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對香港和國家的

註

祝福

蘇成溢牧師

踏進新的一年，我想透過腓立比書四章4-7節，送給香港和國家以下五個
祝福。「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要讓眾人知道你們
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五個祝福是：（1） 喜樂、（2） 一
無掛慮、（3） 禱告和祈求、（4） 感謝、（5）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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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常喜樂。聖經有句話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箴言十七章22節）
喜樂使人樂觀，能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問題，且產生動力克服各種挑
戰。一會兒我們會觀看充滿活力的英華小學鼓隊的演出。這批小學男
生，正正給大家看到活潑生命所展現的開心。喜樂的人何等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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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下掛慮。我們知道，人生總會有困難和不如意的事。但耶穌說：「不
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擔當就夠了。」（馬太福音六章
34節）因此，切勿讓掛慮壓倒。縱使困難今天仍未解決，晚上睡不著
也無補於事。能放下掛慮的人，知道一覺醒來又是新的一天，會有新的
可能和出路，便是有福人。
（3） 為人祈禱。作為基督徒，我們相信上主是聽祈禱的，也知道祂愛世上每
一個人。因此，我們要以愛眾人的心為人祈禱，使世界更美善。以祈禱
為人帶來祝福的人，自己必然滿有福氣。
（4） 天天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是個快樂的人。因為感恩的人知道他所獲得
的並非理所當然，乃是因為有很多人付出了，才有今天的自己。感恩的
人能飲水思源，心胸寬廣而不斤斤計較，當然是有福的。
（5） 共享平安。今天的世界充斥着矛盾與衝突，國與國、族與族間有很多糾
紛。在我們生活的社會，也天天出現爭拗和對立。平安，實在是全人類
最迫切的願望。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是和平之君。當耶穌向基督徒顯現
時，祂第一句話是 「願你們平安。」（約翰福音二十章19節）蒙上主
賜平安的基督徒，十分樂意祝福人人有平安，共同享受平安之福。
註：

內容取材自2017年12月9日本人在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舉辦的「六宗教慶祝香港回歸20
周年暨領袖座談會成立40周年慶典」上代表基督教協進會宣讀的祝福詞。

屬靈雋語
現在有好多屬於宗派的團體也正在考慮與本會合為一體。耶路
撒冷大會建議案中的精神和中國各宗派信徒對於教會合一的渴
念，使我們覺得基督耶穌望我們合而為一，同他和天父合而為
一一樣的禱告，能在中國實現。將來所有在中國的信徒，都能
發現我們是與基督耶穌一體—在精神上是一體，在形式上也
是一體。
高 伯 蘭 ：〈 本 年 會 務 概 述 〉，
《 總 會 公 報 》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 1 9 2 8 年 1 2 月 ）， 頁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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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載合一連社群

創會百周年聯校資訊日籌備小組

體現「合一」與「服事」的 創會百周年聯校資訊日

（前排由左四至左九）本會百周年創會活動統籌主任歐陽家強先生、學務主任陳紹才先生、總幹事蘇成溢牧師、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執行委員會主席陳應城先
生及教育事工部主席黃成榮博士，與本會中、小學及幼稚園校長、校董及校監合照。

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聯校資
訊日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假協
和小學（長沙灣）舉行，是次活動已
是第二次舉辦，邀請了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博士擔任開幕禮主禮嘉賓，參
與擺設展覽攤位的單位共有26間本會
直屬及有關中學、24間本會直屬及有
關小學及6間本會直屬幼稚園，6間幼
稚園同時參與文藝表演。另外，又設
有四場適合小學五至六年級學生及其
家長的升學講座，於不同時段舉行；
我們亦安排了同一時段內有五場不同
講題的升學講座，適合K2-K3幼稚園
學生及其家長參與，各場講座平均每
場都有過百人出席，反應熱烈。不少
參與的家長對能在同一場合內認識本
會各間學校表示歡迎，加上各個講座
內容充實，對他們非常有幫助。亦有
參加者表示此為難得機會，不但加深
了對區會作為辦學團體的認識，在親
身體會過區會各中、小、幼學校之間
無分你我，合作無間，上下一心，彼
此連結，互相照應，對區會整個辦學
團體的信心大增。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作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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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大辦學團體，從幼兒教育、
到小學及至中學，為適齡學童提供銜
接性的十五年教育，祈盼讓孩子從幼
開始在基督教教育的薰陶下成長。
而舉辦聯校資訊日的目的，一方面適
逢二零一八年為本會創會一百周年，
為紀念本會先賢們昔日創會時致力推
動教會合一運動的努力，並配合創會
百周年的會慶口號「百載合一連社
群」，因此聯繫屬下各間學校合辦活
動，藉一同參與，共同分享，互相服
事，實踐本會一向奉行的合一棈神，
表明我們是一個合一的群體，同時亦
邀請其他學校的學生及家長們出席，
向他們介紹本會屬下各間學校，以及
所提供的各項教育服務。
其實，本會各中、小學校及幼稚
園一向聯繫緊密，每年都會舉辦各項
聯校性活動，如聯校畢業禮、聯校陸
運會、各類教師培訓、講座、展覽、
表演等等。我們於二零一六年開始
為兩年後的創會百周年活動作討論和
準備，最後落實舉辦聯校資訊日，並
於同年底十二月九至十日一連兩天，
於協和小學（長沙灣）首辦活動。

現場擺設中、小、幼展覽攤位。

由於是先導性質，一切工作尚在摸
索階段，於是只安排了26間直屬及
有關中學擺設展覽攤位和參與文藝
表演，還有四場升中講座。第一天
活動主要接待本會直屬及有關小學
五至六年級的學生及其家長，第二
天則接待來自其他學校的高小學生
及其家長，以及其他公眾人士；首
屆活動參與者踴躍，成果美滿。汲
取了第一次舉辦活動的經驗，是次
活動各項籌備工作與安排均非常順
暢。

創會百周年聯校資訊日已圓
滿舉行，它把「區會」—「屬下學
校」緊緊連結在一起，透過彼此的
通力合作，給予我們服事學生和家
長，以至服事社群的機會，值得考
慮日後再行舉辦；或許可以每兩年
舉辦一屆，或作為每五年一次的會
慶項目。至於舉辦形式，可嘗試分
區進行，甚或邀請本會有關幼稚園
以至各間本會堂會所開辦的學校一
同參與。上述各種舉辦的可行性，
將留待日後繼續探討

