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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雋語

總會各項事工都是服務全國教會，他的經濟來源很天然亦應以全國會友
為主流。「總會主日」就是根據這種意義而設立的。總議會選定了每年
接近國慶日的十月第二主日，屆期全國各地教堂及有關學校醫院之宗教
團體，均應舉行特別崇拜，率領會眾，紀念總會，代禱獻捐。

—青峰：〈怎樣推進「總會主日」？〉，《總會公報》（1947 年 9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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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可見合一的

中華基督教會（六） 
教會合一運動的延續

雖然中華聖公會曾致函婉拒中華基督教會，但中國教會的合一運動並沒有

停止。過了四年，中華聖公會於一九三五年主辦一個教會合一會議，邀請中華

基督教會、衛理公會、浸信會聯會和華北公理會，共商如何實現中國教會的合

一。1 在會議首天，大會主席沈子高主教致詞時，開宗明義表示中華聖公會有

決心在中國推動成立一個合一教會（church	union），如當時正在組成的南印度

教會一樣。2

在一九三五年的教會合一會議中，中華基督教會的代表應邀分享成立合一

教會的經驗，此外，有關南印度教會如何將主教／監督制和非主教／監督制的

宗派，聯合成為一個教會的構思和實行模式，也被提出來參考。3

教會合一會議後，中華基督教會於一九三七年在蘇州舉行的大會中，通

過委任十位代表，聯同中華聖公會十位代表，組成一個專責委員會，商討如

何成立一個主教／監督制和非主教／監督制元素融合的合一教會。4 很可惜，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蘆溝橋事件，中日戰爭爆發。長達八年的戰爭使教會將全部

精力放在如何支援國家和民眾解決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

後，四年內又先後發生內戰及政權轉變，以致商討成立合一教會的專責委員

會，始終沒有任何進展和成果。	

中華基督教會的合一信念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總會公報》中刊登了一份〈本會立場的檢討〉，中

華基督教會重申合一、本色化和自治自養自傳的立會原則。5 合一的目標就是

最終使基督教會、天主教會和正教會也能聯合成為一個教會。6

事實上，從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華基督教會的成員，從最早只以改

革宗傳統為主，到陸續有其他宗派教會的加入，當中包括了浸信會、同寅會、

加拿大聯合教會、美以美會，及一些華人獨立教會，如北平中華基督教會聯合

會和旅滬閩人中華基督教會。除此之外，中華基督教會所倡導的教會合一運

動，也向外推廣，期望得到世界各地華人基督徒響應，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也

推動教會合一，一同實踐耶穌基督的合一祈禱和吩咐。（待續）	

註釋：
1  Chung Hwa Sheng Kung Hu (CHSKH),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on Church Unity  

(Shanghai: Chung Hwa Sheng Kung Hu, January 23, 1935), 1-15.
2  同上，頁1。
3  王曉靜：〈「實現一個純全中國本色化和合而為一的教會」：誠靜怡與中華基督教會〉，《景風》

Ching Feng New Series 13.1-2 (2014)：91。
4  Merwin, Adventure in Unity , pp.116-117.
5  聲（朱晨聲）：〈本會立場的檢討〉，《總會公報》21.1 (1949.1)：1-2。
6  Kelpler,“Section 19”,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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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文乃總幹事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假亞

洲博覽館舉行之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感恩聯合聖餐崇

拜上宣道的講章。

我們滿懷歡欣和感恩的心，在這裡聚集，向那位賞賜

豐富恩典，在歷史中施行奇妙作為的全能上主，獻上我們

的感謝與讚美。

在不同年代，祂差派忠心的僕人，將福音帶來中華大

地。但是，在十九世紀初，當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傳道

時，卻同時帶進宗派主義。

感謝主，一百多年前聖靈感動了我們的先賢，認定

教會合一的重要，由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南京開始商議，

一九一九年一月就信仰綱要及組織體制達成共識，到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總議會會議，中華

