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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生活是一個旅程，是持續地不斷前進，是安靜地向前

進發，永不中止。

—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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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以道為中心的思想，貫徹於他對聖餐的看法。他指

出，基督是生命之道，宣告自己是給世界的生命之糧（約六48-
51），因此，人的屬靈生命須靠基督的肉和血，才蒙滋養得永生
（約六53-56）。同時，雖然基督已復活升天，但藉聖靈的能力，
就能使基督真實臨在於聖餐的餅杯中，成為主的身體和寶血，與衪

聯合，在衪裡面領受恩典。（1）換言之，教會對宣講聖道和施行聖

禮要並行，使人歸向基督，信徒對聆聽聖道和領受聖禮也須同等重

視，使生命完全連於基督。

詩篇在崇拜的重要性

加爾文對在崇拜中運用音樂及聖詩，較慈運理寬鬆。有學者指出，因慈運

理極度反對天主教的彌撒及教堂音樂，在他推動的改革運動下的教堂崇拜，長

達七十年完全沒有聖詩頌唱。（2）加爾文看法不同，他認為在高舉聖經原則下，

以詩篇來頌唱最為適合。（3）加爾文在註釋書中指出，詩篇能鼓勵人多向上主祈

禱；此外，除了詩篇，沒有另一卷書能更完美地教導我們正確的讚美態度，或

更有力地激勵人去讚美。他認為，保羅書信中提到古教會常唱詩篇，詩篇的確

能激勵人仰望上主，推動我們熱切讚美主。（4）用他的說法：「唱頌詩篇就是上

主將祂的話放於我們口中，以高舉衪的榮耀。」（5）

由於當時各種詩篇譯詞是散文的，難以配曲，故加爾文在一五三九年與

莫洛特 （Clement Marot）合作，譯著韻文詩篇，及後有貝兹接替去世的莫洛
特，到一五六二年終於完成全部一百五十篇詩篇。一五四二年，他邀得布爾喬

亞（Louis Bourgeois）譜曲，至一五五七年出版了可頌唱的詩篇，稱為《日內
瓦詩篇集》（Genevan Psalter）。（6）

經過加爾文和他同工們的努力，在崇拜中唱頌或誦讀詩篇後來成為很多

教會崇拜中的習慣。到今天，有不少本會堂會每主日的崇拜，仍誦讀詩篇。此

外，有一些《日內瓦詩篇集》的曲調，今天仍在崇拜中唱頌，包括大家熟悉，

用於三一頌／讚美詩或其他聖詩的詩篇一百篇曲調（Old Hundredth），以及另
外的一些曲調。（7）

1. 《基督教要義（下冊）》，頁179-184。
2. Louis F. Benson, The Hymnody of the Christian Courch (Richmond, Virginia: John Knox Press 1960), p.80.
3. 王神蔭：《聖詩典攷》（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頁220-221。
4. John D. Witvliet, The Biblical Psalms in Christian Worship,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Guide to Resourc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pp.42-44.
5. Benson, The Hymnody of the Christian Courch, p.83.
6. 王神蔭：《聖詩典攷》，頁220-222。
7. 詩篇一百篇旋律（Old Hundredth），參《普天頌讚》1977版第20首；《普天頌讚》2000版第771首，詩

100a。詩篇一百二十四篇旋律（Old 124th）參《普天頌讚》1977版第30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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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當香港的反修例

運動結果如何還未知

道，理工大學仍然被警

方圍封，區議會選舉即

將舉行之際，我離別了

香港，代表區會往荷蘭出

席世界傳道會的會議。

開會地點  Kontakt 
Der Kontinenten 會議酒
店原本是個修道院，座落

於一片森林之中。每天早上由住宿的地方走五分鐘到會議舉行的地

點，午飯時回到住所那邊的餐廳用膳，下午又再走一遍。經過的都

是樹木成蔭的碎石路，在遍地落葉的深秋中有一種格外的靜謐，彷

彿周遭的世界原來就是這樣沒有聲息和喧鬧。

獨個兒走進樹木參天的森林，拉開教堂的大門看牆上的壁畫和

左右兩邊眾多的聖像，與上主和歷代聖徒感覺是如此接近。不需要

唱詩和讀經，已在崇拜上主和向祂說話；不需要翻開教會歷史的鉅

著，已感受到歷史的存在和氣息。

 二、帝國處境下的使命群體
世界傳道會近年均有不少會議環繞著「帝國」這個主題，而今

次會議的重點是「使命群體」（Missional congregation）。會議有
意不用「教會」一詞，恐怕大家落入傳統看教會是甚麼的窠臼。

大會早已安排了一些參加者負責分享「使命支援計劃」

（Mission Support Program）的進展，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會
議第一天第一個分享，的確有點壓力。我分享了區會一些堂校在服

事少數族裔、新來港家庭及學生、體障及智障人士的工作，希望可

以成為他人的參考。我也有機會聆聽由新西蘭長老會的麗莎（Ms 
Lisa Wells）分享以環保概念和創新方式建立教會的經驗。非洲贊
比亞聯合教會的邦非（Mr.Bornface Mafwela）則分享通過研究深入
了解社會的需要，與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像乾旱

和水災。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則分享服事身心障礙者的工作，包括訓

練體障者作公開的戲劇及舞蹈表演。屏東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的陳芬芩主任在介紹他們的工作時，還因中心活動參與者的表現和

成長禁不住情緒激動起來。有加拿大原住民身分的伊凡牧師（Rev. 
Evan Smith）則分享他們怎樣擺脫傳統教會的框框，一年四季在公
園崇拜，歡迎任何人參加，包括那些從來不打算到教會崇拜和被社