各校同工積極向與會同學及家長介紹。
六間直屬幼稚園參與文藝表演

百載合一連社群

梁遠耀牧師 |

神學牧職部主席

創會百周年

祈禱運動介紹

祈禱，是作為信仰群體的應有表現。在本會百周年的會慶事工，推動信徒祈
禱，實在是合宜和合適的。故此，我們希望在本年的兩段時間，分別在大齋期和
會慶感恩崇拜前四十天，推動信徒使用由區會提供的祈禱材料，作為信徒祈禱生
活的一部份。
祈禱材料，是由本會牧師撰寫，內容包括經文、默想、禱文、代禱事項及實
踐行動建議，希望能配合大齋期和會慶感恩這兩大主題，豐富我們的祈禱生活。
祈禱材料計劃以電子化的方式，上載於本會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以方便信
徒使用；我們亦希望各堂可安排把禱文內容，分五星期在主日崇拜周刊中刊載，
以供弟兄姊妹閱覽。另外，為照顧有需要閱讀傳統印刷材料的信徒，區會特印備
少量印刷版祈禱小冊子，各堂可按實際需要索取，然後分發給堂內肢體。
期盼我們在未來日子，在我們的祈禱生活中，也能實踐合而為一的精神。

聖頌團招募團員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信徒培育部聖頌團
現正招募團員：
資

格： ◎ 本會會友／
直屬或有關學挍老師
及職員／機構職員
◎ 較佳視唱能力
◎ 通過試音

練習時間：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六
下午2:30-4:30
（八月及十二月休息）
練習地點： 本會望覺協和堂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18號）
有意者請聯絡團長歐陽志剛執事
（94653126）安排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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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羅國柱宣教師︱灣仔堂

從扶貧到滅貧 －記世界傳道會亞洲區
〈新國際金融及經濟建設研討會〉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
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
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
得自由，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
年。」（路加福音4:18-19）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
全球生活在每日收入$1.90
美元（$15港元）的貧窮
線以下的人口，從一九九
零年的35%，下降至二零
一二年12.4%及二零一三年的10.7%（主要是中國、印度
和印尼的貧窮人口下降）。然而，世界銀行警告，縱然全
球貧窮人口下降，但是貧富懸殊不斷拉闊，令世界逐漸趨
向不穩定：自二零一五年起，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
的財富比其餘99%人多；最富有的8名富豪擁有的財富相
等於全球一半貧窮人口；在一九八八年至二零一一年之
間，全球最貧窮10%人口的收入每年只增加3美元，但最
富有的1%人口收入卻增加了182倍。
香港的情況亦不遑多讓。政府公布二零一六年香港
的貧窮情況（政策介入前以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一半劃
線），貧窮人口較二零一五年上升，共有58.2萬戶，即
135.2萬人，較二零一五年的134.5萬人多約7,000人，亦
是過去7年最高。二零一六年香港有135.2萬人被界定為
貧窮人口，貧窮率是19.9%。二零一六年香港反映貧富差
距的堅尼系數高達0.539，創下過去46年來的新高，數據
也顯示香港的財富差距進一步惡化，最富裕的10％的家
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12,450港元，而最貧窮的10％
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只有2,560港元，差距竟高達44倍。
若與其他國際大城市比較，香港的堅尼系數僅次於紐約
（0.551），但仍然比華盛頓、芝加哥與洛杉磯等大城市
高，足以凸顯出香港貧富差距問題之嚴重。就資產而言，
根據美銀美林的報告指出，二零一三年時，香港所有資產
財富超過10億美元的超級富翁的資產相當於本地生產總
值的76.4%，遠遠拋離排名第二的瑞典（20.7%）、第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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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俄羅斯（20.1%）、並列第四
名的馬來西亞和以色列（18%）和
第五名的菲律賓（16.5%）。可見
收入和資產都高度集中在一小撮
人身上。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
（UN-Habitat）將「國際警戒
線」定於堅尼系數0.4，任何
地區的堅尼系數若持續超越
國際警戒線會發生示威和騷
亂等動盪情況，普羅大眾的
處境絕不樂觀。
令人疑惑的是，貧窮人口增加的同時，香港人均本
地生產總值（GDP）高達4.3萬美元（2016年），失業率
為3%（接近全民就業），政府外匯儲備達4,192億美元
（2017年9月底），香港經濟有著不俗的表現。然而，從
二零零四年首季到二零一六年首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指
數上升56%，實質物業價格指數上升166%，而實質工資
上升只有9%。如此，當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時，
有資產的富人財富會不斷增長，而一般靠工資收入的人財
富增長則相對緩慢，最後導致貧富不均。
傳統觀念認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然而香港
卻出現高學歷的在職貧窮。以持有大學學位的勞工計算，
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間平均工資上升了約3倍，然
而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六年這10年間，工資基本上沒有
上升，而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六年升幅則只有約3成。此
外，根據政府公佈的數據，二零一六年大學學歷勞工收入
中位數比一九九六年的下跌5.5%；即使收入最高的10%
大學畢業生，與上一代比較，收入跌幅也達到13.6%。反
映新生代大學生實際收入比上一代明顯「縮水」。傳統觀
念已不能解決現在問題。
用以扶貧的社會福利政策並不能解決貧窮的根本問
題，而滅貧首先需要重新檢討香港奉行已久的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模式。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特色是私人擁有
資本財產（生產工具之一），而投資活動是由個人決策左
右，而非由國家所控制。政府的負責是維護私有財產，訂

定交易的秩序，絕少介入市場的經濟活動。投資者的經濟
行為則以尋求利潤為目標，甚至以無止境追求利潤與資本
積累為目的，同時亦衍生出新的社會形態。隨著來年來
的資本累積，按 F. Jameson論及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
輯，資本的勢力徹底延伸到我們整個存在的領域，資本
家不需與勞工分享合理的經濟成果，物業擁有者可以坐
穩不斷上漲的租金收益，勞工及中小企在邊際利潤不斷
變窄，自由經濟主義不斷蠶食人民的福祉。按“The Old
Are Eating the Young”一文指出，現時世界經濟過度依
賴「借貸－消費」來增長，世界總借貸額為總生產總值的
325%，加上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及帶來的環境污染，下一
代人類需要為上一代背上不能承擔的重擔。
面對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問題，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
（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
及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CWM）在二
零一二年共同發表《聖保羅聲明：生命經濟之國際財經
轉型》。聲明批評現時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財經主導
的經濟模式基於利益與自私，跟信仰與倫理脫節，這導致
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合理化、造成令人絕望的貧窮及不
平等、帶來經濟暴力與生態浩劫。聲明反對生命貨幣化和
商品化的做法，因為人的價值是源於基督的恩典（羅馬書
3:24）；反對由債務及金融化所驅動的經濟，支持寬恕、
關懷、公義的經濟，正如主禱文所言，祈求我們的債被赦
免，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馬太福音6:12）；反對過度
消費及貪婪的經濟，因為配受敬拜的是上帝，而不是瑪門
（馬太福音6:24），並應努力建立讓人們與受造界得以休
息的安息日經濟制度，以及重新分配的禧年經濟制度；反
對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概念，視人類的本質
為貪得無厭、自私自利，因為人類本是相互依存的群體，
不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2:4）。另外
普世教會蒙召對現況進行神學反省和神學實踐，在現時的
經濟模式中研擬另一種方案，致力在不公義的社會政治、
文化及經濟結構中尋求轉化的解放，藉此推動全受造界都
能享有整全的生命（約翰福音10:10下）。而筆者參與世
界傳道會亞洲區〈新國際金融及經濟建設研討會〉（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rchitecture,
NIFEA），正是旨在凝聚亞洲區成員教會一同深化《聖保
羅聲明》的神學反省，並尋求在個別的處境中推動改革。