基督教會正式成立了。最初由十一個宗派和差會組成，到

一九四六年增至十七個宗派和差會一同聯合。

作為扎根中華大地的合一教會，回顧百年，主恩豐

盛，願榮耀歸給三一上主。今天，我們雖身處香港，仍心

繫祖國，常以愛護香港、關懷祖國的心，為祖國和香港祈

禱。在此，我們掛念在內地一些地區正處艱難困境的基督

徒，為他們祈禱。求慈悲的主保守他們，止息一切不合理

的壓制，賜他們平安。

合一遠象
基督的禱告與吩咐

約翰福音十七章記載基督向天父禱告說：求主保守他

們，使他們像我們一樣合而為一。十七章裡，基督更連續

三次提到：使他們合而為一（21、22、23節）。這不單

是基督的禱告，更是祂對門徒的期望與吩咐。正如當年使

徒保羅教訓內部出現了分門分派的哥林多教會說：肢體雖

多，仍是一個身體。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

體（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節、13節）。

先賢的抱負

首任全國總會會長誠靜怡牧師，在一九一零年於愛丁

堡舉行的世界宣教大會中發言，提出了一個中國教會的合

一遠象：「我們期望在不久將來，會有一個不分宗派的聯

合教會。在中國及對中國基督徒來說，教會合一是極其渴

望的。」首任全國總會總幹事高伯蘭牧師提醒中華基督教

會信徒：「我們不要迷信中華基督教會，因為她不過是一

種實現天國的工具，我們的目的是基督的救恩，是一種屬

靈的努力。」全國總會副總幹事范定九牧師為立會精神作

出了闡釋：「中華基督教會的宗旨，就是大家一起實行基

督生活，宣傳基督教義，推廣基督天國。」1換言之，中華

基督教會不是要成為一個超級教會，乃是邀請眾教會聯合

起來，一同廣宣福音，發展教會聖工，攜手服務社群，使

更多人得著基督救恩。

其實，中華基督教會的名稱並非要別樹一幟，取代

當時的宗派名稱，乃是回應了一九二二年全國基督教大會

中，一批華人信徒領袖對消除宗派主義，實現教會合一的

殷切期望。當年，由華人信徒定名的中華基督教會，不是

成為一個一律化的超級宗派，乃是個有機的聯合教會，讓

所有基督信徒能一起過感恩的團契生活，並在傳福音和服

務工作中，彼此分享，互相激勵。2

合一基礎與目的
三一上主 完全與奧妙的合一

我們所認信的聖父聖子聖靈，是三而一、一而三的

上主，是教會合一的唯一基礎。上主的神聖合一，並非劃

一。父子聖靈三個位格完全彰顯，又奧妙地互為內在、互

相滲通（perichoresis）、彼此參與、結為一體，一起去創

造、救贖和成就末後的榮耀國度。3至聖上主的合一，在

祂的歷史作為中，完全顯露出來。父子聖靈以同一心思，

施行一切祂要成就的事。在道成肉身事件上，聖父差遣聖

子，由聖靈使馬利亞懷孕，成為人子耶穌（馬太福音一章

20節，三章17節），聖子耶穌完成救贖使命，使人藉聖靈

得永生（約翰福音三章5節，16節）。換言之，合一不單是

全能上主自有的，也彰顯在祂對世人的永恆計劃中。

愛的救贖 以愛共融 

在三一上主的救世計劃中，我們看到父子聖靈的契合

和同工，更看到完全的愛。聖經說：上主的兒子為我們的

罪作了贖罪祭，這就是愛（約翰壹書四章10節）。完全的

愛在聖父與聖子和聖靈間，互相滲通，毫不保留地彼此分

以愛合一  同證福音（約翰福音三章5-17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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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藉基督的救贖，這份愛已經賜給

我們了。正如聖子耶穌為世人向天

父禱告說：好讓祢愛我的愛在他們裡

面，我也在他們裡面（約翰福音十七

章26節）。

我們可以從愛的角度體會合一。

上主以完全的愛成就救恩，除去一切

因罪惡而有的阻隔，使人與上主和

好，在主裡成為一家人（以弗所書

二章14-20節）。換言之，愛的救贖

造就了和好。這份從主而來的和好恩

典，使我們得著愛。由於愛是從上主

來，我們就能以愛共融，並按主的吩

咐彼此相愛，不分你我一起過團契生

活（約翰壹書四章7節）。

合一使命
建立團契 見證分享

合一是教會的根本，因為我們

所認信的聖父聖子聖靈，是合而為一

的。反之，若教會不合一，我們的宣

講與見證，都會大打折扣，甚至徒勞

無功。

數年前我曾看過一則新聞。當

天是香港各間小學自行收生的申請期

開始，在一間教會小學門前大排長

龍。一位記者作現場採訪，找到一位

正在排隊的家長，問她：你對今次申

請的成功率信心如何？她回答：很有

信心。因為我們舉家正返教會。記者

追問：請問妳返那一間教會？當這位

家長講出教會的名稱後，記者說：妳

返的那一間教會是基督教，但這間小

學是天主教的。這位受訪家長很疑惑

地問：兩者是不同的嗎？對這位家長

的疑問，假若當日我在場，我會這樣

回答她：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都是基

督徒，在基督裡大家同屬一個普世教

會，沒有不同。

我們知道，教會仍未能合一雖

然是事實，但聖經的教導和先賢的心

志，促使我們這一代要努力，能繼續

以寬大胸襟、互相尊重、注重大體、

合一非一律原則，與凡認信三一上主

的教會，建立一個可見的共融團契，

彼此分享，共同見證基督。

主內一家 天下一家

我相信，當上主藉聖靈將愛澆灌

我們（羅馬書五章5節），聖靈便會

帶領我們同走合一的道路，學習彼此

尊重、包容、接納、體諒和欣賞。這

樣，香港眾教會就能透過衷誠合作，

大家目標一致，實現主內一家的合一

（unity	in	koinonia）。

不過，合一並非教會的最終目

的。由於三一上主是教會的根基，合

一反映她的本質。同時，合一也是教

會的使命。合一是為了使萬民，無分

種族、身分，都能歸入基督，成為一

個身體，一同成為上主子民。就如以

賽亞先知所說，到那日，萬國萬民

不再紛爭對立，全部歸向耶和華，

同走上主的路，完全實現天下一家

（oikoumene）。

願我們眾人都能從主的話得提

示，在生活、工作和事奉中實踐出

來。誠心所願。

註譯
1  節錄自全國總會副總幹事范定九於1929

年在廣東協會第四屆年會中之報告。參范
定九：〈中華基督教會的近況〉，《總會公
報》1.9 (1929.08): 261。

2 A.R. Kepler, “What is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The Chines Recorder  58.1 (1927.1): 
27-31.

3 互相滲通的觀念（perichoresis），最早由
貴格利（Gregory Nazianrus）提出，及
後有麥西武（Maximus Confessor）和大
馬色約翰（John of Damascus）引用闡
釋。近代的神學家，包括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禾夫（Miroslav Volf）、西
西奧拿斯（Ziz ioulas），進一步以互相滲
通觀念，用於三一論神學的討論。

賀函：河南省基督教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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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函：世界改革宗 (W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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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函：亞洲基督教議會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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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接待區設大型展覽，介紹本會歷代宣教士、堂校及

機構展板。

兩位退休校長蕭

岳煊校長及盧光

輝校長，攝於大

會為籌募捐款而

特設的「百分百

運動感恩奉獻」

相框下。

區會全體同工攝於大會特備的大型拍攝板前。

（左至右）管弦樂隊指揮李寶龍先生、總

幹事蘇成溢牧師、區會主席陳應誠執事、

英華書院鄭鈞傑校長與中學聯合合唱團及

英華書院管弦樂隊合照。

小學聯合合唱團。
參與獻奏的聯

合手鈴隊。

兩位區會前任總幹事吳振智牧師及陸輝牧師

（右三及右二）。
本港各基督宗派教會及天主教教會領袖應邀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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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講道由蘇成溢牧師主講：

「以愛合一，同證福音」。

總幹事為各宗派教會領

袖施聖餐，體現大家同

屬一個教會，在主裡合

一。

宣告信仰後，由各

堂婦女組成的合一

操隊以合一操作回

應。

感恩崇拜第四部份：立志與承擔；台上有

十位堂校及機構代表，以及台下亮起立志

筆燈光的全體會眾，一起宣讀立志文。

與蒞臨感恩崇拜的各界本地及海外來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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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原本是一個