會所遺棄的人。伊凡牧師身上還有原住民傳統的紋身，而且是個性

少眾牧師，魁梧的身軀𥚃有一顆牧者的心腸。

會議的第二天是主日，所有參加者分成小組，到當地不同的教

會崇拜和參觀。我去的教會叫Oranjekerk，座落於大概要兩小時交通
才能到達的城市鹿特丹，主日崇拜分兩堂舉行，早堂主要是長者，

午堂主要是帶著小孩子的年青夫婦。兩堂崇拜的風格也完全不同：

世界傳道會「帝國處境下的使命群體」會議
早堂唱詩集的詩歌，有管風琴伴奏，是個「傳統崇拜」，午堂則是

詩歌敬拜，跟著是講道及回應詩歌，連奉獻的禮序也沒

有，只在教會門口放一個奉獻箱。據教會同工及弟兄姊妹

的介紹，由於教會信徒的老化，第二堂崇拜是有意改變以

切合年青一代的需要的。不過，兩代人如何慢慢形成一

個而不是兩個不相干的群體，正是他們要面對的問題。

這個教會和不少香港教會面對相同的問題，解決的方案

也接近。

會議參加者中有些去了完全不同類型的教會，例

如一間人數較少的「凌亂教會」（messy church）。凌
亂教會是個運動，目的是要更新教會，重新思考教會的

使命，接觸過去接觸不到的社區成員，建立一個包容

性強和接納的群體而不是傳統教會的組織、架構和秩

序。星期一早上，我們都有機會分享主日崇拜的所見所聞。

最後一天，我們還請來同樣是世界傳道會成員的荷蘭基督教會

（Protestantse Kerk in Nederland）同工介紹他們建立新的使命群體
的工作。荷蘭基督教會是荷蘭最大的基督教宗派，有1,800個堂會，
1,900,000信徒，為改革宗及信義宗傳統的教會。他們像歐洲其他國
家的教會一樣，面對信徒人數銳減，不少教堂被迫關閉的挑戰。近

年，他們重新思考「教會究竟是甚麼」的問題，並且，自二零一二

年起，擺脫傳統的包袱，開拓了超過100 個新的使命群體，還有30 
個新的使命群體在組織和準備中。他們也細心研究使命群體成功的

要素、組織、規模和成長的過程等，以供準備建立新使命群體的同

工和弟兄姊妹參考，而且，總會也有參與在這些事工之中。我們都

對荷蘭基督教會的分享很感興趣，大家提出了不少問題，並且熱烈

的參與討論。

每天早上，我們都有查經的時間。我最深印象的是一位荷蘭基

督教神學大學（Protestant Theological University）教授帶我們查考
的拿鴻書和約拿書。

兩卷書均針對當時

中東一帶最強大的

亞述帝國，先知拿

鴻所講上主審判亞

述的信息無疑為帝

國的受害者帶來力

量，但是，約拿所

傳遞上主憐憫和赦

免的信息同樣鼓舞

人心。今天，誰是

帝國呢？我們會

選擇那個信息向

帝國說呢？我們

又有沒有在合適

的時間，合適的

處境，向合適的

對象說合適的話

呢？先知在二千

多年以前的話，

日期：2019 年11 月22-29 日
地點：荷蘭蘇斯特貝赫（Soesterberg）

會議的地方，也是酒店一部分，原來是修院。

主日在鹿特丹到訪和參與崇拜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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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想起紐約、倫敦、莫斯科

和北京，也想起香港。

會議其中一天是工作坊，

探討氣候公義、種族公義和經

濟公義，每人上、下午各選一

個題目。我選了種族公義和

經濟公義。種族公義組的帶

領者是在世界傳道會任職宣教幹事、非洲裔的安東尼教授（Prof. 
Anthony George Reddie），他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讓我們經驗種
族歧視制度的形成及其在不同群體中的動力，與及基督信仰在其中

產生的作用。有時候，基督信仰還會被種族歧視社會的得益者以為

自己所受到的待遇是理所當然的，而受害者則有接受和抗拒歧視的

不同信仰反應。經濟公義組的帶領者是菲律賓的尼懷思女士（Ms. 
Nerise Pamaran），她帶領我們思考現在全世界流行的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其實製造了很多問題，例如貧窮、資源分配不均和對環境

的破壞等，而菲律賓正是受害者之一。教會組織如世界傳道會、普

世教會協會等，均思考合乎信仰原則的經濟制度和出路。

我們有很多時間發問、討論和分享，使非洲、亞洲、歐洲、

美洲、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地區來的參加者可以豐富大家的眼界，

擴濶大家的想像，破除大家原有的偏見。在分組討論時，

我組便有來自南非聯合長老教會的麥

都達牧師（Rev. Madoda Mfene）、來
自南美洲圭亞那公理宗聯合會的珠寶姊

妹（Jewel Sinclair）、來自太平洋群島
基里巴斯聯合教會的路慈弟兄（Mr. Luti 
Teeruka）和來自新加坡的世界傳道會沈
惠娟同工。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因此，

任何一個討論課題都會碰上不同的處境、

經驗和理解。

最後一天，在結束的崇拜中，我們透

過禮儀表達共同的認信和委身。

 三、後話
我在會議中也寫了一篇「使命群體像甚麼？」在崇拜中朗讀，

內容如下：

「使命群體不會製造帝國，反而，她本身的存在就動搖著帝
國。

使命群體不會控制生命，反而，她養育豐盛的生命。

使命群體不會殺害，反而，她促進生命的豐盛。她愛世界和
所有上主所創造的。

使命群體不會邊緣化或壓迫他人，反而，她成為被邊緣化的
人、被壓迫者及弱勢群體的朋友。

使命群體不會創造一個服務少數人的世界，反而，她會創造
一個為所有人服務的世界。

使命群體不會製造不公義，反而，她追求一個公義、可持續
和具參與性的社會。

使命群體不會控制人民，脫離人民和說統治者的話，反而，
她會服務人民，與人民一起和說人民的語言。

使命群體不會製造階級制度和階級，反而，她平等的對待他
人。

使命群體不會渴求權力，反而，她所到之處都會分享聖靈的
能力。

使命群體不會為自己而存在，反而，
她會成為焚燒自己的世界光和溶化自
己的世上鹽。

使命群體不會扮演上帝，反而，她以
謙卑和順服來服事上帝。

使命群體不會崇拜有權勢的人，反
而，她會以崇拜上主和跟從基督為
她力量的來源。

使命群體不會靜止，反而，她永遠
都在活動。

使命群體不想成為一個組織，反
而，她視自己為一個運動。」

盼望我們的教會，也成為使命群體。

與同組的成員。

大家一起砌出有字眼的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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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教育主日（二零二零年三月八日）

本會一向十分看重神學教育，自一九六零年代起本合一精神

聯同其他教會（包括聖公會、崇真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潮語浸信會）共同辦理崇基學院神學院，作為本會培訓教牧