質利率、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政府債務、貧窮人口、嬰兒
死亡率、教育程度、貪污指數、公民的自由程度等，詳情
可參閱“The Greed Line: tool for a just economy”。
另外，香港股票投資市場可以引入「公義指數」（Just
Index），在眾多公司中按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和公司管
治來挑選「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讓投資者有多一個「公
義」的投資選擇。教會需要站在普羅大眾身邊，否則教會
將受普羅人群所棄絕；教會需要反映宣告福音的內容，不
再集中在個人得救的屬靈生命，同時重視福音對普世的意
義，批評社會中結構性的罪惡，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讓
眾人分享上帝的豐盛和美善。

「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書5:24）
註：

本文作者與袁海柏執事及劉寶珊牧師於2017年11月20至25日參
與世界傳道會第三屆新國際金融及經濟建設研討會。

對應香港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除了使用本地生產
總值來量度社會的經濟表現，同時需要量度社會的「貪婪
水平」（greed line values）。「貪婪水平」計算一籃子的
社會表現，包括：生態足跡、銀行資本與資產的比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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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慶鴻宣教師︱基富堂

聽不見的聖地呼求
多謝區會推薦我參加了由世界傳道會主辦的「Faith
in face of the empire: face-to-face in the context of
occupation」。今次的活動主要是招聚世界各地的信徒，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聖地）逗留一個月，參觀不同的
聖經遺址及接觸巴勒斯坦人，瞭解他們在以色列錫安主義
（Zionism）下所遭到的不公義對待。
我們一行11人來自不同的地方，有南韓、新加坡、澳
洲、薩摩亞、菲律賓、紐西蘭、南非、荷蘭及希臘等。各人
的信仰背景也有不同，當中有女權主義者、希臘正教會信
徒、神學生、牧者、青年工作者及同性戀牧者。由於不同的
信仰及傳統，當中亦不時會出現「神學爭論」，不過最終都
是和氣收場。南韓的團友因為母親急病而要提早回國，未能
與我們一起完成整個旅程，實在可惜。多年前我曾跟神學院
到聖地學習旅遊，到過不少與聖經有關的地點實地考察。從
那時開始，我就極期望再有機會重遊聖地。本來我參加這趟
旅程，以為只是另一次的朝聖之旅，殊不知卻讓我對當地的
歷史、文化、人文有更深刻的體會，讓我更立體的瞭解究竟
在聖地發生了甚麼事。
對香港信徒來說，聖地是一個朝聖的地方，跟廸士尼樂
園沒有兩樣。我們一般都是到那些遺址／教堂看看，拍幾張
照片買些手信，然後就回港。我們當中亦有許多信徒以「以
色列建國」作為一種上帝在聖經中的應許落實、以此作為聖
經是神的話語的實證、祈求主讓以色列建國順利，盡快趕
走那些巴勒斯坦人（恐怖份子）等等。正正因為這些平面的
瞭解，我們往往忽略了在建國過程中的不公義、不人道的事
件。
這趟旅程中，我接觸了不
少巴勒斯坦人。他們許多都是好
客、熱情、善良的人，並不如西
方傳媒中所說的「恐怖份子」。
這位兒童的媽媽吩咐他拿一些糕
餅與我們分享，所以他就從家中
捧著那些糕餅下來請我們吃。
（右圖）
在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中，
他們被強搶了土地、被控制了
所有的資源（水、電）、與家人朋友隔離（因為高牆及檢查
點）、隨時被以色列軍隊於無理由、無警告下射殺。
印象最深的事件有幾個，都是關於兒童／青少年的︰
在難民營中，有一位十三歲的巴勒斯坦少年於放學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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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被以軍
從遠處在毫無
警告之下用狙
擊槍射死，其
父親到今天仍
留在他身亡之
處，期望兒子
回來；難民營
中 的 兒 童 遊 樂 被槍殺的十三歲少年。
難民營中被以軍槍擊的校門。
場，以軍無故
闖入施放催淚彈，射化學水（射中會臭兩至三天）；十歲的
巴勒斯坦女孩在社交媒體問為何自己會遭到以軍的殘酷對待
而被送進監獄；難民營中的校門上佈滿了子彈孔；無故及無
了期的制水讓兒童及嬰兒不能洗澡及無食水……這一切一切
都是我在巴勒斯坦地親身接觸到的事例。
我們有問及當地的教會領袖，為甚麼他們不把事實向世
界揭示？他說在「政治正確」的形勢下，所有談及巴勒斯坦
人的事都要被滅聲，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及教會。他曾獲邀到
一個世界性的教會會議，因為他是巴勒斯坦人，事前被警告
不要分享巴勒斯坦的故事，只集中他獲邀的分享就可以了。
他向我們說全球有許多人都為以色列復國祈禱，但就完全忽
略了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不公義及血腥暴力的事情，盼望我們
的到訪，可以向外界報告發生在聖地的實情，讓大家知道如
何為復國祈禱。故此，世界傳道會舉辦是次活動，是希望有
不同的人了解在聖地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多多向外發聲。
「聖地不神聖」就是我們這團人對這次旅程的結語。
以色列政府極不想外界知道他們在聖地的所作所為。我
們其中一個荷蘭的團友，因為在行李中發現有關於巴勒斯坦
地的書，被以色列政府追問他一個月來究竟去了哪裡、見了
甚麼人？然後沒收了他的書（最終都能在荷蘭取回）。為免
出境麻煩，我自己除了一本兒童圖書外，其它所有關於巴勒
斯坦的書都留下了在伯利恆。
在巴勒斯坦地方，有超過七成人都是基督徒，少數是回
教徒，在伯利恆的教會已經不需要四處傳福音。故此，在這
種不公義、不人道的地方，教會的存在目的應該是甚麼？教
會應如何與受難的人同行呢？又或者，教會是否正在加強或
推廣這些事情呢？這都引起了我的關注。在伯利恆的教會，
他們成立了一所藝術及文化大學，培養巴勒斯坦人的文化及
藝術，讓他們有將來，能夠闖出一片天。
這趟旅程讓我對聖地有了一個更立體的理解，也明白
我們不能單單平面地、天真地去瞭解任何地方的任何事情。
我在聖地看見過其他的信徒群體，他們到了聖地的遺址都大
聲祈禱、敬拜、吹角和感恩。或許因為知道了那地的情況
後，我有一種以「歌舞昇平」來掩蓋哀號、或者在人家的喪
禮門前奏樂一樣的感覺。作為牧者，我希望日後都是以真相

