久
了⋯⋯」。

我們又認識了一位婆婆，她的
體重曾經跌至50磅，只能完全臥
床，醫生已決定不再用藥，但在一次
祈禱後，她卻從死亡的邊緣回轉過
來，更帶了她家附近不少人信主。在
我們探訪當日，她竟能步行過來與我
們相聚。看見了上帝這樣的工作，你
有甚麼話想說？
這次的短宣雖然來去匆匆，但
我們也把握這機會進到當地學校中，
透過教導英語來與當地人建立關係，
以利教會在其中作更多福音的工作。
這是一間天主教學校，由幼稚園到高
中共有接近二千學生，但在學校之
內，並沒有教導聖經的課堂，原因是
找不到人來教。因著短宣隊一次又一
次的到訪，學校不但願意繼續接待短
宣隊，讓短宣隊透過教學來與學生和
老師們建立關係，也邀請了教會的傳
道人在他們的教職員會議，以及學校
的特別課堂上講解聖經與生活的關
係。校長一再強調，若短宣隊認為可
行的話，可以透過營會來進行活動，
在其中不但教授英語，甚至普通話也

宣教小故事：
宣教需要毅力— 靠主堅持下去！

葉青華牧師 |

可以，同時因為在營會中，我們將會有
更大的自由和空間，跟學生與老師分享
我們的信仰。
知道了這個邀請，你認為我們的教
會可怎樣回應？
感謝主的恩典，因為在這樣的地
方還有福音傳給他們，也有教會被建立
起來，但這地方足有15個香港大，但
卻只有25間教會，每間教會約有40人
聚會，你認為這裡需要更多福音的工人
嗎？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太九37）— 我們可能已聽過這節
經文不下數十次，這一次又給你甚麼樣
的感動？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們一群人一起
經過了這幾天的短宣旅程，在結束這旅
程時，不少人都說：「希望能夠再來，
今次教學的時間不夠，今次探訪的時間
不夠⋯⋯。」盼望更多有心宣教的同路
人，能夠再上征途，一起聽到、看到、
也經歷到上主福音的大能。

合一堂北角堂

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拓荒宣教
工作已經多年，他花了幾年的時間學習印度語，已把經文譯
成當地的方言，也備妥字典與文法手冊給他的後繼者。

恩。在他去世之前，他再次完成了譯稿，甚至還加以改進。

有一天，當克里外出時，一場大火燒毀了他所住的房
子、印刷機、許多本聖經，還有寶貴的翻譯原稿、字典、文
法手冊等，一樣也不剩。

宣教從來都不是一條一帆風順的路，要成就宣教大業，
就得有恆久的忍耐。有時道路崎嶇漫長，責任又艱鉅難當，
讓我們一起學習如此祈禱︰ 「願主—我們上帝的恩寵歸

當他回來，得知這慘痛的損失之後，他竟跪下來感謝
上帝，為著他還有體力，可以把整個工作從頭再做一遍而感

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
工，願你堅立。」（詩九十17 ）

遭受那樣慘重的損失，卻能毫不怨天尤人，這種堅忍的
毅力實在是信心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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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港事

張漢強牧師 |

上水堂

選舉 冇 眼睇,
政 綱咋咋帝?!