同工之基地，給予凡入讀者公費神學學額，並全力支持該神

學院經費。

為培訓教牧人才，本會之神學教育學額共分有四類，即：

（甲）基本神學學額：支持教友進入本會指定之神學院攻讀

第一個學位。

（乙）在職進修學額：支持在職牧者進修某一指定之神學或

牧養課題。

（丙）高級學位學額：支持牧者或教友專研某一神學或牧養

課題。

（丁）神學培才學額：支持本會堂會在香港或澳門各神學院

全時間就讀的神學生。

本年本會有四位領取基本神學學額之神學生在崇基學院神學

院就讀，另有五位領取神學培才學額之神學生在其他神學院

就讀。本年各項學額及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經費，預

算支出逾八十一萬元，另支持崇基學院神學院經費，為港幣

一百四十萬元，總預算支出合共約港幣二百二十一萬元。本

年神學教育主日所收捐款，將作為支持上述各項經費之用。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上帝國度培訓工人更是我們所

看重之事，請本會各堂同道，同心支持區會之神學教育。

如欲奉獻支持本會之神學學額及崇基學院神學院，請以劃線

支票抬頭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寄九龍太子道西

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二樓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收，奉獻

請註明「支持神學教育」；或將奉獻於本年四月九日或以前

交所屬堂會彙集繳交區會。（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者，將

獲發收據用作扣減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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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 . . .
教會是戰地醫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過往我經常想像，可以用甚麼來形容教會？「戰地醫

院」可能是其中一個形象。基督徒是耶穌基督的精兵，

在世上生活要活出真理，但那惡者卻處處刁難，甚至想

吞吃我們。「看！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羔羊進入狼群。」

（路加福音十3）耶穌在離世前的禱告如此說：「世界恨
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

翰福音十七14）被刁難、被憎恨而不「以眼還眼、以牙
還牙」已經好困難，保羅更勸導信徒：「『你的仇敵若餓

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

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

惡。」（羅馬書十二20-21）

好能夠想像，弟兄姊妹在世界生活的艱難，回到教

會，已是身心俱疲。「戰地醫院」就是能夠包紮、纏裹、

醫治，讓心靈受傷的肢體得以復原，可以在世上繼續活出

真理。是故，教會的聚會，要能幫助信徒裝備自己，熟習

真理，在世上生活懂得明辨是非，又能「機警如蛇，純真

如鴿」。（馬太福音十16）肢體之間的相處，亦能彼此
體察對方因心靈的傷處所出現的不當言行，加以包容、接

納、扶持。

然而，當大部份都是重傷者的時候，我們會聽到苦

毒的呻吟聲此起彼落，更有可能因為傷處太痛而咒罵聲

四起，讓人失去了恆忍與包容的能耐，甚至出現主內彼

此攻擊的狀況。這樣的情境在眾教會中，實不罕見，求

主憐憫。

教會是群體間互相關懷 . .  .  .  .  .  .  .  .  .  .  .  .  .  .  .  .

崇拜與靈修是重要的，因深信治療者是上帝，惟有到

祂的跟前，我們才能得著完全的醫治。上主當然會透過肢

體的手、愛心的關懷，去導引受傷者尋覓上帝的醫治。就

如護士與醫務助理的照顧與料理，對病患者的康復起著關

鍵性的作用，只要清楚自己或關懷自己的人，不是那大牧

者／大醫生就是了。

所以，教會需留意了解弟兄姊妹在世界的狀況，比在

教會內的表現更為重要。這不是說基督徒可以表裡不一，

教會內一個樣，教會外又另一個樣。而是，教會內所設計

的任何活動、聚會，是為了幫助弟兄姊妹在教會外，即家

庭、學校、職場、友際、鄰舍、社會、世界中生活，維持

恆久的心志，堅持以生命活出上主的教導，見證基督。

教會內當然可以舉辦各類活動，包括慶典（就如住棚

節一連七天為慶祝秋收．保羅教導信徒當與喜樂的人同喜

樂），信徒彼此相愛的心讓人陪覺溫暖。然而，在山上的

美好，一切都是為下山生活、服事與見證基督。

讓我們一起努力，在聖靈的導引下，建立合主心意的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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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僕之言　林玉英牧師︱梁發紀念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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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改革宗東北亞區

青年培訓計劃

目的：親身接觸神學院課程，體驗本院的神學教育及訓練。

日期：2020年2	月3	-8日（一至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校內課室

費用：每節課堂$50，旁聽所有開放課堂＄250

科目：3/2	(一)	2:30pm-5:15pm	 智慧文學與詩篇（李均熊博士）

	 	 7:00pm-9:30pm	 基督教思想史（陳家富教授）

	 	 7:00pm-9:30pm	 基督信仰宗教語言的哲學分析及其教育方

法（鄭漢文博士）

	 4/2	(二)	2:30pm-5:15pm	 約翰著作（葉約翰教授）

	 	 7:00pm-9:30pm	 處境神學（關瑞文教授）

	 	 7:00pm-9:30pm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基督教

	 	 	 （邢福增教授）

	 5/2	(三)	9:30am-12:15pm	基督教倫理學（龔立人教授）

	 	 7:00pm-9:30pm	 古代近東文化與希伯來聖經

	 	 	 （王玨博士）

	 	 7:00pm-9:30pm	 新約聖經處境詮釋（葉約翰教授）

	 6/2	(四)	2:30pm-5:15pm	 新約詮譯與羅馬帝國（葉漢浩教授）

	 7/2	(五)	7:00pm-9:30pm	 媒體、普及文化與基督教

	 	 	 （任志強教授）

	 	 7:00pm-9:30pm	 神學與香港社會（龔立人教授）

	 8/2	(六)	9:30am-12:15pm	現代人的屬靈生活（溫偉耀教授）

報名方法：參加者請以網上表格報名，報名費則須郵寄支票，完成報名後將

會收到註有QR	Code的電郵及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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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課堂體驗週）。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1月24日（星期五）

*	課室座位有限，先到先得，以本院確認為準。

報名網址：http://evnk.co/dscccopenweek2020

2020/2021年度課程現正招生

獻心和祢頃	 2020年2月6日（四）

崇基神學獻心營2020	 2020年2月28-29日（五至六）

	 地點：	突破青年村（沙田亞公角山路33號）及崇基學

院神學院

	 營費：	每位$450（早鳥優惠$380）

課程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4月3日（五）

	 神 道學學士（ B D ）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神道學碩士（MD i v）、神學碩士