牧養弟兄姊妹，避免他們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我自己亦有
計劃日後帶不同的弟兄姊妹到巴勒斯坦地，作一個深度的聖
地遊，參觀難民營、與巴勒斯坦人相交，讓他們更明白在聖
地上實際發生的事情。當有人問及我這次的行程，我也會盡
力把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好讓他們更立體瞭解「以色列建
國」背後實際發生了何事，避免太過浪漫化。
最後，由於我們的團友來自五湖四海，但我們都彼此尊
重相互的傳統及神學觀點。或許這正正更讓我體現教會合一
的精神。原來我們集中於彼此相同之處，放開有歧見及差異
的地方，我們就能合一。求主親自保守巴勒斯坦人，讓他們
在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中得到公平和公義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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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樂場後就是圍牆，上有射臭水的水砲，
不時向在遊樂場玩耍中的兒童攻擊。

圍牆上有不少悲傷故事。

蕭嘉祥牧師︱香港閩南堂

我在灣仔堂的日子
二零一六年九月至十一月，本人有機會到中華基督教會
灣仔堂去觀摩學習。首先要感謝上帝給我這個機會；其實早
於神學院快將畢業時（1995）我已有這個想法，當時也曾
向我非常尊敬的曾霖芳院長提及。我表達希望將來有機會跟
他學習，我指的學習並非神學院上課的那種學習，而是跟隨
在他左右三個月，學他怎樣作傳道，學他怎樣作主的僕人，
學他怎樣靈修、祈禱、預備講章、探訪、處事和生活等。簡
單說：就是讓我在他身邊三個月，寸步不離。當時曾霖芳院
長對我說：「有機會」。畢業前院長再次約我傾談時，他叫
我留在香港事奉，我却拒絕了，因我已經決定返菲律賓母會
事奉。心中常盼望跟我所尊敬的院長學作僕人，可惜機會不
再。
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因為我認為要作一個好的傳道
人，並非可以只靠神學訓練或書本上的知識那麼簡單。雖然
我八歲就開始返教會，自小在主日學和團契成長。在團契作
職員學習事奉，也參與很多六日五夜的夏令營及冬令營，以
及種種訓練。但始終作主僕人重要的是生命而不只是知識，
屬靈生命的成長若有好的教練，若可以跟一位好牧者幾個
月，有他指導，提點，必定是一件美事。
雖然畢業至今已作傳道牧師二十多年，但仍然有向資深
牧者學習的心意。但要找一位自己欣賞，投契的牧長，又要
他有寬闊的心胸，不計較，謙卑，願與人分享的屬靈牧長實
在不易。二十多年前的願望，主終於允准了，就在二零一六
年九月開始了我在灣仔堂觀摩三個月的日子。這三個月讓自
己多了思想空間，多了反省，多了安靜時間，能夠輕鬆地參
與崇拜及聚會，又能多次與牧長單獨傾談，同時也有機會與
灣仔堂其他教牧、執事和會友個別傾談，又能參加灣仔堂三
日兩夜的教牧計劃營，以及到廣東訪問灣仔堂在當地的培訓

事工，實在是難得的機會。因此要多謝灣仔堂的麥漢勳牧
師、師母、各位教牧同工、眾執事眾堂委及眾弟兄姊妹的接
納及寬待，本人實在體會到主內一家的甜美。
灣仔堂有很多值得我們感恩及欣賞的地方：他們有一班
忠心事主的教牧團隊，有好的主任牧師帶領，也有一班屬靈
質素很好的執事配合，更有很多願意委身的弟兄姊妹。有一
次與一位執事傾談中，使我更加欣賞他們。我問執事：「執
事與教牧的關係最重要的是甚麼？」他回答說：「最重要的
是尊重；如果執事當自己是老板而教牧為雇工，這就是最差
的關係。對教牧造成很大的傷害，士氣必定低落。不要以自
己為掌權者，時時控制教牧。必須尊重他們為上帝的僕人。
我確信每一位教牧都是上帝差派來本堂服事的。有時有些會
友對教牧有批評。當然教牧有他們不完全的地方，也有他們
的限制，但除非是犯了道德問題，不然，我相信他就是上帝
在這時候差派到我們堂會來牧養我們的，因此我們必要尊重
他，不要批評或比較，應當支持並給予他們時間成長。」
以下幾點是我些少的反省：
1.

生命影響生命的重要—我非常認同麥漢勳牧師所講的，
事工沒有一樣比貼身牧養來得重要，講道無論講得多
好都不及貼身牧養來得重要及有果效。怎樣作好貼身牧
養？可透過家庭探訪、個別關懷及輔導、門徒訓練等。
藉著貼身牧養，生命才可以彼此影響。

2.

栽培信徒領袖的重要—灣仔堂不但有很強的教牧團隊，
很強的執事及堂委，更令人欣賞的就是他們很多願意委
身事奉的弟兄姊妹。教牧職責是給予他們適切的訓練。
教牧不只是一個事奉者，更是一個教練。（Pastor are
more of a trainer than a worker.）

3.

佈道事工的重要—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見證基督，教堂
的生存也在乎會友有多熱心見證主，並向身邊的人傳福
音，因此一定要做好傳福音工作。
滙 聲．725/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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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我們的孩子怎麼了？！
每逢探訪區會小學的學生輔導人員，都會問候他們的
工作情況，以及談談校內孩子們各種不同的需要。早於數
年前，已聽到不少同工們不約而同地分享到，校內均出現
了一些情緒較易激動的孩子，而這些並非是特殊學習需要
的孩子，他們在日常學習上課表現上是沒有問題的，在一
般人眼中甚至是聽教合作的。但若遇上了一些令他們不快
的事情時，例如與同學們發生爭執，或是為了一些他們很
在意的事情時，他們的負面情緒可以出現得很劇烈，尖叫
大哭，但同時又可以很快平伏和處理的。不論是初小或高
小，家庭支援強或弱，也有這樣的孩子。當時我們也留意
到社會上不少人也感受到或多或少的壓力，成年人有成年
人的壓力，孩子們也有孩子們的壓力，相信孩子們的壓力
已在社會上不同層面有不同的剖析，暫且不在這裡多說。
加上有些人的抗逆力較低，故較易出現負面情緒，但若從
另一面看，可能是有些人較易表露自己情緒的一面，而較
大多數人都懂得收藏，甚或是壓抑自己情緒的一面。
到近年從同工們口中聽到的，是出現了一些精神狀態
出現異常的孩子，他們有些性情突變，由合作聽話的好學
生，變得不願上學；有些性情暴燥起來；有些拒絕上學；
有些更聲稱聽到有人向他耳邊說話。由於較多人普遍接受
了去看精神科醫生，這些孩子便很快被斷症為焦慮、抑鬱
症等症狀。與此同時，教育局亦於2017/18年度在學習支
援津貼上，從過往的八大支援類別中（1-聽障、2-視障、
3-語障、4-智障、5-讀障、6-肢體殘障、7-自閉症、8-專
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加入了第九類「有精神病患的
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
社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同時也為教師安排18-30小
時的培訓課程，以加強教師能夠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
要的學生。（參考教育局通函126/2017號）這是融合教
育推行了二十年，首次加入新的支援類別。
這不禁令人會問，我們的孩子怎麼了？他們只是小學
生，為何年紀小小便患上焦慮抑鬱這些症狀，相信大家心
中也有著不同的想法。學校支援服務在本年度也正回應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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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精神健康上的需要，當中在推行不同的活動計劃和專業
培訓時，相繼從不同的相關學者身上均找到一致的有效解
決看法，就是給予足夠的愛和適切的關注予我們的孩子，
尤勝於任何藥物！但何以給予「愛」？面對現今的教育生
態大環境，最需要的往往就是最缺乏的，甚至有人會覺得
是奢侈的！無可否認，不少人認為「食藥」比「給予愛」
更加有效和快捷，原因很簡單，食藥是孩子去食，給予愛
卻是要成年人付出！相信這對我們作為家長的和教育工作
者的是一大考驗，對我們已領受基督的愛的，豈不更應懂
得「給予愛」！