1

2

3

在截稿之日，特首提名剛過，確定了三位候選人。執
筆時，大概還有三個多星期，新一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便會揭曉（如果不流選的話）。一任五年的特首，對於
香港的發展，當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故此，任何一位特首
的施政理念，他／她的政綱，亦是舉足輕重的！可惜，由於
不少人都認為，這是一場「小圈子選舉」，故此，對於每一
個候選人的政治理念，都不太關注。 1 事實上，從坊間或電
子媒體所見，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選舉，變成了一場「跑
馬仔」的大戲，於是，政綱較少被討論，反而，政治上的
揣測，卻是多如天上繁星。諸如，「只要不是梁特首2.0便
好」、「只要帶來香港和諧，甚麼政綱都不重要」、「政綱都
是咋咋帝，隨意寫的」、「特首選舉只是西環亂港的時機」、
「兩個爛橙揀個冇咁爛的」、「現在看民意比政綱重要」、
「等候習主席何時拍板」等等，於是，參選者被約化成一個
「符號」，整個選舉最終只是「一人話事」，與及有份推選
特首者，是否可以從中抽水的一場政治秀！選舉至此，其實
是有點令人洩氣。但更令人洩氣的是，這種只有政治秀的視
野，或因為羊群效應，或因為「面書」上同溫層的效應 2，而
使這種「只見政治，不見政綱」的奇怪現象，竟然不斷承傳
及拓展下去！ 3
無疑，目前的選舉是一個小數人代表著多數人的選舉，
而且代表性一直存疑。只是，政治在某程度來說，就是一種
妥協。既然當日不要「袋住先」，今日就要面對現實！現實
上，眼前的特首選舉，的的確確是一個選舉。作為一個選
舉，就要關注它的政綱，關注當選後的施政可能，關注整
體利益的平衡等等，而不應單單是，只著眼於「亞爺揀邊
個」？！這種以「幕後之手」來決定誰可當選，我們可以表
示我們的不滿不快不同意，但是，我們卻不可以因此而對各
個候選人的政綱，置若罔聞，或輕輕帶過。事實上，將來，
我們要能夠判準已當選的特首，靠的，就是他／她曾經承諾
的政綱。 4環顧目前三位已經被確認的候選人，他們的政綱都
有某種針對性，當中是由民粹主導？是由亞爺指揮？抑或是
真正為民生的綱領？此間，都有很多值得解讀的空間。 5事實
上，我們惟有透過自身對各候選者的政綱閱讀與解讀，而不
是被動地，讓媒體或同溫層所帶動，我們才能促進自身在民
主路上的成長呢！
本文刊出的日子，新一任特首還有個多星期便會選出。
但願我們能在這個多星期，多為是次特首選舉禱告，同時，
也多關注是次選舉中各候選人的政綱。但願上主，賜福這
城。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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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媒體是有報導的，但編幅不多。比如，「香港01」
（http://2017hkceelection.hk01.com/policy?qid=1）、
「橙新聞」（http://www.orangenews.hk/news/
system/2017/02/16/010050635.shtml）、「etnet經濟通」
（http://www.etnet.com.hk/www/tc/news/supplement_ce_2017.
php?type=compare）等，都有重點報導。
近年網絡上的社交媒體，因為「同溫層」的效應，著實帶來不少問題。
比如，在面書上好像讀了很多文章，但最終卻只見一個觀點。有興趣這
方面的觀點，可讀郭慧撰稿的《我們讀的國際新聞越來越多 但為甚麼只
有同一種觀點？》（網址：http://tedxtaipei.com/articles/listening-toglobal-voices/）
同溫層效應在是次特首選舉中，可以見到不同的溫層有不同的反應。
可參文章：鍾嘉瑩：《四個同溫層，誰才是特首選舉的民意真相？》
（載於《端傳媒》2017-01-26）（網址：https://theinitium.com/
article/20170126-hongkong-internet-comment-ce/）。另外，可參李
佳佳：《同溫層使你更自戀》（載於《天下雜誌》2017-02-28）（網
址：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814）
被確認的三位候選人的政綱，分別可於以下連結下載（排名不分先後）：
胡國興 ：http://woo-kwok-hing.com/assets/docs/platform-chi.pdf
林鄭月娥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edia/my/2017/02/
Manifesto_c_v3.pdf
曾俊華 ：https://www.johntsang2017.hk/upload/platform/
JohnTsang2017_election_platform_tc.pdf
比方說，林鄭建議將來要設立「宗教事務小組」（見林鄭政綱的6.426.44項），奇奇怪怪地表示要檢視宗教用地的地價政策。有以為林鄭這裡
所言的，其實是中共要她寫下來的內容（一種陰謀論，將來要在香港搞統
戰），亦有以為她這種描述是要預備向宗教界開刀（打算削減對宗教界優
惠）。是耶非耶，與其猜測，不如將擔憂直言，期望候選人多作說明，甚
或修改政綱，這才市民應盡之義。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社會服務部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主辦