平凡的日子，卻是「創會百周年籃球

聯賽」籌備委員會難忘的一天，因為

歷時四個多月的籃球聯賽就在這日子

舉行決賽。這段日子成了我們與區會

二十多間堂會一起經歷上帝豐富恩典

的共同回憶。感謝主，當中有不少使

我難以忘懷的片段，也帶來不同的信

仰反省。

作為觀眾，一場觀賞度高的球

賽，莫過於兩隊球隊的實力旗鼓相

當，雙方互有攻守，得分一直處於

「拉鋸」狀態，不到最後一分鐘也不

知鹿死誰手的比賽。在今次創會百周

年籃球聯賽超過90場賽事中，當然

不乏這種精彩賽事，但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輸人不輸陣」及「輸球不輸

品」的比賽。

輸人不輸陣
像我這輩的中年人士，籃球場

上的爭勝作賽早已是「想當年」的事

情，不是怕自己力不從心，就是怕

自己大出洋相，不單不能幫助球隊取

勝，反成為球隊的負累而不願出賽。

然而我在球場所見，有不少隊伍的球

員由十多歲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到差

不多「登陸」的老將都響應區會的號

召，代表自己的堂會為著同一目標而

奮戰不懈。更難得的是，就算球賽被

編在晚上十時才開始，教會上上下

下、老老嫩嫩都到場吶喊助威，可謂

即使輸人也不輸陣。那種團結合一的

精神、那份主內一家

的情誼：勝利時一同

喜樂，輸掉落淚時亦

一起同哭，不就是聖

經的教導嗎？這些不

分年齡的哭與笑，真

令人感動！

輸球不輸品
縱然是基督教群體舉辦的比賽，

即便我們一再強調「要在球場上獻上

最好的給上主」，「要在籃球場上

散發基督的香氣」，可是一論到輸

贏，球員就很容易「輸品（基督的品

格）」。能夠明知己方大勢已去，卻

仍為主奮戰的球隊又有幾多呢？可是

我在球場所見，真的有不少球隊能

做到輸球不輸品，他們那份「一定

要獻上最好的給上主」的堅持，令他

們即使面對「逆境波」，仍然奮力應

戰到最後一刻。有時信徒在職場或學

校，逐漸被世俗的價值觀潛移默化，

但靠著聖靈的感動和牧者的提醒，總

能在生活上的球賽，同樣「輸球不輸

品」。　　

總結
作為「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

籃球聯賽」的籌委會主席，我非常感

謝籌委們這一年多的努力，我們都竭

力為堂會球隊舉辦公平、公開、公正

的球賽，亦感恩得到體育事工聯盟專

業的用心協助，及區會各方的支持及

代禱，再加上二十多間堂會「輸人不

輸陣」及「輸球不輸品」的參與及見

證，令今屆的籃球聯賽能在上主的恩

典下順利完成，願榮耀歸給我們在天

上的父！

「創會百周年籃球聯賽」各項賽事賽果

公開組金盃賽
冠　軍 灣仔堂（金盃得主）
亞　軍 基道旺角堂
雙季軍 合一堂九龍堂、香港閩南堂
第五名 合一堂北角堂、深愛堂、合一堂馬鞍山堂、基禾堂
公開組銀碟賽
得　主 元朗堂（第九名）
青年組
冠　軍 基禾堂
亞　軍 合一堂北角堂
季　軍 梁發紀念禮拜堂

寫在決賽後
籃球聯賽同樂日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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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學年適逢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為加強本會中、小學師生的交流，

特舉辦中小學聯校才藝匯演，讓區會學生能發揮所長，互相觀摩，彼此進益。

此外，亦希望透過聯校活動為區會籌募經費。

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
區會東區中小學聯校才藝匯演

活動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區會東區中小學聯校才藝匯演

（下稱「百周年才藝匯演」）

主辦學校：	桂華山中學、基灣小學、基灣小學（愛蝶灣）

日　　期：	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

時　　間：	下午2:30至4:30

地　　點：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禮堂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下午香港

東區的三所區會直屬中小學（桂華山中

學、基灣小學、基灣小學（愛蝶灣））

於桂華山中學禮堂舉辦「百周年才藝匯

演」。當天賀蒙總幹事蘇成溢牧師、馮

文正校監及李潤成牧師在百忙中抽空擔

任主禮嘉賓，讓匯演生色不少。

「百周年才藝匯演」總共為區會籌

得92,544.4元捐款，當天有超過440名家

長購票觀賞是次匯演，有超過330名學生

參與表演，兩間基灣小學及桂華山中學

老師攜手合作，花了半年時間籌備，共

10項表演，全部成功演出，最後壓

軸由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帶領全體師生

及家長同唱百周年主題曲，為匯演劃

上完美的句號！

這次「百周年才藝匯演」可說是

區會首次在香港東區舉行的中小學聯

校活動，而且十分成功！各校的

學生都傾力演出，各校的同工彼

此配搭、互相補位，發揮區會合

一精神，讓「百周年才藝匯演」

順利完成。透過是次活動，所有

出席的嘉賓及家長不單對區會的

辦學有深入認識，而且對區會中

小學學生的表演讚嘆不絕，再一

次多謝各校同工的努力，願一切

的榮耀歸於上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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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僕之言　李淑儀宣教師	|	林馬堂