二零一七年本會大事紀要
█

二零一七年事工中心為「使命跨越世紀 合一遍傳福音」。

█

本年為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1517）、馬禮遜牧師來華傳

道二百一十周年（1807）及中華基督教會全國大會成立九十周年
（1927）。

一月
1日至4月30日 社會服務部推出2017年慈愛券，為各項社會服務籌募
200萬元經費。（2016年慈愛券共籌得$1,652,980.5）

作信仰教導」，由德慧文化繪本館策劃顧問張王淑蕙女士擔任講員，逾
50多位教牧同工及老師參加。因反應熱烈，其後於11月26日再辦工作坊
（二）。
13-17日 派出鄧達榮牧師、陳立怡宣教師及黃嘉慧姊妹出席世界傳道
會東亞區假緬甸仰光舉行之「使命論壇」。
17日 6間直屬幼稚園老師參與幼兒行政主管聯會的教師發展日，由吳
振智牧師分享主題「善其事，利其器」，參與之區會直屬及堂辦幼稚園
全體教師共約450人。

6日至4月7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重探基督教信仰」研討小組，由郭乃
弘牧師擔任導師。

19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3月遠足活動：鶴咀半島。

7日 基灣堂呂靜妍執事主懷安息。

22日及29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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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包括梁玉嫻姑娘、
梁欣恆姑娘及本會校長、牧師及宣教師，共有23名同工報讀。

9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靈性與領導」靈修操練，由陳誠東牧師及林玉
英牧師帶領。
13日 中學校長會舉辦聯校中層管理培訓聚會，由資深傳媒人兼電台家
長節目監制及主持張笑容小姐擔任講員，分享主題「家長溝通與調解之
道」。同日，神學牧職部舉辦應屆（2017年）及來屆（2018年）畢業
神學生聚會。
21日 學與教專業小組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中小學教師培訓講
座暨教師分享日，由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江紹祥教授主講「STEM教育的真義」，並由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扶輪
中學、協和小學（長沙灣）及基慈小學分享學校經驗，出席教師約180
位。
25日 小學校長會舉辦小學教師聯校專業發展日，主題「教師身心靈
健康」，由梁天明博士主講「並肩培育豐盛生命」及盧光輝退休校長主
講「心裡火熱」。學務部舉辦「日常的財務管理概覽」培訓交流會，共
110位教職員出席。
31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1月遠足活動：蓮麻坑礦洞。
31日至2月5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泰國烏汶府短宣團」，由李煥華牧師
及葉青華牧師擔任領隊，共11人參加。

二月
1日 基真堂岑樹基牧師外借（請調）往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
展中心擔任主任職，於基真堂轉任義務牧師。
6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牧師與宣教師新春聯誼活動，邀請了退休牧師一
同參加，表達關懷。
11日 6間直屬幼稚園舉辦直屬幼稚園新春感恩崇拜。
15日 因應社會服務部主席郭偉強先生於4月起擔任本會社會服務總協
調主任，該部於2月份會議中通過補選高國雄牧師為署理主席，任期由4
月1日起至11月執行委員會會議當日止。
21日 退休牧師李仰安牧師之夫人李何慧明師母主懷安息。
24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人人有份？！特首選舉」祈禱會，由郭乃弘牧
師證道，林家賢牧師及蕭信章弟兄分享，共60位教牧同工及會友出席。

22日 婦女小組於上午探訪位於天水圍的婦女組織「天姿作圍」。

25-26日及6月17-18日 神學牧職部鼓勵本會教牧同工參與Ontrack
Networks「以價值為本的領導」及「建立使人得力的團隊」所舉辦的兩
個核心課程，講員為趙錦德牧師，共有20位同工參與。
30日 信徒培育部於晚上假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辦「青年領袖聚火復興
會」，邀請了唐以行弟兄分享，約20多位青年信徒及教牧同工出席。

四月
4月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推出「漁夫計劃」青少年導師（野
外）訓練。
1日 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陳永佳執事榮休（服務本會八年多），新任
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郭偉強先生同日履新。
10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自我領導與性格評估工作坊後之整體檢視分
享」，由趙錦德牧師帶領分享。
13日 受苦節前夕，本會假長老堂舉行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拜，
主題「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林前十一23-26），由副總幹事擔
任講員。
25日 已故大埔堂第三任堂主任鄔柏齡牧師之夫人鄔楊麗珠師母主懷安
息。
25-27日 跟進創會百周年會慶計劃，總幹事聯同陳智衡博士前赴上
海，到華東神學院商討安排重印收藏於該院之全套《中華基督教會全國
總會公報》事宜。
29日 教育事工部假長老堂舉辦「小學模範生頒獎禮」。

五月
11日 福音事工部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於晚上假基富堂舉行同行者計劃
交流會，讓參與成為同行者的兄姊，分享關心同學的情況，共十多名教
牧同工及長執導師出席。
12日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與使命公民運動於晚上合辦《消失的檔
案》放映暨對談會，對談嘉賓為羅恩惠導演及陳龍斌博士。

本會開發流動裝置應用程式（手機apps）正式投入服務。

18日 於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區會直屬小學聯校畢業典禮，由香港
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及導演張婉婷女士，分別擔任上、下
午兩場典禮的主禮嘉賓。

3-5日 小學校長會舉辦廣州尋根退修團，團員包括總幹事、學務總
監、直屬、有關及堂會小學及幼稚園的校監、校董及校長共36人，行程
包括探訪廣州市真光中學及參觀了錫安堂、廣州中山大學、仁濟堂及廣
州天河堂等。