（MTheol）、神學博士（DTheol）

課程資訊網址：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admissions

查詢詳情或索取簡章可聯絡崇基學院神學院：

電話：3943-9941（馮小姐）	 傳真：2603-5224

網址：http://www.theology.cuhk.edu.hk/event/openweek2020

課堂體驗週2020

活動後分享

在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我有幸成為區會

代表參加了世界改革宗東北亞區舉辦首屆青年培訓計劃，收穫

甚多，盼在此與大家分享。世界改革宗源自十六世紀的宗教改

革，深受加爾文（John Calvin）的神學所影響。在計劃期間，
我透過與韓國、日本、台灣的青年信徒交流，也深入瞭解了東

北亞地區不同地方教會和社會面對的問題。

在日本，人民對宗教有種微妙的想法：既要表現得虔誠，

又不想顯得迷信。表面上人們會到神社祈福，但心裡卻暗暗歧

視宗教。甚至很多公司不會請有信仰的求職者。當地大部分的

基督徒都是老人或小童，青年信徒嚴重不足，也缺乏牧者。有

神學院甚至只有3位神學生，兩年內都沒有畢業的牧者。

在台灣，年輕人對同性戀持開放態度，認為聖經反對很大

部分是由於時代背景。遂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公投與老一輩的

保守態度產生了衝突，一大部分的年青人都選擇離開教會。另

一方面，台灣原住民早年受到國民黨平地化政策影響，失去大

量寶貴的文化資產。在現今原住民基督徒嘗試恢復自己土地、

語言時，教會也正努力配合發展本土神學，希望可以更好地幫

助信徒在自己的文化中定義信仰。

在韓國，新一代的信徒面對問題則更為嚴峻，包括經濟、

社會壓力及腐敗等問題。首先，韓國青年工作壓力龐大，有些

甚至星期六都要加班，經歷一週的疲累後還要到教會出席崇拜

事奉，讓青年信徒苦不堪言。韓國教會對青年事奉要求嚴謹、密

集，加上奉獻帶來的經濟壓力，更令很多青年對教會卻步。而

且，教會裡仍然存在牧師世襲職位、男女不平等、貪污等問題。

回望香港，教會與青年的同行足夠嗎？不同群體之間有對

話的橋樑嗎？能夠為不義發聲嗎？在這紛亂的世代中，香港的

堂會之間，甚至東北亞區，乃至全球的教會之間，可以如何連

結合一、凝聚力量，為天國臨到地上的藍圖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但最重要的是越來越多有合一抱負和願景

的年青人可以彼此共同努力，正如我們計劃中最後的共同禱

文：「讓我們為那些沒有聲音和少數群體發聲，讓我們敞開心

胸地交談，讓我們設法克服困難，分享我們的願景，並與當地

教會互相代禱，共創美好的未來。」

5

特 稿　李智成	|	基道旺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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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強烈地批評及攻擊，女兒的焦慮

退縮就更明顯。她一路訴說與女兒的

日常，開始為意自己的狀況，猛然覺

悟自己才是女兒最大的欺凌者，淚流

不止。

三

短短幾個月內，收到幾個個案

移民的決定。其中一位爸爸的決定也

急也快，他為人一向謹慎，向我提

到他移民的安排，雖然急，但井井有

條，住屋、子女學校、教會等等都已

安排好。提到兩個月後就要離開，男

兒淚不禁流下，令我想起他初到輔導

室時，他與太太也流過不少眼淚。我

邀請他明白一下自己的眼淚，起初他

只說不捨，卻越發哭得淒切；原來他

感到很內疚，在這社會狀況下，自己

膽怯求自保，卻又侃侃而談自己的見

解，心底又羞又怒；在中年時能坦承

面對自已，難能可貴。 

四

年前有對夫婦為着育兒常有衝

突，前來求助，二人常感彼此差異太

大，常因照顧幼兒的日常瑣事，各不

相讓。因社會狀況，又逢暑假，有三

個月沒見他們；十月中再見，兩夫婦

對社會狀況十分關心，最重要是口徑

一致，談到傷心憤慨處，竟然雙雙流

下眼淚，是一種共嗚，我又感觸又驚

訝；妻子欣賞丈夫正義勇敢，丈夫

又多謝妻子配合和照顧，事事細心

張羅；這豈不是他們起初吸引彼此之

處？現又重新再連上。

沒有人想到香港現在的處境，

每人也有不同的反應。情緒反應其實

只是訊號，反映個人內在的價值、經

歷、動機、氣質及願望。適逢其會，

實在是認識及面對自己的機會，面對

輔導室這幾個月來的眼淚，教曉我：

這個時刻，向「外」望、回應環境固

然重要；但「向內」觀看自心也是刻

不容緩，也是最重要的基礎。

一

與她認識了兩年，困難的狀況

已穩定下來，三個月才見一次，甫坐

下，她的眼淚已經流下來，足有幾分

鐘說不出話。稍為安定後，她說心很

痛、很憤怒，情緒強烈的程度，自己

也感到有點詫異。由這種「詫異」引

路，她發現對於不公義和被強迫，感

到十分熟悉，是自己走過的路，所以

特別容易感觸共鳴，這種自身經歷與

現實的相遇，使她情理兼容地面對目

前。

二

另一位太太，對女兒很着緊，

尤其學業方面；與她只認識了三個多

月，記得十月初見面，她憂心忡忡，

怕女兒因對社會事件的看法，被同學

欺凌排斥，這擔心令她一蹶不振，潸

然淚下。她因焦慮，越發加重了她對

女兒的管制、提醒、功課操練，女兒

越發憂鬱退縮；也因着憂心，對社會

這半年來
在輔導室中的眼淚

接見個案，是我工作的日常，但近半年，猶其在八、九月，香港不一樣

的狀況已維持了一段日子，每當接見個案前，都會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會想：他／她經歷了甚麼？情緒怎樣？有甚麼想法？有甚麼計劃？⋯⋯而每

次見面後，亦不知下次會面時，境遇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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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嫻	|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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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ctr@hkcccc.org
網址：http://fssctr.org.hk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家 庭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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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本會