記得正式牧會的第一天，有牧者提醒牧會經驗尚淺的

我，相比之下做信徒的日子較為長久，所以不妨多想想信

徒對牧者的期望，便可以掌握固中情況。

常常有機會與不同年齡層的信徒相聚，他們除了關

心、支持和記念我，偶爾大家都會跟我分享自身教會與牧

者相處的經歷和感受；有時更會藉此提醒我，有甚麼值得

學習，有甚麼記緊避免。當每次聽到他們的分享，都叫我

反覆思考良久。

信徒︰「遇到一位投契又覺得好好的牧者，真的想他

給予一條龍牧養。」

我想︰在教會的牧養，很多時都有不同的討論，究

竟怎樣的牧養模式，才是全面和合適？雖然有很多教會

都說分齡或是分部牧養，但很多時都覺得牧者一手包

辦全人的牧養是較適合，同時服事過程中，牧者也得

到很多滿足感；可是滿足感背後，可能換來很大的代

價，大家都知道牧者是沒有可能所有範圍都去做，

雖然心靈知道，但肉體卻軟弱，若牧者仍然嘗試去

做足所有範疇的牧養，很大可能只會出現吃力而

未必討好的情況。

「我並不是萬能，上主才是全能。」

信徒︰「有時他的分享時間，還比我們

多，這是我們的團契呀！」

我想︰牧者其實都需要有自己的團契，

大部份牧者是無法回到母堂參加聚會，加上

種種原因，也鮮有跟自己一起成長的群體

聯絡，都只能將服事的團契或小組，當成

為自己的團契，尤其在堂會牧養了一段長時間，甚至轉了

會，這情況更為普遍。其實信徒能接納牧者，又給予他們

有歸屬的感覺原是好；不過，信徒始終會認定我們是他們

的「牧者」，跟團友是不同。細心想想，信徒有此想法始

終是好的！

「我需要為自己找一個群體，可以給我支取力

量和坦誠分享的時間。」

信徒︰「其實我有很多想了解的信仰問題，但我想他

們都不會討論這些具爭議性的話題。」

我想：是信徒主觀地認為牧

者只有一個思維模式？只有這麼窄的

視野？有這麼多的話題不能分享嗎？還

是牧者真的是這樣？究竟在上主所創造的

世界和國度裡，有甚麼是不能分享和討論？

會不會是信徒與牧者甚少彼此分享，而往往存

在的場境，只在崇拜講壇上聽道，而崇拜後沒

有機會交流？

過去，區會的青年小組曾在一次聚會上收集

過一些信徒的意見，回應顯示信徒對有關社會的

議題，最希望討論的對象是牧者；但現實裡，他們

第一個找來討論的對象卻是網上的平台。這樣的矛

盾，真是值得彼此的探討。

「我要時常接觸不同層面的事，多聆聽、

多方了解、多探討各種人和事，多開放平台與

信徒一起分享。這可能先要在意識形態上，更新

信徒對牧者固有的印象。」

信徒︰「其實作為牧者最好、最重要、最簡單，就是

做好牧養和講道，那便足夠了！」

我想：這個當然是不變的事實和要求，可是牧者每天

需要兼顧的事還有很多。雖然，信徒在堂會已幫了牧者很

多，但牧者工作量大，在分配和處理的時間上有時也難以

控制，有時候一天原本安排了的事，也會因突發的事情而

無法跟進。其實每位牧者都想做好牧養和講壇信息，因為

這真是很重要呀！

「求主幫助！」

信徒︰「謝謝您今天用了這麼多時間聽我分享，不打

擾您工作了。」

我想說︰「這不正是我要作的事嗎？我就是要關

心您！弟兄姊妹，我相信每位牧者最想的就是與您

們多溝通，在彼此尊重的平台下，多分享和了解，

甚至在愛裡說誠實話，這樣在大家的分享和支持

下，大家可以有健康和喜樂的教會生活。」

信徒︰「牧者也是人！」

我一定要說︰「信徒，謝謝您！我們都是主的

羊，上主才是我們的大牧者！」

牧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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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台灣之旅，我會形容為一個生活體驗，認識當地文