20日 本年度區會學校教職員長期服務感謝狀頒發典禮於上午假長老堂
舉行，本年度共有160位教職員工獲頒長期服務感謝狀（2人服務滿40
年，9人服務滿35年，13人服務滿30年，51人服務滿25年，42人服務
滿20年）。

6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3月份研討會：「從歷史看改革思潮對教會／信仰
群體造成的衝擊與反思」，講員：劉子睿牧師博士。

20-25日 本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婦女事工委員會及性別公義委員
會、基督教馬來西亞長老會姐妹事工組及新加坡基督長老會婦女事工委
員會假香港合辦第二屆華人婦女神學工作坊，主題「從聖經看婦女身分
與發展」。

三月
3月

12日 本會神學教育主日，本年為神學教育經費二百萬元繼續向各堂呼
籲奉獻，用於支持一位公費神學生、四位領取神學培才學額之神學生，
以及本會支持之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經費。
定居泰國之退休牧師劉育佳牧師主懷安息。
13日 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小組舉辦「兒童事工工作坊——如何用繪本

23日 教育心理服務中心於下午假基全小學舉行「提升孩子的學習動
力」講座，由伍少萍教育心理學家主領，對象：小學生家長。
26-27日 總幹事、胡丙杰牧師及郭偉強先生代表本會出席香港基督教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總議會代表部周年會議。

滙 聲．725/726期

9

27日 2017年牧師長執交流會假合一堂香港堂舉行，主題「30-50歲的
信徒牧養方向探索」，講員：袁海柏執事。

16日 原定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7月遠足活動：柏鰂石澗，
因天氣關係取消。

30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5月遠足活動：陰澳、鹿頸。

19日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發出《就四位民選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
員資格作出的關注》。

六月

24日 學 務 部 為 將 於 9 月 入 職 之 中 小 學 校 長 舉 行 「 新 入 職 校 長 簡 介
會」，新學年新聘4位中學校長及1位小學校長。

5-7日 全完堂張敏儀牧師代表本會出席於新加坡舉行之世界傳道會
2017年周年大會。

18日 望覺堂唐梅勵真執事主懷安息。

6日 教育心理服務中心於下午假基全小學舉行「開開心心升小學——
如何準備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兒升讀主流小學」講座，由張敏彤教育心
理學家主領，對象：幼稚園學生家長。

22-28日 選派余靄陶、唐力行及黃嘉慧出席由世界傳道會主辦，於南
非約翰尼斯堡舉行之「於帝國處境下建立門徒：重塑教會」青年高峰論
壇。

10日 信徒培育部聖頌團於下午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辦「2017年
詩班學習交流工作坊——指揮與司琴團」，主題：崇拜領唱群體在今天
的角色及功能，共有70人參加。教育心理服務中心於下午假協和小學舉
行「用心培育孩子、盡展IQ潛能」講座，由吳巧儀教育心理學家主領，
對象：小學生家長。

25-27日 聖頌團舉辦廣州教會探訪交流及聖樂服事之旅。

公理堂馬義全執事主懷安息。
13、20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聖道職事工作坊」，由總幹事、陳熾彬
牧師、蒲錦昌牧師及陳誠東牧師擔任講員。
14日 元朗堂岑永生執事主懷安息。
17日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足印計劃推動堂會青年透過身體加行，加深
對本會各堂及其在社區事工的認識，往基磐堂參與服事兒童的工作，出
席義工約20人。
19日 宣教師團契舉辦「與壓力同行」座談會，由曹敏敬牧師擔任分享
嘉賓。
19-23日 世界傳道會東亞區假香港舉行「宣教與福音事工：接觸外地
勞工之福音新模式」，由本會擔任主辦單位，選派蕭嘉祥牧師、郭偉強
先生、趙承恩宣教師及陳家儀姊妹出席。

八月

8月底 社會服務部推動之食物援助計劃（食物銀行），9/2016至
8/2017內，服務了13人共派出728餐次。
31日 法團校董顧問袁海柏執事任滿離任。

九月
1日 本學年新聘校長：彭潔嫻校長（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李
揚真校長（銘基書院）、劉家倫校長（扶輪中學）、張佩姍校長（基協
中學）、阮愛馨校長（公理高中書院）、譚光德校長（全完第一小學）
履新。校長離任：銘基書院陳潔貞校長（服務本會23年）及基協中學爾
區巧芬校長（服務本會6年）離任。校長調動安排：原全完第一小學李
寶文校長調任為基全小學校長，原基全小學洪之龍校長調任基真小學校
長，原基真小學黃靜雯校長調任為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
教育心理學家馬麗妍博士榮休（服務本會9年）。校長榮休：扶輪中學歐
陽家強校長（服務本會36年）、公理高中書院鄒秉恩校長（服務本會5
年）、基灣小學（愛蝶灣）劉惠明校長（服務本會35年）正式榮休。本
會3位教育心理學家履新：陳慧斯女士、勞紫華女士及徐嘉頌女士。油麻
地基道堂陳誠東牧師外借為伯特利神學院講師，於油麻地基道堂轉任義
務牧師。

21日 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假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邀得幼稚園教育
課程指引專責委員會主席及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許娜娜
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及授憑。

2日 舉辦「澳門之旅」活動，以紀念馬禮遜牧師來華傳道二百一十周
年；惟受颱風影響，部份原定行程被迫取消。

24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校牧事工交流會」。

10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9月遠足活動：龍蝦灣之旅。

真光女書院首任校長高文蘊校長主懷安息。

11日 2017-18年度出席執行委員會之直屬中學校長及小學校長互選代
表名單，於9月執行委員會會議中通過，中學校長代表為：朱啟榮校長、
姚靜儀校長、梁文祺校長、陳俊傑校長、葉信德校長及黃偉耀校長，小
學校長代表為：何麗雯校長、何寶鈴校長、周任玲校長、林偉雄校長、
洪之龍校長、梁淑儀校長、黃靜雯校長、蔡世鴻校長、鄭雪英校長及簡
燕玲校長。

28日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與基督教協進會合辦《消失的檔案》放
映會，放映會後有羅恩惠導演分享及對談。
28日至7月7日 總幹事聯同張亦農牧師及黃慧賢博士，代表區會前赴
德國慕尼黑出席第26屆世界改革宗團契大會。
28日至7月15日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經面試後，選派5位堂會青年信
徒：施德濂（長洲堂）、賴文彥（基道旺角堂）、李智成（基道堂旺
角）、李紹燊（基道旺角堂）及黃文穎（合一堂九龍堂），參與2017我
愛台灣宣教營。
30日 下午，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舉行重聚日，讓參與計劃之本會學生
分享學習過程，共26名同學、10多位參與同行者計劃堂會的教牧同工及
長執導師出席。