「童玩同行」親子互動遊戲工作坊
目

標： 1）學習遊戲對幼兒成長及親子關係的意義
2）學習與幼兒遊戲的態度和原則，讓遊戲進
到生活和管教中
3）透過親子活動，與孩子共同體驗輕鬆玩、
親密玩及安靜玩的時間，並深化課堂學習
內
容： 1）家長學堂（學習與反思）
- 2017年4月27日及5月4日
- 上午9:30-11:30
2）親子活動（體驗與應用）
- 2017年5月11、18日及6月1、8日
- 下午2:30-4:30
3）經驗回顧（整合與深化）
- 2017年5月25日及6月15日
- 上午9:30-11:30
＊ 第1及第3部份為家長課程，請勿攜孩子出
席，中心不設托兒安排
地
點：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講
員： 馮璇姑娘
對
象： 3-6歲幼童及家長
費
用： 每位家長＄600，夫婦同報每位＄550
名
額： 6-8對親子參加者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寄回本中心（九龍太子道西191
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參加者需經一次
組前甄選面見以瞭解參加小組的合適性，經
確定合適參加才需繳交費用
報名表格： 可於中心網頁下載 http://fssctr.hkcccc.org
查詢電話： 23971495 謝小姐／馮姑娘

專 心專講

陳永佳 |

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屯門特殊幼兒中心的一天
每年八月，區會社會服務部屬
下的屯門特殊幼兒中心都會有一個大
日子— 就是舉行畢業禮；對我來
說，亦往往是其中一個叫我很感動的
日子。在這個畢業禮中，除了一般的
致辭、表演和頒獎的環節之外，還有
一個家長分享的環節。雖然每年並不
是每一個畢業生的家長都會分享，但
他們的分享真的令我很感動！如在去
年畢業禮上，我便聽到以下的分享：

◎ 開心過每一天
耀仔是一個曾經腦出血的小朋友，他
來到屯門特殊幼兒中心時腦部是受損
的。
不經不覺四年了，耀仔快將
畢業，回想他入學時只會說一些單
字，行路亦未能自己行，但現在天
天唱歌，還可自己四處去玩，他真
是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很多謝學校
有專業的老師、姑娘教導及照顧。
耀仔是一個很堅強的孩子，他一出
生便要急救，醫生說他腦出血的
情況未能制止，要我們決定救不救
他。但到第二天，他便止到血，之
後因排不到小便需要洗肚，當排到
小便時又因鉀高導致心臟停止跳
動，只不過在短短的一個月內發生
的事情，已令我們心力交瘁，之後
每天都怕電話響起，但他生命力很
強，過了八個月後，他終於可以出
院了，雖然他每次抽血及覆診都很
害怕，但過後他很快便笑，好像沒
事發生。希望將來耀仔都可以開心
過每一天。— 耀仔的家長

◎ 正確的決定
小哲是一位患有多重障礙的小朋友。

小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份
插班入讀屯特，仍記得當時在猶疑
是否讓小哲入讀時，楊太給予一個
很好的問題讓我思考，她問：「你
預期小朋友在屯特或兼收位的餘下
兩年間，在那裡的進步空間會比較
大？」當下心中已經有答案和作出

決定。小哲上學一星期已適應環
境，喜歡上學，喜歡同班同學仔，
喜歡屯特的各工作人員，我知道自
已為他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小哲
在這兩年間的確進步不少，在老師
的鼓勵和正面教導下，建立了自信
心、同理心和懂得關心別人，做事
和學習也變得積極和有責任心。在
愉快學習的氣氛下，小哲能在零壓
力的環境中學會很多知識，整個人
也成長了。他現在咬字和發音也越
趨清晰，大肌肉和小肌肉的能力也
有明顯進步，實有賴各治療師的悉
心教導和訓練。參加了屯特為家長
和小朋友舉辦各種的活動，從中體
會到學校真的是以小朋友為依歸，
尊重、愛護、關懷所有小朋友，無
論小朋友的能力為何，全體工作人
員都會不辭勞苦照顧每一位學童，
不會因為自身的殘障或缺陷而被忽
視，這使家長大為感動。
感謝胡老師、文老師和屯特各
職工，在這兩年對小哲的教導、照
顧和愛惜，不知道小哲長大後會否
記得在屯特的日子，但作為家長的
我，一定會牢牢記住這兩年愉快的
時光。—小哲的媽媽