化、生活習慣及方式。雖然跟想像中的宣教有點不一樣，但這

也是一種經歷，接受這就是個平淡的「非一般體驗」。

由於參加者來自世界各地，主辦單位會盡量混合不同國家

的人分派到當地教會。我的組員包括一名韓國女生，及來自台

灣的一男一女共四名組員。我們去的地方是安坡教會，在台南

屏東，那邊是一個原住民——排灣族的地方。安坡部落的人數

不多，大概有400人。我會形容這個地方有點像香港的圍村，

大多是兩層高的房子，遇到爬蟲類動物是慣常的事，而且生

活比較簡單樸素，沒有電視電影等娛樂，換來的是人與人的互

動，屋外品茶下棋的閒情逸致，小朋

友到處跑跑跳跳，自得其樂。

我們主要的活動包括早上在文健

站與長者做健康操及腦部練習，下午

在功課輔導班協助指導一些小學生做

暑期功課，晚上會到弟兄姊妹家裡吃

飯，分享聊天。還有一個三日兩夜的

我在2018我愛台灣宣教營的
體驗學習

出發前，主辦單位提及我和四位國

外青年被分派到高雄市五甲長老教會。

於是我略略搜尋有關教會的資訊，就只

有面書上的專用版面而已。最初對五甲

長老教會的觀感是從去年暑期夏令營的

相片中窺探，感覺是一間資源很充足的

教會，相片中有很多小孩，又有很精緻

的佈景，心想教會應該很城市化及豐

足。對此我是有點失落，因為我十分願

意進入鄉郊的原住民教會服事，而不是

城市教會。不過主透過經文提醒著我，

不要只看那片面的資訊來斷定教會的狀

況，而是應當謙卑進入教會群體中。

我們在周六傍晚到達五甲教會，一

行人都有疲態，也很陌生。教會康瑛芳

長老及幾位姊妹很熱情的接待和歡迎我

們。當晚青年團契聚會後大家都留步，

為翌日崇拜獻詩作準備，大家預備獻唱

的是〈You	 are	my	 all	 in	 all〉。指揮安

排我們與詩班於崇拜一同獻詩，其中一

遍由韓國弟兄及日本姊妹帶頭以韓語獻

唱，大伙兒再加入用韓語唱，第二遍時

暑期夏令營，教的不是聖經故事，而是以基督教背景的歷史事

件，讓小孩子明白當中的道理。說真的，對於這些活動，我並

沒有太大的感動，就只是協助性質，要說最觸動自己的，就是

跟小孩子一起玩，即使不知道他們說甚麼、想甚麼，但看見他

們純真的笑容，也讓自己重拾童真。

完成了十多天在當地教會的服事，最後有一個營會讓所有

參加者再次相聚，當中的文化表演環節，我們九名香港的代表

以默劇形式表現出一個香港學生的機械式生活。雖然還有進步

空間，但我們都覺得已經是最好的一次，而且最重要、最值得

欣賞的是大家願意付出時間心力，認真地為這次表演排練，實

在是不容易，很高興自己能夠參與，

成為其中一份子。

總的來說，這次旅程並沒有甚麼

難忘的經歷、深刻的體會，亦不想強

行說它有多特別多精彩多美好，於我

而言就是一種生活上的認識，平平淡

淡也是一份祝福。

用台語，第三遍才用華語。我當下更明

白合一而非一律的意義，藉著詩歌，不

論種族、宗派、言語，我們同感一靈的

讚頌上帝。我當下疲憊的身心都被滋潤

而活躍起來。上主能叫疲乏的人重新得

力，繼續行事。

接下來的一週，教會安排我們協

助暑期營會，各人被分派到不同年齡的

孩子中間，與他們每天上聖經、科學及

英語課。隊員們的最大困難必定是言語

不通。除了我和一位新加坡姊妹懂華語

外，另外三位隊員雖很想與孩子們互

動，卻因言語關係而顯得被動和無助。

於是我嘗試問瑛芳長老預先取得每天的

經文，交由韓國弟兄讀經後思想數條問

題給孩子們分享，再請日本姊妹

將他建議的問題由韓語翻譯為英

語，我再將英語翻譯為中文。上

主提醒我們無論有何障礙，總有

方法可以參與服事。

瑛芳長老曾向我分享說道，

她去年禱告想要辦一個接待社區

孩子的營會，上主給她六十多個孩子。

教會因協助的青年不足又未有牧師，今

年她也同樣禱告，上主回應了她，讓我

們五人加上兩位台灣青年、台北教會的

傳道、原住民信徒來帶活動、神學生教

科學課、教會長執呈現聖經場景等，五

湖四海的來到五甲教會，為的是彼此協

作，同心服事。一週間我們服事了八十

多位孩子。雖然中間總有磨合及意見，

但感謝主提醒我們要竭力保守合一的

心，叫我們彼此提醒。我也看到禱告的

大能，為教會有這樣殷勤的青年、忠心

溫柔的長老而感恩。上主差我來不是要

我清閒，而是細看祂怎樣眷顧在香港以

外的教會。

陳諾民	|	鰂魚涌堂

張毅玲	|	基灣堂

編按：為期十
八天的「我愛

台灣宣教營」

（ILT）由台
灣基督長老教

會舉辨，區會
在

過去十年都有
派出代表參加

，讓青年人有
著

不同的體驗學
習。以下是今

年其中兩位參
加

者的分享：

（左一）本文作者陳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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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譽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

體系，資金能夠自由地進出香港，政

府大多不干預社會中各式各樣的經濟

活動，包括房地產市場。在這資本主

義下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政府重視

保障個人的私有產權，包括產權擁有

人能夠自由地使用產權、拒絕別人侵

占產權、自由買賣產權及衍生收入。

產權擁有人多以經濟收益來決定使用

產權的方式。傳統經濟學介定四種生

產原素（factors	 of	 production）：

土地、資本、勞工及企業家精神。

既然土地是生產原素之一，土地擁

有者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prof i t	

maximisation），而土地的價值就是

它能夠產出的利潤的總和。如此，人

與土地的關係由以往的「我－你」

（I-Thou）變成現今的「我－它」

（I-It）的關係，例如：上一輩的華

人對家鄉有濃厚的感情，因為那地方

是他們成長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回

憶、故事、情感，以及身分，即使在

外生活工作多年，家鄉有難必定義不

容辭，或是退休後都選擇回鄉安老，

甚至「客死異鄉」亦要回鄉安葬。然

而，現代人看土地只是生產原素，客

體化的土地沒有內在的意義與關係，

亦沒有任何的道德指涉，人與土地的

關係只有操控和利用，例如被稱為

「囍帖街」的利東街，土地買賣與重

建分割了原居民與土地的關係和情

感，曾在「囍帖街」印囍帖的夫婦對

新建的地產項目感到「此情不再」，

地產商在此項目中注入陌生的文化和

原素，「囍帖」不再，情感消逝。

土地與物業在這市場自由地買

應許。立約的土地反映立約的關係，

而土地成為了上帝展現能力的媒介，

及以色列人聆聽上帝的場景。土地叫

人依靠上帝的恩典。（二）土地挑戰

人的信心。當以色列人在曠野之時，

是他們操練信心的高峰，但當他們進

駐迦南地，他們擁有了土地，也擁有

安全感、能力感，他們開始忘記沒有

土地的日子，忘記了信靠上帝的屬靈

操練。土地成為人的試探或試驗。當

人可以掌握物質，人開始變得貪婪，

將物質看為偶像，看為生命的全部，

而先知就不斷提醒人們緊記個人生命

之外還有從上而下的驚喜，提醒人除

去心中的貪婪。（三）土地引申人的

使命。舊約聖經清楚表明，以色列人

能夠在土地上安居樂業的條件之一，

是遵守安息日的誡命，這包括土地的

安息。土地的安息，即土地休息（利

二十五），表明土地的本質是禮物，

土地並不是來自我們，而是給予我們

的禮物；土地不只是為了我們的飽

足，土地與人之間有其立約關係，而

非「非人化」的操控關係。土地有其

使命——關顧貧窮人、外地人、寄居

者、孤兒寡婦、利未人，而我們需要

幫助土地完全其使命。

以色列人一直理解土地是民族的

「產業」，而非自家擁有的財產，是

要抵抗少數人的壟斷，以致割裂土地

與人的關係。「在耶和華你神所賜

你承受為業之地，不可挪移你鄰

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

（申十九14）人們需要謹守地界；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

移。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麼？他

賣，需求增加，供應有限，價格不

斷攀升。這不但衍生「青年買不到

樓」一類困境，而是整個社會面對

的困難。Demographia透過計算全球

各大城市的「中位指數」（Median	

Multiple）（該城市住房價格中位數除

以按年家庭入息中位數）來排列各城

市的「房屋負擔能力」（Affordable	

Housing	Markets）。香港以18.1位

列倒數第一，意即香港家庭平均需要

18.1年的總收入才能購買一所住房，

相比倒數第二的澳洲悉尼（12.2）和

倒數第三的加拿大溫哥華（11.8）高

出甚多。另外，全球最昂貴寫字樓

租金頭50個地區，香港中環位列第

一，租金為每年每平方呎US$264，

與位列第二的北京金融街US$178，

相距甚遠。香港統計處公佈的香港物

業租金指數，住宅、寫字樓、零售業

樓宇和分層工廠大廈的租金指數每年

攀升，反映各行各業的營運成本不斷

上升。另一方面，印花稅、地價收

入、差餉共佔政府整體收入的三分之

一，政府拒絕承認外界所言的高地價

政策，但堅持絕不賤賣土地。可見土

地政策牽涉住屋、各行各業、政府財

政等領域。

舊約聖經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從聖經神學整理出上

帝對土地的心意：（一）土地是一份

禮物，是上帝贈與以色列人的禮物。

因著上帝信守他的應許，以色列人被

上帝從亞伯拉罕離開吾耳，帶領到約

書亞時代進入迦南地，並以此為家，

又如南北兩國被擄後仍有回歸家鄉的

盼望，這都是出於上帝對以色列人的

從聖經看香港的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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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