七月

15日 福音事工部堂會事工小組於晚上假國語堂舉行「共融社群」分
享會，分享嘉賓：陳家儀姊妹、張勵明老師、蕭嘉祥牧師、曾婉華宣教
師、羅國柱宣教師及趙承恩宣教師，約20人出席。
17日 本會教育主日；本年為「校牧事工計劃」專款向堂會進行募捐，
目標：52萬元。
18日至10月20日 選派基富堂馬慶鴻宣教師前赴耶路撒冷，參與由世
界傳道會主辦之「Face to Face Bethlehem 2017」活動。

7、8月 暑假期間，公費神學生甄健中於區會實習。

21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候任牧師講座，探討聖禮之施行及其他禮儀。

3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7月份研討會：「從宗教改革看今日教會召命」，
講員：龔立人教授。

22日 婦女小組探訪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活動目的瞭解本港少數
族裔生活情況及福音工作。

7日至8月18日 逢週五晚上（共7講）假望覺堂舉辦2017年暑期聖經
課程——哥林多前書，主題：「教會有問題 聖經有答案」，講員包
括：蒲錦昌牧師、吳碧珊牧師、羅杰才牧師、岑樹基牧師、馮浩樑牧
師、鄧達榮牧師及姚兆祥牧師，有來自26間堂會合共110位信徒報名參
加。        

22日至10月13日 學務部舉辦四節共8講之校董培訓課程。

11-12日 總幹事出席亞洲基督教議會於泰國清邁舉行之「區域合一諮
詢會議」。
14日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於晚上舉辦《消失的檔案》青年放映場，逾
114位信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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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發出《懷念你——劉曉波先生》禱文。

4日 本會分享主日，是年所收奉獻，用以撥助廣東省基督教兩會山區
教牧同工津助及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同日下午，於望覺協和堂舉行
按立牧師典禮，按立基道堂林淑嫺宣教師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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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教育事工部與中、小學校長會合作舉辦「新聘教師座談會」，於
區會及長老堂舉行，本學年新聘之中、小學教師超過200位。
26-28日 神學牧職部假上水聖保祿樂靜院舉行宣教師退修會，主題
「靜聽基督的召喚：常在我的愛裡」，由謝麗芳女士（靜觀靈修學會教
務主任）擔任導師。

十月
10月起至2018年4月 為本會創會百周年區會主日；為區會福音事
工、人才培訓事工、教育事工及社會服務事工籌募200萬元經費。

7日 神學牧職部舉行神學生聚會，主題「區會百周年活動分享」。

十二月

10-12日 神學牧職部假道風山叢林舉辦候任牧師／差遣宣教師退修
會。

1日 本會澳門馬禮遜紀念中心新聘助理主任賈若暉先生履新。

11-17日 派出蒲錦昌牧師出席亞洲基道教議會假緬甸仰光舉行之亞洲
宣教會議暨鑽禧慶典。

6-12日 選派韓潔湘執事出席由普世教會協會於韓國舉行之「普世服務
工作研究文件及學習手冊」研討會。

16日 本會百周年創會活動統籌主任歐陽家強先生履新。

8日 創會百周年區會中小幼聯校資訊日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
共56間本會直屬及有關中、小學及幼稚園擺設展覽攤位，6間直屬幼稚
園參與文藝表演，又設有4場小學升中講座及5場幼稚園升學講座。晚
上，信徒培育部門徒小組假望覺堂舉行第13屆〈門徒〉課程聯合畢業典
禮，本年度共有6間堂會舉辦紅色〈門徒〉課程，59人畢業；3間堂會舉
辦綠色〈門徒〉課程，27人畢業；2間堂會舉辦紫色〈門徒〉課程，18
人畢業；1間堂會舉辦金色〈門徒〉課程，22人畢業。

20日 晚上假望覺協和堂舉行按立牧師、接納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
拜，由蒲錦昌牧師證道，按立鰂魚涌堂余學深宣教師、合一堂香港堂李
瑞文宣教師、鰂魚涌堂林培德宣教師、香港閩南堂陳淑儀宣教師、基順
愛的家劉寶珊宣教師及合一堂北角堂譚婉薇宣教師為牧師，接納紅磡基
道堂林日昇牧師及英華堂陳德義牧師為本會牧師，並差遣李素嫻（灣仔
堂）、寇海成（鰂魚涌堂）、張國輝（油麻地基道堂）、鄭家文（屯門
堂）及顏海菱（油麻地基道堂）為本會宣教師。本年度有田景堂與蒙黃
花沃紀念小學、全完堂與基慧小學、全完堂與全完中學、香港志道堂與
基慈小學受差遣為校牧事工團隊。

1日至2018年4月30日 社會服務部推出2017-2018年度慈愛券。

11日 晚上假京華酒樓舉行2017年度執行委員會聖誕聚餐，本年筵開
21席逾250位本會教牧同工、校長、長執、部員、組長、榮休同工、神
學生及區會同工出席，共慶聖誕。當晚致送紀念品予本年度榮休的同
工：陳熾彬牧師、周寶熙牧師、陳榮輝牧師、盧秀嫺宣教師、歐陽家強
校長、劉惠明校長、鄒秉恩校長、陳永佳執事、馬麗妍博士及梁麗容女
士；並致送長期服務獎予11位於本會服務滿20年之教牧同工及各堂執
事：張亦農牧師、陳偉文牧師、鍾立光牧師、譚蜺宣教師、黃伯森執
事、李志邦執事、劉紹雄執事、姚世明執事、韓潔湘執事、劉寶珊執事
及陳永佳執事；並頒發2016年慈愛券各組別之最高籌募獎。

21日 下午假長老堂舉行2017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邀請了世
界傳道會議長凱雅牧師（Rev. D. C. Haia）宣道；感恩崇拜後於長老堂副
堂舉行創會百周年運動本色百分百啟動禮，籌得＄15,670。啟動禮後，
於區會四樓禮堂召開2017年度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中接納基富堂及
望覺協和堂申請加入為本會自養堂會，並選出新一屆12位執行委員，名
單如下：（男界）黃成榮、陳應城、歐陽志剛、梁天明；（女界）莫湘
萍、李淑儀、陳嫣虹、曾詠珊；（青年）羅國柱、周永健、馮詩愉、余
靄陶。

14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加入「學者邀請公眾參與簽名運動——反對立
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以削弱其議政及監察權力」聯署。

26日至30日 為紀念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90周年，總幹事率區會聖
頌團一行23人前往上海進行「上海探訪及聖樂交流之旅」。

19-23日 創會百周年中小幼校長尋根團，由總幹事率團前往南京及上
海兩地，與當地教會進行交流。

30日 大埔基道堂梁志鴻牧師之夫人梁林秀香宣教師主懷安息。

十一月
11月 透過八達通公司提供網上／手機收集捐款平台，為創會百周年事
工籌款。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主辦