◎ 不厭其煩的付出
子健是一位患有自閉症的孩子。

子健兩歲左右因不能說話，
眼神不與人接觸，與其他小朋友不
合群，後經醫生診斷為自閉症，我
當時對這個症狀完全未接觸，感覺
心都涼了下來了！但是子健是幸運
的，二零一五年九月，我收到通知
可入讀屯門特殊幼兒中心。子健由
初初入讀時不會發問，說話也是鸚
鵡式，到現在已會主動問問題，有
時會跟我說說發生在中心的趣聞，
見到子健入讀不足1年已有很大的進
步！謝謝屯特的老師和各位不厭其
煩的付出！—子健的媽媽

◎ 有這福氣遇到你們
謙謙也是一位患有自閉症的孩子。

時光飛逝，轉眼謙謙已在屯
門特殊幼兒中心兩年了。在這兩
年中，謙謙飛躍進步，無論語言表
達、大肌小肌、思維邏輯⋯⋯想當
初，謙謙兩歲半時連爸爸媽媽都不
懂叫，無任何眼神接觸，就算簡單
用手指指示都不懂。媽媽很辛苦在
外面找了很多言語治療、職業治療
和密集訓練給謙謙，雖有進步，但
不理想。四歲時被告知謙謙要派到
屯特，在這之前因抗拒「特殊」兩
個字，我完全未考慮給子謙入讀，
思量許久，覺得親身去學校了解
下。當我來到屯特時，裏面好舒
服，像去相親一樣，一見鍾情。再
聽楊太仔細介紹屯特，即時決定給
謙謙入讀。但心中始終介意「特
殊」兩個字。在入讀一星期後，謙
謙竟然可以認得同班六個小朋友的
名，那一刻，我哭了！謙謙接受快
一年的密集訓練，也只認到十個
字，但在屯特只有一星期可以認得
這麼多字，真的好感動！自此，我
完全放心，百分百將兒子交給屯
特。現在我完全不用擔心謙謙，他
的表現都與同齡小朋友差不多，認
字方面特別好，可以讀故事書給我
聽。感謝屯特為謙謙打下如此好的
基礎，我對謙謙的將來充滿期待。
很幸運我和謙謙有這福氣遇到你
們，得到你們的細心呵護及教導。
感謝你們為這些特別的小朋友的幫
助和付出。—謙謙的媽媽
上述的分享，充份表達了屯門
特殊幼兒中心家長們的心聲，不單
感動人心，而更重要的是，屯門特
殊幼兒中心作為區會屬下的一個社
會服務單位，是代表著區會服務香
港。盼望大家繼續支持屯門特殊幼
兒中心的工作，並請為這些有需要
的家庭代禱。
滙 聲．7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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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校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三樓
電話：23971035
傳真：27873949
電郵：sgp@hkcccc.org
網址：http://sgp.hkcccc.org
曾秀梅 |