 一月

1日 副總幹事吳碧珊牧師（服務本會32年）、香港志道堂蘇成銶牧師
（服務本會38年）、錦江紀念禮拜堂劉偉強牧師（服務本會33年）及
灣仔堂張偉芬宣教師榮休。

5日　柴灣堂於牛頭角開植新分堂，首次舉行星期六黃昏崇拜。

11日  中學校長會舉行聯校中層管理培訓，主題：「學校人事管
理—原則與實例」，由鄧振強校長作專題演講及個案分析。

19日　兒童事工培訓小組假道風山舉辦「兒童 導師退修日營」，由岑
樹基牧師及Godly Play Hong Kong創辦人及香港地區培訓導師馬勵勤先
生擔任講員，共有40位參加者出席。

27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1月遠足活動：釣魚翁，是次
為會員免費遠足活動。 

27-30日 副總幹事及林玉英牧師代表區會出席於泰國清邁舉行之美
國長老會世界宣教部亞太夥伴諮詢會議。

 二月

1日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於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主
題為「創意創新創未來」，由陳曉鋒博士及李建深博士擔任講員，並
設有各校攤位展覽。同日，小學校長會與CocoRobo及現代教育研究社
合辦CocoRobo第一屆香港3D打印機械人比賽。

12日　基灣堂余徐月嬋執事主懷安息。

16日　前何福堂會所李華斌主任於美國南加州安息主懷，享年83歲，
其追思禮拜於4月12日假公理堂禮頓道堂舉行。李華斌先生之先翁是廣
東協會資深牧師李聖華牧師，他是培英校友聯會創會人之一。

18日　本會牧師、宣教師及退休牧師新春聯誼活動假望覺堂舉行。

22日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於晚上舉辦「新時代意識形態下的中
國社會」講座，由陳智衡博士擔任講員。

22-24日　門徒小組假突破青年村舉辦2019年紅色〈門徒〉導師訓練
營，共有22位教牧同工及信徒參加，由本會4位牧師主領學習。

23日　早上舉辦應屆（2019年）畢業神學生聚會，共14位神學生及教
牧同工出席。6所直屬幼稚園舉行新春團拜。

24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2月會員活動：海上觀珊瑚奇
岩、陸遊鹽田梓。

25-27日　總幹事與黃成榮教授代表區會出席世界傳道會東南亞區於
新加坡舉行之認識帝國現象研討會。

 三月

7, 14, 21及28日 福音事工部於3月逢週四晚上舉辦宣教課程，以差傳
事工聯會出版的《挑戰視野》作教材授課，由葉青華牧師主領，報讀
人數共20人。

10日　本會神學教育主日

11日　上午假望覺堂，與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及平等機
會委員會，合辦「防治教會內性騷擾：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講座，
由朱崇文博士、莊耀洸律師及劉寶珊牧師擔任講員。

18-27日　創會百周年尋根團：德國瑞士之旅，共有25位參加者，由
總幹事擔任領隊，考查地點包括德國威汀堡、萊比錫、瑞士蘇黎世、
日內瓦等地，並順道探訪了普世教會協會總部。

22日　6所直屬幼稚園老師參與幼兒行政主管聯會的教師發展日。

23日　聯同天主教香港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及愛˙合一家舉辦「基督徒合一：生活的苦
路默想」活動，由天主教聖德肋撒堂起步，途經長老堂行至聖公會諸
聖座堂，默想耶穌苦路聖經場景與我們的生活經歷，約70位來自4個教
會的同工同道參加。

30日　區會舉行全港賣旗日，為會內各項為低收入家庭及社區支援的
社會服務，籌募4百萬元經費，賣旗當天逾130間區會堂、校、機構參
加，超過13,000名義工參與協助，共籌得逾港幣330多萬元。

 四月

1日　資訊科技主任關銘基先生離任，聘得吳尚德先生接任，已於3月
28日履新。

2日　灣仔堂黃錦標執事於多倫多安息主懷。

3-7日　小學校長會一行38人舉辦青島學習交流團，行程除訪問當地不
同小學及幼稚園，本會4所小學更與青島4所小學結對成姊妹學校，日
後可延續互訪交流。

5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4月會員活動：遊走西貢大浪
灣。

6日　學務部教育心理服務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聯校家長講座：
「親子藝術初探—如何透過表達藝術提升孩子的健康」，講員為李
文頤女士（表達藝術治療師）。區會中學校長會中學體育組舉行中學
聯校三人籃球比賽。

12日　學務部舉行培訓交流會，主題「學校經營買賣業務、招標及採
購活動需注意事項」，約80名各校教職員出席。晚上13間區會直屬及
有關中學假協和小學（長沙灣）禮堂，舉行「因為愛」中學聯校音樂
交流會2019。晚上神學牧職部假公理堂禮頓道堂舉行【傘上：遍地開
花】放映會，會後有影片監製舒琪先生分享與回應。

13日　英華女學校原校重建峻工並已於3月中遷回新校舍上課，是日
舉行感恩祈禱會。

15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靜修」操練，由黃笑雯博士帶領。

18日　晚上假長老堂舉辦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拜，主題：逾越
的羔羊，由馬志民牧師證道。

22日　本會退休牧師李仰安牧師主懷安息。

27日　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典禮於長老堂舉行；中學模範生頒獎禮
乃第一次舉辦。區會聘得何鳳慈女士接任即將榮休之會計部同工。

28日　總幹事應邀出席於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舉行之普世聖公宗諮
詢會議開會典禮感恩崇拜。

30日　2018-19年慈愛券截止發售日，是年度共籌得港幣140多萬元。

 五月

5月　月內福音事工部協助校牧事工聯席小組探訪了11對推行校牧事工
的中、小學及堂會，以表達對事工推展的關心和支持。

1日　區會中學校長會中學體育組舉行中學聯校排球及羽毛球比賽。

3日　普世教會協會總幹事戴偉德牧師來區會訪問，由常委及神學牧職
部職員接待；這是區會自1970年代加入普世教會協會成為會員後，首
次有該會總幹事來訪。

4日　九龍真光中學舉行遷港70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區會中學校長會中
學體育組舉行中學聯校保齡球錦標賽。

二零一九年事工中心為「百載合一連社群」，以承傳及延續二零一八年本會創會一百周年之創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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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　聖頌團舉辦「2019歌唱事奉基礎訓練」，分九龍區、港島
區、新界西區及新界東區四個上課地點，反應熱烈，超過90位本會各
堂詩班員參加。

8、15日　學校事工小學開辦2019年度校牧課程（選修科），兩個課
題包括正向教育、瞭解特殊需要的學生，講員分別為本會臨床心理學
家彭曉宏姑娘及梁欣恆姑娘，兩科合共27位同工報讀。原定於6月18
日假基真小學舉行之校牧事工10周年感恩聚會暨交流會，因社會事件
影響曾改期至9月18日，最後聚會取消。