4日 本會支持之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神學日慶典。當天本會會友姚君
璧（應屆畢業生，合一堂北角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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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予來自內地溫州的張杰克（神道學碩
士三年班，基督教溫州伯大尼教會）；由長洲堂支持之中華基督教會長
洲堂獎學金頒予黎珺瑜（聖公會）。
本年度應屆畢業之本會會友，包括總幹事蘇成溢牧師獲頒神學博士
（兼讀制）（DTh），梁遠耀牧師（屯門堂）獲頒神學碩士（兼讀制）
（MTh），姚君璧（合一堂角堂）獲頒神道學碩士（MDiv），趙學
衡（香港志道堂）及吳清清（香港閩南堂）同獲頒基督教研究文學碩
士（兼讀制）（MACS），以及吳冰怡（基道旺角堂）獲頒基督教研
究文學碩士（MACS）。本年度進入神學院接受栽培之本會會友共八
位，包括吳清清（香港閩南堂）及袁國傑（沙田堂）同修讀神學碩士
（MTh），唐洪林（合一堂馬鞍山堂）修讀神學博士（DTh），陳鳳娥
（基灣堂）、張漢偉（合一堂九龍堂）、錢鋒（基禾堂）及黃耀昌（合
一堂馬鞍山堂）同修讀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兼讀制）（MACS），以
及黃宇軒（錦江紀念禮拜堂）修讀神道學碩士（MDiv）。
8日 僑居美國之退休牧師李權牧師主懷安息。公理堂羅明享執事主懷
安息。
7-9日 本年度牧師退修會假中山鄉泉別墅舉行，主題：面對張力不沮
喪；是次退修會順道探訪本會早期於中山石歧及三鄉成立的堂會，與當
地同工交流。
11日 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行程包括上午於元朗堂聚會，午膳後
參觀香港水耕種植場及屯門爬蟲館，共75位來自12間堂會的姊妹弟兄報
名參加。
14日至12月12日 神學牧職部逢周二（5天共10課）舉辦新入職同工
課程。
20-25日 劉寶珊牧師、羅國柱宣教師及袁海柏執事代表本會，前赴台
灣出席由世界傳道會主辦之第三屆新國際及經濟建設研討會。
30日 香港天主教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主席蔡惠民副主教、副主席梁達
材神父及委員龔聖美女士來訪區會，由總幹事、副總幹事、神學牧職部
主席及信徒培育部主席接待，彼此交流兩會對教會合一事工的推展。

目
內

2018

的： 親身接觸神學院課程，體驗本院的神學教育及訓練
容： 參加者可於該周內旁聽本院開放之課堂，親身體會神學
學習的思辯現場
日
期： 2018年1月29至2月2日（星期一至五）
地
點： 香港中文大學校內課室
費
用： 每節課堂港幣五十元正
科
目： 星期一 7:00pm-9:15pm
中國基督教人物研究︱講師：王曉靜博士
星期二 2:30pm-5:15pm
系統神學︱講師：葉菁華教授
星期三 7:00pm-9:15pm
新約聖經處境詮釋︱講師：葉漢浩教授
星期四 9:30am-12:15pm
基督教價值與社會政策︱講師：龔立人教授
星期五 7:00pm-9:15pm
神學與當代輔導理論︱講師：關瑞文教授
報名方法： 請以網上表格報名，參加者必須以郵寄支票繳交報名
費，完成報名後將會收到註有確認編號的電郵。支票抬
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並寄回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
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收（信封面請註明：2018課堂體驗
周）。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
＊課室座位有限，先到先得，以本院確認為準。
報名網址：http://www.theology.cuhk.edu.hk/event/
openwee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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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宣教師團契職員會

「文化承傳」教師專業發展計劃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宣教師團契職員會已經選出，
名單如下：
主
席：甯田安宣教師
副 主 席：馮詩愉宣教師
文
書：鄧建仍宣教師
四位職員：馮天聰宣教師、葉美婷宣教師
周敏貞宣教師、李暉宣教師

由鄺啟濤博士資助的「文化承傳」教師專業發展計
劃，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在協和小學（長沙灣）
進行開展禮，計劃為本會教師免費提供為期數月（由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之專業發展培訓，
包括詩詞傳誦、花燈札作、書法、攝影、花球製作、剪
紙及組合盆栽等。

二零一八年第一次神學生聚會
本年度第一次神學生聚會，定於二月十日（星期
六）上午於區會舉行，是次以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
畢業同學為對象，歡迎各堂教牧同工出席，盼藉著個人
生命或牧職的分享，與神學生同行，為神學生禱告。

同工榮休
本會學務部學務文員梁麗容女士（服務本會十一
年），自二零一七年年底起正式榮休。

堂

會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望覺堂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起，
聘得黃麗芳女士為該堂宣教師；聖光堂自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一日起，聘得何文志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同工離
任：沙田堂鄭家恩宣教師，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離
任。
人事動態：上水堂張漢強牧師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起，擔任該堂義務牧師，為期兩年；基禾堂鍾立光牧
師自一月一日起退任該堂堂主任一職，但仍擔任該堂全
職牧師，而堂主任一職由該堂徐德興宣教師接任；嶺東
堂李一新牧師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榮休，卸任堂主
任職，堂主任一職由該堂李暉宣教師接任。

同工榮休
鰂魚涌堂陳熾彬牧師（服務本會四十年）、聖光堂周
寶熙牧師（服務本會三十七年）、嶺東堂李一新牧師（服
務本會二十三年）及澳門馬禮遜紀念中心主任陳榮輝牧
師（服務本會堂會四年三個月及於中心九年九個月），自
二零一七年年底起正式榮休。本會感謝四位牧長多年來
的忠心事奉和服務，願主帶領他們退休後的生活。

基真堂誠聘行政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誠聘行政幹事，需舊制會考中五
／DSE中六或以上學歷，具三年以上相關經驗，熟悉教會
運作，協助人事財務及辦公室管理。請具履歷寄新界葵涌
華茘徑11號基真小學內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主任牧師收，
合則約見。（應徵者所提供之資料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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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已圓滿舉行
由本會與培英中學校董會合辦、每兩年一屆之「李
聖華現代詩青年獎」，第四屆頒獎禮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十六日假沙田培英中學舉行，沙田培英中學招心蔚同
學獲中學組推薦獎，基華小學（九龍塘）黃逸翹同學、
英華小學吳俊和同學、林映河同學、蔡傲烽同學同獲小
學組推薦獎；沙田培英中學及英華小學分別獲中學組及
小學組最積極參賽學校獎。至於培英白綠組，由郭千悅
同學勇奪冠軍殊榮，何芷盈同學、招心蔚同學、袁上言
同學、陳卓慧同學及羅瀾同學同獲推薦獎。歡迎於區會
網頁 www.hkcccc.org 瀏覽詳細得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