「學校」社工
自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學年教育局推
行「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至今，每
間小學均有「學生輔導人員」為學校提供
輔導服務，統稱為「學生輔導人員」是因
為擔任此職位的可以是註冊社工、具輔
導經驗的檢定教師或其他具同等資歷的
人員，但確實有不少人誤以為小學輔導
人員全是社工，因為大家可能將在中學實施一校一社工的
政策混為一談，而且所有中學的社工都是「駐校」社工，
因為他們全是由服務機構派駐入校的社工，小學則可以選
擇由學校自行聘請，不一定由機構派駐，而小學推行的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與中學的駐校社工服務亦有所分
別，在此暫且不談。而一般人眼中的學校社工，不外乎是
在輔導室內約見學生傾談一下，舉辦一些小組活動，或是
處理學生問題之類。但有些小學社工，確實是非常「全方
位」的。
由於小學社工可以由學校自行聘任的關係，社工在學
校的中立性其實已有一定的影響，而學校亦期望所聘用的
社工能「全方位」配合學校的發展和需要，有些社工在學
校的工作便需要包括︰看管學生（午膳／小息／課外活動
等）、當值站崗、協助學校外出帶隊、代課、監考、協助
班主任工作等等，總之學校需要人手的時候，社工便是最
佳的「攝」位對象，因為社工在學校不用教書，沒有固定
上課時間表。說實話，很多學校都認為社工是最多時間和
最空閒的，所以要好好充分運用這人力資源。
另方面，學校推行融合教育所衍生出來大大小小的會
議和不同的行政工作也多落在社工身上，還有協調到校的
教育心理學家和言語治療師等服務，每年負責籌辦各類型
的小組和活動，繁複的報價文件工作，協調多間提供服務
的機構，還要爭日期爭場地爭學生來舉辦這些小組活動，
以避免與學校其他的多元課外活動相撞，於是有些社工在
學校不是忙這，便是忙那。
難怪有社工認為自己在學校當上了一份雜工，學校安
排做甚麼便要做甚麼。加上學校始終是以學業優先（當然
家長亦然），學生輔導工作變得著重補救性質，能處理表
徵問題，已是功德圓滿，而且小學社工可以花在學生個案
輔導工作上的時間相對是最少的！這是全方位的學生輔導
服務，還是全方位的學校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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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失效」社工
回想當初，學校為何需要社工？若然
有學校社工只需要專心投入處理學生輔
導工作，又有足夠的時間好好扶助學生
成長，確實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亦是
孩子之福！何以有些學校非要將社工人
盡其用不可？這反映學校人手不足？教
師擔子太重需要幫忙分擔一把？還是香
港教育體制千瘡百孔所致？
社工能夠進入校園與學生同行，見證他們的成長，其
實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很多前線社工亦盡心配合為學校
提供服務，同時也竭力幫助每一個有需要的學生和家庭，
但學校如何看待社工服務？這確實影響社工是否真的能可
以在學校有效發揮其專業角色和職能。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社會服務部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主辦

「燈燈亮了．我的女兒妞妞」家長讀書會
周國平著： 《燈燈亮了．我的女兒妞妞》
內容簡介： 妞妞出生後不久就被診斷患有絕症，帶著這絕
症極可愛也極可憐地度過了短促的一生。在這
本書中，我寫下了妞妞的可愛和可憐，我們在
死亡陰影籠罩下撫育女兒的愛哀交加的心境，
我在搖籃旁兼墓畔的思考。
形
式： 討論、練習、短講
日
期： 2017/4/1、4/22、5/20、6/10、7/1、7/8
（逢星期六共六節）
時
間： 下午2:30 至 4:30    
地
點： 本會一樓講室
對
象： 幼稚園及小學家長             
名
額： 15人
導
師： 梁玉嫻姑娘
收
費： 每位$550／夫婦同報每位$500
（費用已包括書籍）
* 活動會於舉辦前約兩個月開始接受報名

查

詢： （電話）23971495
（電郵）fssctr@hkcccc.org
（網址）http://fssctr.hkcccc.org
（面書）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中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特稿

余煊執事 |

全完堂／聖頌團副團長

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

近年重組後首次境外獻唱
感謝天父的帶領，在總幹事蘇成溢
牧師的鼓勵，蔣慧民執事和歐陽志剛執
事的帶領及關心區會聖樂事工發展的弟
兄姊妹共同籌備下，中華基督教會聖頌
團（以下簡稱聖頌團）於二零一四年得
以重組。重組的聖頌團主旨在秉承區會
聖樂顧問黃永熙博士於一九八四年創立
該團的精神，就是以聖樂服事教會，繼
續推展華人聖樂事工，及帶領推動教會
詩班的聖樂發展。