11日　下午牧師長執交流會假元朗堂舉行。區會中學校長會中學體
育組舉行中學聯校乒乓球比賽；同日中學數學組舉行中學聯校魔力橋
（Rummikub）比賽。

13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發出【就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
聲明】。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5月會員活動：舂坎角魔爪石
河˙狗頭石。

15日　中午區會小學校長會與幼稚園校長會舉行幼小聯誼活動，內
容包括聚餐及講座，由余國建先生分享專題「幼稚園升小學的心理適
應」。

18日　上午區會學校教職員長期服務感謝狀頒獎典禮假長老堂舉行，
本年共203位學校同工獲獎：1位服務滿40年、7位服務滿30年、41人
服務滿30年、100人服務滿25年、54人服務滿20年。

18-23日　與基督教新加坡長老會、基督教馬來西亞長老會及台灣基
督長老會合辦第三屆華人婦女神學工作坊，舉行地點：台灣，是屆主
題：女性領導的培訓與發展，由吳碧珊牧師擔任講員。

20日　香港閩南堂曾瓊碧長老（蘇宗仁夫人）於加拿大安息主懷，享
年91歲。

21日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畢業典禮假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由聖
公會西九龍教區陳謳明主教及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盧厚敏博士分別擔
任上、下午兩場典禮的主禮嘉賓。

24-25日　選派總幹事及區會主席陳應城執事於24日，以及馬志民牧
師及吳家偉執事於25日，代表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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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區會中學校長會中學體育組舉行中學聯校七人足球賽。

月底　區會會計部同工馮潔華女士（服務區會13年）榮休。

 六月

3日　下午宣教師團契假望覺堂舉行講座，由金少雲牧師及蒲錦昌牧
師擔任講員，分享「尋索牧職的召命：按牧與否？」。

3-5日　選派王家輝牧師代表本會，出席世界傳道會於薩摩亞舉行的會
員教會周年會議。

4日　資訊科技主任吳尚德先生請辭，聘得張少榮先生自6月3日起接
任。

6日　上午婦女小組探訪「和諧之家」，共8位參加者。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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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教牧同工津助及愛德基金會—「活水行動」淨水計劃。長老堂舉行
開基80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禮，按立譚錦銓先生及黃慧菁女
士為執事。下午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假公理堂，為修訂《逃犯條
例》舉行祈禱會，為香港守望禱告。

11日　區會中學校長會中學數學組舉行中學聯校數學科講座。

11、25日　神學牧職部於區會舉行本年度「聖道職事」工作坊。

12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發出【就《逃犯條例》修訂造成香港社會局
勢動盪，呼籲教友禱告，守望香港】。

14日　區會中學校長會於英華書院禮堂舉行聯校電子學習講座，講員
黃健威先生，主題「電子學習與自攜裝置（BYOD）的實踐」。

16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回應香港時局祈禱會。

12、19日　本年度聖道職事工作坊，由張亦農牧師、姚志豪牧師、鄧
達榮牧師及林玉英牧師擔任講員。

19日　區會中學校長會學與教小組舉行聯校通識科周年評卷工作坊。

24日　婦女小組假上水聖保祿樂靜院舉辦「婦女靜修日營——靜中得
力」，共20位本會姊妹參加。

24、7月30日、8月7、15、23日　神學牧職部舉行處境牧養交流
會，為堂會牧者因當前處境而面對事奉壓力，提供平台互相支持，交
流牧養經驗；由副總幹事主領，舉行地點分別於區會、公理堂、大埔
堂及屯門堂。

27日　區會直屬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假荃灣大會堂舉行，邀得香港浸
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教育總監李南玉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及
授憑。

28日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與使命公民運動合辦「我的6月：從
行動到心靈」分享會，由陳恩明牧師擔任分享嘉賓。下午於區會舉行
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重聚日，18位同學、數名參與同行者計劃堂會
及捐款堂會的教牧同工及長執導師出席；是年度捐款堂會繼續為公理
堂、基灣堂及香港閩南堂，有33位同學申請，29位獲批款。

30日至7月1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6-7月會員活動：東
龍島觀日出。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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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學務部為9月1日入職之新聘中學及小學校長舉行簡介會；本年
度共有3位新聘中學校長、一位小學校長及一位幼稚園校長。。

12日至8月30日　逢週五晚上（共6講）假望覺堂舉辦2019年暑期聖
經課程「詩篇選讀—不同處境中經歷神」，講員包括：鄧達榮牧
師、林培德牧師、劉寶珊牧師、黃智敏牧師、林淑嫺牧師及林日昇牧
師 ，有來自17間堂會合共52位信徒報名參加。  

15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防治性騷擾政策、機制和實況處理」研討
會，由姚志豪牧師、蒲錦昌牧師、金少雲牧師、馬慧儀牧師及吳家聰
牧師帶領分享。

15-18日　信徒培育部推動「憐城決」青年起動計劃，假澳門舉行退
修營會，內容包括探訪、宿營、工作坊及服事實踐等，共12位本會青
年參加，3位宣教同工及神學生協助。

 八月

1日　獲社會福利署批准開展學前駐校社會工作服務，於新學年為15
間區會（直屬及堂辦）和1間外會幼稚園和幼兒園提供服務。

2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起一連串社會動
盪發出呼籲，鼓勵參與各地區舉辦的祈禱會及各類型表達市民訴求的
活動。

5、7及14日　神學牧職部於區會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

8-13日　選派4位青年李紹燊（基道旺角堂）、黃嘉慧（合一堂九龍
堂）、賴文彥（基道旺角堂）及鄒瑜（廣福堂）代表區會前赴泰國，
出席世界傳道會2019亞洲青年倡導營。

12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發出【就香港警方於8月11日進行對示威者
的暴力行為作出聲明】。

10-15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泰國烏汶府短宣體驗團，領隊為葉青華牧
師及關匡強宣教師，對象為高中生、應屆文憑試學生及信徒，參加者
共23人。

19日　神學牧職部舉行「牧者唞氣樹窿」—紛亂時代中的彼此聆聽
與真誠對話講座，由突破輔導中心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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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下午青年小組及學校事工小組假望覺堂合辦「堂、校青少年牧
養集思會」，共38位同工出席；其後按聚會中的分享，設計了4款以
「照顧自己」、「鼓勵」、「支持」及「祝福」為主題的關懷卡，供
各堂、校領取作關懷之用，並發放了「校牧事工團隊／堂校合作堂會
關懷小貼士」供各堂同工參考。