人面前。」（箴二十二28-29）那些

「辦事殷勤的人」具體專業技能，以

奸巧尖刻的法律行動，精明的商業手

段或狡詐的法庭程序，奪取單純卑

微之人的祖業；「不可挪移古時的

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兒的田地；

因他們的救贖主大有能力，他必

向你為他們辨屈。」（箴二十三10-

11）特別對於那些沒有人際網絡、

管道門路或專業技能來保護自己權益

的「孤兒」，對抗那些屈枉正直、依

循法律途徑曲解正直的權勢者，更是

束手無策。這種讓強者從弱者手中奪

取土地來挪移地界，是為罪。正如

美國猶太神學家魯本斯坦（Richard	

Rubenstein）所言，這些行為其實是

在操作優選法則（triage），旨在刻

意消滅那些被判為多餘、邊緣、不

值得留下來的人，透過土地的自由買

賣，地價將窮人趕逐離開，實際是將

人篩選分類的優選法則，與聖經的

核心理念背道而馳（參申二十四19-

22）。

對於香港的土地政策，筆者建

議：（一）增加閒置土地成本。正如

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表示，本港地產

商有囤積居奇之嫌。香港五大地產商

（恆基、新鴻基、新世界、長實、信

和）的土地儲備，加上港鐵未批出

的地皮，可建超過9.1萬伙700呎住

宅單位，僅比政府土儲少三萬個。計

及它們持有大量農地（不包括新界東

北），地產商與政府土地儲備可建住

宅樓面，成八二之比，土地市場幾乎

全由地產商壟斷。然而在現有政策，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職員會	

《守望為主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為他們禱告》

掌管萬有和歷史的上主，祢的話提醒我們：「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

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林前12:26) 無論何方何地，凡宣認三一上帝為主的，無分地區、派別，

大家均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因此，我們願意分擔彼此的憂患。 

最近，我們得聞內地一些地區的教會遭到不同方式的壓逼；有些教堂

被毀壞，有教牧同工與領袖被暴力對待，也有信徒被逼離開教會等等。我

們心裡不安，也為這些遭遇困難的內地弟兄姊妹憂心忡忡。 

主啊，求祢的靈運行在祢的子民中間，使那些正遭遇壓逼的內地弟兄

姊妹，雖在困乏逼迫中，仍然帶著主賜的平安盼望，勇敢為人，保持善

德，以善勝惡，見證祢的信實。 

公義的主，求祢止息一切各式各樣對一些內地教會的無理打壓。更求

祢感動內地各級政府，能以寬容和以人為本的心，正確落實國家所定宗教

政策，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 

求祢幫助我們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就是與內地和眾多在

狹縫中掙扎的肢體，憂戚與共，互相守望，彼此扶持，同走天路。 

奉主名求，誠心所願。 

【2018年9月8日】

地產商閒置土地的成本幾乎是零，故

此政府應該引入土地閒置稅或物業閒

置稅，以增加物業供應。（二）香港

房屋問題癥結是「房屋商品化」，政

府強調物業的交換價值多於使用價

值。雖然政府政策是以置業為主導，

但其核心觀念是重建置業階梯、促進

流轉，向市民建構「細屋換大屋」的

想像，強調房屋投資的面向，繼續將

房屋推向商品化。筆者建議政府將物

業的居住市場與投資市場分開。香港

作為自由經濟體系，政府不應貿然限

制資金的出入，然而近年大量熱錢流

入本地的物業市場，投資者將物業

價格推高，普通的用家承受高昂的

樓價，結果住屋和商鋪價格高昂，

生活成本急升。政府應該將兩類的

需求和供應分開，建立多元的土地使

用方式，使房地產投資者繼續投資，

普羅大眾能夠購買負擔得起的物業。

增加公營房屋（出租或出售）是可取

之法。（三）增加土地供應，積極開

發高爾夫球場，棕地和農地，開發新

市鎮。在發展舊社區同時，尊重地區

的文化及歷史，特別是原居民、原業

主、原租戶的未來。政府應該限制地

產商透過發展舊社會來謀取暴利。發

展商的參與是在合理回報下，與原居

民一同建構社區的文化與關係，一同

建立宜居的社區。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

義如江河滔滔。」（摩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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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欣恆	|	本會臨床心理學家