詩頌唱等培訓有關的工作坊，供區會各
堂詩班班員參加。此外，聖頌團曾在區
會的大型活動獻詩，例如：每年十月舉
行的區會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每年
四月舉行的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
拜。聖頌團曾應區會所屬堂會的邀請獻
唱，如去年底有合一堂香港堂建堂90
周年頌唱會及志道堂110周年堂慶感恩
崇拜等；亦曾應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邀
請在其培靈會中獻唱。

重組目的
聖頌團曾於一九九六年有第一次的
重組，主要是作示範、錄音及製作錄音
帶。今次於二零一四年的第二次重組，
其目的為「藉獻唱聖詩聖頌讚美三一上
主，榮歸至高真神，見證神恩奇妙；在
聖樂事工上彼此學習裝備，分享成長；
向堂、校推廣聖樂，提供培訓，同心事
奉。」現在註冊了的團員有45人，他們
來自區會不同的堂會，香港區計有公理
堂、合一堂香港堂、灣仔堂、基灣堂、
香港閩南堂；九龍區有合一堂九龍堂、
香港志道堂、錦江紀念禮拜堂、基華
堂、大角咀基全堂；新界區有全完堂、
上水堂、屯門堂、沙田堂、合一堂馬鞍
山堂、青衣全完堂、田景堂，還有遠自
澳門的志道堂等。歡迎各堂熱愛聖樂
的弟兄姊妹參加，經簡單的試音便可加
入。未來聖頌團將到不同地區的教會作
聖樂交流及獻唱，並會持續舉辦詩班工
作坊。

重組後首次境外獻唱
去年底適值志道堂110周年，聖頌
團應邀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主日）參
與該堂感恩崇拜獻唱，在前一天（即
十一月二十六日周六）晚上，聖頌團假
志道堂主辦「聖樂頌唱會」，這是自二
零一四年重組後第一次在境外獻唱，行
程緊湊，士氣高昂。聖頌團團員於十一
月二十六日早上，由團長歐陽志剛執事
帶領，乘坐噴射船往澳門，下榻皇都酒
店，午膳後即往志道堂綵排練習，頌唱
會於當晚7時30分舉行。

獻唱活動
現聖頌團隸屬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信徒培育部，自二零一四年重組後，
每年均有固定的練詩時間，亦有舉行聯
誼活動。曾舉行了幾次與教會聖樂和聖

「聖樂頌唱會」
是次參加聖樂頌唱會獻唱的團員
共35人，指揮蔣慧民執事、伴奏余嘉
露姊妹、四部團員包括女高音10人、
女低音9人、男高音6人及男低音8
人。獻唱詩歌十首，包括「上帝的榮
光」、「永 生大愛」、「是因 著愛」、
「神是愛」、「美哉主殿」、「主基督，
房角石」、「不可思議的奧秘」、「聖體
頌」、「永不止息的愛」及「尚辛拉禱
曲」等。十首詩歌曲目採用中文歌詞，
以廣東話及普通話唱頌；詩歌曲調多樣
化，有傳統文藝復興時期作品，也有近
代創作的，亦有改編為當代無伴奏合唱

風格的詩歌。除聖頌團獻唱外，還邀請
了當地教會詩班一同獻唱，計有澳門浸
信教會詩班、香港聖公會澳門聖馬可堂
詩班及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歌頌團等。
當晚首先由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致歡
迎詞，宣召及祈禱程序後，由聖頌團及
各詩班獻唱，之後由蔣慧民執事指揮
聯合詩班獻唱〈詩篇150篇〉，榮歸上
主。最後程序以報告、致謝及祝福作
為結束。與會人數逾300人。翌日為主
日，聖頌團於上午應邀參加香港聖公會
澳門聖馬可堂主日崇拜及獻唱，下午應
邀參加志道堂110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及
獻唱。