31日　區會最後一所夜中學何福堂夜校結束營運。

31日至9月1日　聖頌團原定前往廣州市救主堂進行聖樂事奉交流，因
當地堂會未便接待，活動取消。

 九月

9月　新學年共有四名公費神學生；林顯基（柴灣堂，崇基神道學碩
士二年級）、劉俊謙（屯門堂，崇基神道學碩士二年級，本學年在耶
魯大學神學院作交流生）、黃宇軒（錦江堂，崇基神道學碩士三年
級）及楊嘉瑩（梁發堂，崇基神道學碩士一年級）；五名申領神學培
才助學金神學生：董小琳（望覺堂，建道道學碩士四年級）、莫淑麗
（協和堂，華神神學學士三年級）、黃海樑（錦江堂，中神道學碩士
二年級）、林凱倫（協和堂，中宣道學碩士二年級）及黃進輝（基灣
堂，中宣神學學士二年級）。

1日　本學年新聘校長：葉天祐校長（全完中學）、鄧智光校長（譚
李麗芬紀念中學）、黃仲良校長（桂華山中學）、鄭家寶校長（基法
小學）、吳恩瀚校長（方潤華小學）及鄭艷卿校長（基華幼稚園）履
新。校長調任安排：原桂華山中學鄭禮林校長調任為基元中學校長，
原基法小學翁美茵校長調任為何福堂小學校長，原方潤華小學陳章華
校長調任為基華小學校長，原基華幼稚園黎淑潔校長接任為全完幼稚
園校長。校長離任：基華小學鄧瑞瑩校長（服務本會4年）及全完幼
稚園朱逢招校長（服務本會12年）離任。校長榮休：譚李麗芬紀念中
學方順源校長（服務本會29年）、基元中學陳俊傑校長（服務本會23
年）、全完中學黃偉耀校長（服務本會18年）及何福堂小學周任玲校
長（服務本會12年）榮休。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9月會員活動：鹿巢山石林。區會事工
部助理事工幹事黃嘉慧姊妹離任。

9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已領洗兒童領聖餐／聖禮的實踐及其神學與
牧養考慮」研討會，由林振偉牧師、李耀坤博士及羅國輝神父分享。

11日　神學牧職部舉行候任牧師講座，探討聖禮之施行及其他禮儀。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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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萬元。下午沙田堂假沙田培英中學禮堂舉行37周年堂慶
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按立林偉漢先生及莫苑萍女士為該堂執事。

19日　本會退休牧師雲潾牧師主懷安息。

22日　下午聖頌團於長老堂舉辦成立35周年華文詩歌經典獻呈頌唱
會，獻唱詩班包括聖頌團、公理堂、全完堂及合一堂馬鞍山堂。

24-26日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假梅窩衛理園舉行，主題「來找我，
你累了！」，由袁蕙文博士（靈閱文化社社長）擔任導師。

28日　教育事工部與中、小學校長會合辦新聘教師座談會，地點：長
老堂，超過200位新聘中、小學教師出席。

 十月

10月　創會百周年之兩本書籍《事工及活動圖片集》及《一百講章》
出版。

5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神學生聚會，共10位神學生及9位教牧同工出
席。

7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10月會員活動：黑角頭。

8-10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候任牧師／差遣宣教師退修會。

9日　僑居美國洛杉磯之公理堂必列者士街堂前主任岑白堅牧師主懷
安息。

12日　學務部假長老堂及協和小學舉行「加強中小學銜接交流座談

會」。

13日 本會區會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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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此日起，總幹事獲世界傳道會委任為倫敦傳道會駐港代表，接
替請辭之李清詞牧師。

24-28日　選派青年李智成（基道旺角堂）及莫若怡（長老堂）代表
區會，前赴南韓出席世界改革宗東北亞區協會舉行之青年領袖訓練計
劃。

26日　上午假公理堂禮頓道堂舉行按立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
由麥漢勳牧師證道，按立馬慶鴻宣教師（基富堂）、游鳳賢宣教師
（協和堂）、馮天聰宣教師（望覺堂）、劉文祖宣教師（元朗堂）及
關匡強宣教師（屯門堂）為本會牧師，並差遣余震東（公理堂必列者
士街堂）、麥浩倫（柴灣堂）、曾鳳恩（屯門堂分堂天愛堂）、葉
漢輝（基真堂）、趙承恩（公理堂）、鄧穎頤（油塘梁發紀念禮拜
堂）、鄭允加（合一堂香港堂）、魯聰言（海南堂）及羅美莉（協和
堂）為本會宣教師。

下午於區會4樓禮堂召開2019年特別代表大會及2019年度周年代表大
會，會議中選出新一屆12位執行委員。新一屆名單如下：（男界）陳
應城、黃成榮、吳家偉、歐陽志剛；（女界）莫湘萍、李淑儀、曾詠
珊、梁美蘭；（青年）馮詩愉、周永健、余靄陶、陳卓雲。

同日下午5時假長老堂舉行2019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邀請了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林崇智牧師宣道；崇拜中有差遣校牧事工團隊
儀節，本年度有天約堂與方潤華中學，以及元朗堂與基朗中學受差遣
為校牧事工團隊。

28日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新一屆（2019-2021年）常務委員已經選
出，總幹事獲選為主席一職，副總幹事及翁傳鑑牧師擔任執行委員。

 十一月

因應當下社會狀況，原定於11月舉辦之婦女聯誼郊遊活動決定停辦一
年。

1-2日　小學校長會往澳門交流，由梁淑儀校長擔任領隊，共22位小
學校長及5位直屬幼稚園校長參加。

2日　本會支持之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神學日慶典。當天本會會友關
曦朗（合一堂馬鞍山堂）獲頒夏鵬紀念獎學金及自強不息獎學金；本
會公費神學生黃宇軒（錦江紀念禮拜堂）獲頒李文斌紀念獎學金；公
費神學生林顯基（柴灣堂）獲頒余理謙神父輔導與牧養獎學金；公費
神學生劉俊謙（屯門堂）獲頒延續獎學金及忠心良僕獎學金，劉俊
謙為2019-2020年度交流同學，現正於耶魯大學神學院進修。本會支
持之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頒予黃偉然（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
堂），由長洲堂支持之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獎學金頒予伍家禧（循道
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