每年的元旦日，總

會見到新聞報導內有第

一位出世嬰兒的父母的

訪問，記者問：「你們

對孩子有甚麼期望呀？」

而父母總會答：「也沒甚

麼特別，幸福快樂就已經很

好。」但當孩子漸漸長大，這個

基本期望又總會加碼，化成一大堆現實

的要求：考試成績要好、操行要好、運動要出色、鋼琴要八

級、入到名校⋯⋯「幸福快樂」的確愈來愈多附帶條件呢！

在辦公室中，經常遇上充滿各種困擾、壓力的孩子，幼

少的生命臉上沒甚麼生機。伴著他們的未必是「虎媽虎爸」

或是甚麼很有問題的家長，相反他們也是曾經清心的家長，

經過從社會、學校、朋輩而來的觀念洗禮後，本著「為孩

子好」營營役役，弄至自己和孩子也疲憊不堪，甚至反目成

仇。

我常常與家長分享一個種植的經驗。大概兩年前，兒子

的常識科老師給了他一個種植薯仔的功課，要他把半個薯仔

放在泥中，然後記錄它往後兩星期的變化。我從來沒有種薯

仔的經驗，更懷疑這樣真的種得出甚麼來。在那兩星期，只

見那半個薯仔像慢慢腐爛般，上面生出一些黑色有毛的葉，

樣子很是醜陋，對它不會有甚麼期望。很多同學在完成功課

後已把這盆東西掉了，但兒子說好奇它會怎樣，而我不急著

清理，便讓它待在原處，曬著陽光，久不久澆些水。

父母希望孩子有過人之處實屬人之常情，但事實上我

們大部份也只是凡人，更有好些孩子表現得這又不像樣、哪

又不像樣，負上了不少特殊的名號。眼見別的孩子發了芽茁

壯成長，回望自己的，真的憂心不已，甚至覺得失望氣餒。

可是，好奇心保留了可能性。耐心等待也是給孩子生命的尊

重，信任他必有他的發展，有他自己獨特的果子結出來。

幾星期後，那些葉子居然由黑黑的長大成又綠又大的，

快速地長高。不出一個月，奇妙的事發生了！長長的莖上居

然開了花！是紫色的花瓣、黃色花蕊的，美得很！從來沒有

想像過，薯仔會開花！幾天後花謝了，我把莖剪短，繼續讓

它曬陽光、為它澆水。可是過了兩個月，沒有再見到開花，

莖葉也是差不多。我和兒子不捨得棄掉它，雖然不知它會變

成怎樣，就由它了。

耐心換來了驚喜，這也是孩子成長常常

給我們的體驗。不論是由爬到行、由牙牙學

語到叫「爸爸、媽媽」、由在校門哭到揮手

向你說再見、由害羞不作聲到在台上表演

⋯⋯都令作父母的欣喜，深感到成長的發

生。不過，驚喜不常有，更多時候是未知

數，甚至是停滯不前。這時，當父母的只能送

孩子最基本但又最關鍵的：不離不棄。

大家猜猜那盆薯仔最後又如何呢？在大約一個月後，我

和兒子發現泥土中有一兩個青青的球狀突了出來。我們也想

不到那是甚麼，直到有一日我們忽發奇想：那，難道會是一

個薯仔？於是嘗試掘開泥土，當真是喜出望外，那真的是一

個薯仔！那一刻，我們才知道，原來薯仔能種出薯仔！我們

把這個「收成」煮了來吃，感覺分外滋味呢。每一次想起這

次的經驗，都提醒我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要深信他自有

可以發揮自己之處。

面對著現實的催逼，我們有時難免迷失。今年，我家兒

子正值五年級，迎接我們的是呈分試和升中，自己也難免想

他考試高分一點，勤力一點，長進一點，然後就會要求他多

一點，逼迫他多一點。很多時候，發現自己的生活都是圍著

他的學業走，彼此很多衝突也為此而生，無形的壓力讓大家

也辛苦。無論親子壓力來自哪裡，如果你和我也有同樣經歷

的話，容我和你分享一個小貼士。

我的兒子出世後在深切治療部住了八天，那時候我唯

一的希望很簡單，就是和他回家。他插著喉管、躺在嬰兒箱

的相片，就是常常喚醒我初心的良藥。每次看時鼻子都會一

酸，透一口大氣，記起最重要的是甚麼。另外，我習慣會把

孩子窩心的說話或表現寫在手提電話的記事簿中，也會影下

他們送給我的便條和小心意。每每教孩子動氣後，也會開來

看看，讓我記起他們的好，要懂得珍惜我們的關係。你對孩

子的初心是甚麼？你也有專屬你和孩子的「信物」，讓你能

回到初心嗎？縱然不見動靜，你仍願意耐心地栽種小幼苗，

陪伴他，見證他點點滴滴的成長嗎？

如你想看看我那盆薯仔，可掃瞄此QR	

code。看後或許你也想試種一下呢！

不忘初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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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clinpsy@hkc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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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 聲．734期