結語
感謝天父的帶領，使聖頌團在澳
門的獻唱活動能順利完成。感謝天父的
保守，在路途上賜各人有平安和健康。
各團員經過兩天的相聚，共沐主恩，彼
此認識多了，情誼亦增進了不少。此
外，在指揮的悉心提點下，大家齊心練
習和獻唱，對詩歌的認識及唱詩的技巧
方面，獲益良多。這次大家有機會參加
志道堂110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又進一
步瞭解昔日先賢先聖前來中國傳福音的
困難和勇氣，激勵了大家愛主和愛教會
的心志。但願天父繼續看顧保守聖頌
團，使其在聖樂方面能為上帝和教會有
更多的服事，將榮耀歸與我們在天上
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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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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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四月十三日（星期四）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本會長老堂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A）舉行，主題：「這是我的身體，為
你們捨的（林前十一23-26）」，由吳碧珊牧師擔任講員。歡
迎本會牧師、宣教師、各堂執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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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牧師長執交流會
區會定於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假合一堂香港堂
舉辦牧師長執交流會，今年主題為「30-50歲的信徒牧養方向
探索」，由袁海柏執事擔任講員，費用每位＄80，歡迎各堂
牧師及長執踴躍參加，查詢請致電23971022吳碧珊牧師。

青年領袖聚火復興祈禱會
信徒培育部定於三月三十日（星期四）晚上七時三十分，
於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辦「青年領袖聚火復興祈禱會」，內容包
括敬拜、禱告、宣教服事分享及交流，歡迎各堂對宣教服事有
心志的青年領袖踴躍赴會，查詢請致電23971022陳立怡宣教
師。

師及李萃婷宣教師，自本年一月一日起轉為全職及半職之正式
編制同工。

喜訊
基道旺角堂甯田安宣教師與鍾卓盈女士，已於三月五日
假基灣堂舉行結婚典禮；祝願一對新人共沐主愛，共建美滿家
庭。

基灣堂呂靜妍執事主懷安息
基灣堂呂靜妍執事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七日主懷安息，其
安息禮拜已於一月十二日晚上假香港殯儀館舉行；願主安慰呂
執事之家人，扶持他們度過哀傷時刻。

學

校

各校校慶消息
銘基書院已於三月十日舉行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銘
賢書院定於三月十八日舉行五十周年感恩崇拜；方潤華中學定
於三月二十四日舉行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基朗中學定月三
月二十四日舉行三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基真小學定於四月
一日舉行創校五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基元中學定於四月
十二日舉行創校三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培英中學定於四月
二十四日舉行建校八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二零一七年度校牧課程（選修科）
福音事工部定於三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九日（星期三）開辦
二零一七年度校牧課程（選修科），兩天課程為「危機處理」
及「校牧與學校整體牧養」，講員包括梁玉嫻（本會家庭支援
服務中心中心主任）、梁欣恆（本會臨床心理學家）及本會校
長、牧師及宣教師。

婦女小組探訪活動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定於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
探訪位於天水圍的婦女組織「天姿作圍」，歡迎本會各堂婦女
參加，名額25人。

堂

會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基禾堂自本年二月一日起，聘得曾清雲女士為
該堂宣教師；公理堂自本年一月一日起，聘得林鍵牧師為該堂
禮頓道堂牧師；富善堂自一月一日起，聘得丘澤明先生為該堂
宣教師；嶺東堂自一月一日起，聘得李暉先生為該堂宣教師；
香港志道堂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聘得謝君豪先生為該
堂宣教師；合一堂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起，聘得文遠輝先生為
該堂九龍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聖光堂何文志宣教師，自本年一月二十五日起
離任；基道堂何玉婷宣教師，自本年一月一日起離任；基禾堂
李潔貞宣教師，自本年一月一日起離任；澳門海南堂葉美容宣
教師，自本年一月一日起離任；基灣堂嚴建基宣教師，自本年
一月一日起離任；小西灣堂潘明昌宣教師，自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起離任；龍門堂鄭淑儀宣教師，自二零一六年八月
一日起離任。
人事動態：全完堂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起，委任姚志
豪牧師為葵涌全完堂堂主任；田景堂兩位義務同工葉翠薇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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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光堂誠聘堂主任／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誠聘牧師，領導教牧團隊，關顧教友，
教導及推動教會發展。請繕履歷寄香港銅鑼灣東院道七號中
華基督教會聖光堂聘牧小組主席收。（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
只作招聘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