屬靈生命的內修功夫—靈修
每天張開眼睛，你最掛心的是甚

麼事呢？你第一件想要做的，又是甚

麼事情呢？

二零零八年，我有幸參與道風

山基督教叢林開辦的「靈修指導」

課程，參與的目標是想建立自己的靈

修生活。不經不覺由二零一一年畢業

至今，已經七年了。可能你會覺得奇

怪，牧師都要學靈修？對呀，沒有事

情是天生便懂得的啊！加上在讀神學

的時候，未有機會選修，故此牧會

十一年後，有機會進修，是上帝給我

的恩典。

我發現我對靈修的態度，有了

很大的變化。從前「知道」靈修重

要，努力的記著每天需要靈修，努力

地在繁忙的日程中抽出時間靈修。在

靈修的當下，心中掛慮還有很多未完

之事，未能享受與主同在的美好；也

生怕用在靈修的這段時間，會耽誤了

我心中認為「更重要」的事務，而很

想快快（甚至草草）完成這當盡的責

任（竟然在完成時有放下心頭大石之

感）。而如果某天未有時間靈修，心

中愧疚不已，內心責備自己作為牧師

也未能盡上這本分，又如何能鼓勵弟

兄姊妹，進而成為弟兄姊妹的榜樣

呢？而如果有一段時間，能安排並穩

定進行靈修，我又隱隱發現，有一顆

驕傲的心在作祟，想責備或輕視未能

盡上這基督徒本分的兄姊。這完全偏

離靈修的本意。

靈修的本意是甚麼？
第一、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

這種與上帝親切關係的體會，借用

「耶穌會」靈修傳統的講法，就是能

夠每天不斷地「在心靈中聆聽到上帝

和你的溝通（hearing God in one’s 
heart）」；

第二、靈修的終極目的，是要令

一個人願意按照、跟隨上帝的心意和

準則過生活；再借用「耶穌會」對屬

靈氣質的描述，就是在每天的際遇、

碰見的事物之中，處處發現上帝的手

在其中，敏銳地看見他是如何奇妙地

安排著各樣事情的發生（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雖然明白靈修的本意，但每天就

是提不起勁，將與上主相會這靈修時

刻，放在最重要及首先的日程內。似

乎要有好大的心力、克制，才能完成

這「責任」，但又讓我落入剛才所說

的陷阱中：草草完成，又或讓自己有

可誇口的地方，我真是苦啊！

感謝上主，藉著靈修導師的指

導，教我每天當向上主求恩：「一顆

更渴慕及信靠上主的心。」若有如鹿

渴慕溪水，如「恨」食名菜般的心

情，又怎會單是一個責任要草草完

成？而若果日程繁忙，未能安排靈

修，也不必內疚，只繼續懇切祈求上

主賜下「渴慕之心」就可以了。慢

慢，我看到自己的優先次序改變了，

也享受每天與主的親密相聚。

如果你也有我的煩惱，鼓勵你試

一試，每天向上主求恩，上主正等候

與你相聚，賜福並施恩予你，讓祂幫

助你渴想每天到施恩的寶座前，享受

祂所賜予我們的安息，以及生命的活

泉。盼望你能開始實踐，一步一步的

經驗到，上主的慈愛真的比生命更好

（參詩篇六十三3）。這是屬靈生命成

長不可或缺的「內修功夫」。

屬靈生命的外修功夫—奉獻
一如武功，有內功心法，也需

靈修與奉獻：內修與外修的屬靈操練

要外功招式去顯現，正如雅各說：

「信心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是死

的。」（雅各書二17）屬靈生命成長

的「外修功夫」是甚麼呢？就是奉獻

（包括金錢、時間與才幹）。有朋友

曾跟我說，用錢在自己的戰友身上不

會感到捨不得。聖經也和應說：「因

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

裡。」（馬太福音六21）金錢、時間

與才幹都是我們的財寶，我們會花在

甚麼地方、甚麼事情上，正顯明對方

在我們心中所佔的位置。

刻意將收入的十分之一，甚至

更多的撥出來，慷慨地與人分享（無

論是支持教會的聖工與運作、幫補

弟兄姊妹的缺乏、援助困苦無依者

等等），是操練我們對上主的信心、

愛心與感恩的心。誠然，香港是一個

貧富十分懸殊的地方，如我們的收入

不足以維持家庭基本的開支，未能盡

上十一的本分，也不必介意。祂所要

的，是我們的「盡心」。我試過每天

求主賜我有更慷慨的心，去對付自己

擔憂明天可能有的缺乏，以及偶發的

「貪小便宜」，自己的安全感竟因此

而大了、擔憂少了、緊握的手鬆開多

了，也看到自己在物質上的豐裕；上

主更透過不同的天使，用奇特的方式

去補自己在某方面的缺乏，這些經驗

同時反過來增強了自己對上主的信

心。

我們的信仰是滿有活力，鼓勵

你透過持續的「內修與外修操練功

夫」，經驗上主的真實，也走上成聖

之路，長成基督的身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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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善堂誠聘宣教師一名

中華基督教會富善堂誠聘宣教師一名，主力青少年福音工

作，具神學學位，樂意委身事奉和團隊配搭，具組織能力，

善於溝通，能獨立處事，具教會事奉經驗者更佳。應徵者請

繕履歷寄新界大埔瑞安街22號，中華基督教會富善堂人事

委員會收，合則約見。（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只作招聘用）

公理堂舉行開基一百三十五周年謝恩大禮拜

公理堂定於十一月十八日（主日）上午十一時正，於

禮頓道堂（銅鑼灣禮頓逆119號）舉行開基一百三十五周

年謝恩大禮拜，恭請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蒞臨證道，歡

迎同工同道踴躍赴會。

元朗堂舉行一百二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第
七屆按立執事典禮

元朗堂定於十月二十一日（主日）下午三時三十分，

舉行一百二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第七屆按立執事典禮，

按立陳善慶先生及王敏卓女士為該堂執事，由區會總幹事

蘇成溢牧師證道。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錦江紀念禮拜堂自十月一日起，聘得王首

文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公理堂自九月一日起，聘得歐基立

先生為該堂禮頓道堂宣教師；深愛堂自九月一日起，聘得

楊銘基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廣福堂自九月一日起，聘得劉

捷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基真堂自九月一日起，聘得馮國慧

女士為該堂宣教師。同工離任：公理堂譚啟見宣教師，自

九月十五日起離任；沙田堂袁國傑宣教師，自九月一日起

離任。

 屯門堂馮壽松執事主懷安息

屯門堂資深執事馮壽松執事，已於九月十一日早上，

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離世，安息主懷。已於十月四日（星

期四）晚上假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安息禮拜；翌日舉行火

化禮儀；並已於十月七日（主日）下午假合一堂九龍堂舉

行追思禮拜。

馮壽松執事曾任區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多年及副總幹事

數年，亦為本會退休校長，過去數拾年積極協助分擔本會

及有關中、小學校的校監、校董之職，對本會之發展貢獻

良多。請同工同道代禱紀念，願主安慰馮執事之家人。

 公理堂黃慧兒宣教師主懷安息

公理堂黃慧兒宣教師已於九月二十六日清晨安息主

懷，已於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假公理堂舉行安息

禮，隨後移柩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葬禮。願主安慰

黃宣教師之家人。

本年按立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

本會謹定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晚上七時

三十分，於本會望覺協和堂（九龍長沙灣東京街18號協和小

學（長沙灣）校內）舉行二零一八年按立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

恩崇拜，敦請本會吳碧珊牧師證道，按立錦江紀念禮拜堂黃智

敏宣教師、上水堂黃慧君宣教師及香港志道堂謝君豪宣教師為

本會牧師，並差遣伍柏芝（梁發紀念禮拜堂）、余啟民（國語

堂）、周修治（英華堂）、張詠儀（基道堂）、張潔儀（屯門

堂）、郭海笙（基富堂）、陳國輝（上水堂）、陳雅儀（天約

堂）、葉翠薇（田景堂）、謝駿麒（沙田堂）及簡愷頡（望覺

協和堂）為本會宣教師。

本年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及議事會

本會謹定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二

時三十分，於本會長老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A）舉行二零

一八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敦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張振

華監督宣道。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於本會總辦事處四樓禮堂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舉行二零一八年度周年代表大會議事

會，敬請各堂校同工及代表垂注，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年青牧者交流平台

本會與香港聖公會、香港信義會及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共同組成之「年青牧者交流平台」，定於十月三十一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二十分至下午三時正，假長洲舉行「長

洲四宗派朝聖之旅」，歡迎五十歲以下的本會牧師及擔任堂主

任的宣教師出席，有意出席者請與盧佩儀牧師聯絡。

新入職同工課程

神學牧職部定於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一日（逢星期

二），於區會舉辦「新入職同工課程」，上課時間上午九時

三十分至下午五時（全日上、下午兩課，每課三小時）。歡迎

各堂新入職同工踴躍參加；凡計劃申請接納為區會牧師及差遣

為區會宣教師之同工，必須於申請前完成有關課程。

 區會人事動態

總辦事處事務員伍麗賢女士，已於九月中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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