本年度應屆畢業之本會會友共四位，包括公費神學生甄健中（合一堂
九龍堂）獲頒神道學學士（BD）；葉漢輝（基真堂）獲頒神學碩士
（MTheol）；張漢偉（合一堂九龍堂）及錢鋒（基禾堂）同獲頒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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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三位，包括張筱瑋（基灣堂）及公費神學生楊嘉瑩（梁發紀念禮拜
堂）同修讀神道學碩士（MDiv），劉國禧（元朗堂）修讀基督教研究
文學碩士（MACS）。

3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11月會員活動：尋找隱世三星
灣。

5-7日　本年度牧師退修會假大嶼山梅窩衛理園舉行，主題「五年
後」，共有33位牧師參加。

12日至12月10日　逢週二舉行新入職同工課程，五天課程每天兩課
節共10課。

13日　神學牧職部職員會發出禱文及呼籲：（A）為各區及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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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暴力衝突祈禱；（B）神學牧職部職員會作出呼籲。

15日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8/2019）」於官方網
頁上公佈得獎名單，燕京書院楊麗燕老師於「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獲嘉許狀。又，同月「第四屆卓越教育
行政人員獎勵計劃」公佈終選評核結果，拔臣小學劉餘權校
長、九龍真光小學彭潔嫻校長及基協中學張佩姍校長均為應
屆得獎人。

18日　晚上舉行11月執行委員會會議，選出2019-2021年度
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職員及各常設部門主席。（詳細名單請
參閱本期《匯聲》「繫連妙結」區會消息。）

22日　區會小學假九龍灣運動場舉行聯校陸運會，本年度有
30間小學參加比賽。

22-28日　副總幹事代表區會出席於荷蘭舉行之世界傳道會
諮詢會議。

25日　上午宣教師團契於基真堂舉行「團契預埋你」聯誼活
動，23人出席。

29日　協和小學前任校長崔瑤芝校長於加拿大主懷安息，享
年105歲；協和小學（長沙灣）、協和小學、協和幼稚園及
協和書院於12月15日下午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崔瑤芝
校長追思會。

29-30日　派出王家輝牧師代表區會，參與於泰國清邁商議
籌辦2024年世界改革宗會員大會之諮詢會議。

29-31日　總幹事前往英國出席世界傳道會之稽核委員會會
議。

 十二月

1日至2020年4月30日　社會服務部推出2019-2020年度慈
愛券；2018-2019年度慈愛券，截止9月9日共計籌得約港幣
140萬元。

5日　區會小學於城門谷泳池舉行聯校水運會，本年度有26
間學校參加比賽。

6日　區會直屬幼稚園聯校教師發展日假協和小學（長沙
灣）舉行，主題「處理校園危機事故及法律責任」，由余惠
萍博士分享有關主題。

9日　晚上舉行12月份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議前進行之茶聚
期間，致送紀念品予本年度榮休的同工：李祖耀牧師（服務
本會31年）、鄭大成牧師（服務本會12年）及吳穗萍女士
（服務本會40年）；並致送長期服務獎予10位於本會服務滿
20年之教牧同工及各堂執事：金少雲牧師、李潤成牧師、陸
瑞煊執事、許建章執事、趙君華執事、司徒麗燕執事、林德
瑩執事、王保強執事、黎紹基執事及司徒康執事。原定於會
議後舉行2019年度執行委員會聖誕聚餐，因應當下社會狀
況，活動停辦一年

13日　原定晚上假望覺堂舉行之《門徒》課程聯合畢業典
禮，因應當下社會狀況，聚會取消。本年共8間堂會開辦紅
色《門走》課程，69人畢業；4間堂會開辦綠色《門徒》課
程，45人畢業；1間堂會開辦紫色《門徒》課程，6人畢業；
1間堂會開辦金色《門徒》課程10人畢業。

14日　晚上青年小組「憐憫行動」協助基磐堂聖誕節期聚
會，共有17位來自不同堂會的青年一同參與服事。

15日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舉辦12月會員免費活動：
南朗山觀日落。

16日　區會事工部事工助理陳文彬先生履新。

25日　合一堂嚴志強執事主懷安息，在世寄居89年。

2018-19年慈愛券
籌款獎項得獎名單

最 高 籌 募 獎
中學組： （冠軍）英華書院

（亞軍）英華女學校

（季軍）燕京書院

小學組（18班以上）： （冠軍）基華小學（九龍塘）

（亞軍）基灣小學

（季軍）基灣小學（愛蝶灣）

小學組（18班以下）： （冠軍）基法小學

（亞軍）全完第二小學

（季軍）基全小學

幼稚園組： （冠軍）屯門特殊幼兒中心

（亞軍）全完幼稚園

（季軍）協和幼稚園

堂辦小學、幼稚園及幼兒園組： （冠軍）望覺堂賢貞幼稚園

（亞軍）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季軍）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堂會組： （冠軍）合一堂（堂代表組）

（亞軍）梁發紀念禮拜堂

（季軍）灣仔堂

個人組： （冠軍）蘇成溢

（亞軍）李景賢

（季軍）馮潔華、林美潔

達 標 獎
中學組： （銀 獎）英華書院

（銅 獎） 英華女學校
（優異獎） 燕京書院、基元中學、沙田培英中學、基智中學、
 全完中學、基朗中學、九龍真光中學、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銘基書院、基道中學、

 蒙民偉書院、基新中學

小學組： （金 獎） 基華小學（九龍塘）、基灣小學、
 基灣小學（愛蝶灣）、協和小學

（銀 獎） 基法小學（油塘）、協和小學（長沙灣）
（銅 獎） 基慧小學、基真小學、方潤華小學、基法小學
（優異獎）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全完第二小學、基華小學、
 基慈小學、基全小學、何福堂小學、

 元朗真光小學、基順學校（小學部）、拔臣小學

幼稚園組： （金 獎） 屯門特殊幼兒中心
（銀 獎） 全完幼稚園
（銅 獎） 協和幼稚園、基法幼稚園、福幼第二幼稚園、
 福幼幼稚園

（優異獎） 基真幼稚園
堂辦小學、

幼稚園及

幼兒園：

（金 獎） 望覺堂賢貞幼稚園、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元朗堂真光幼稚園、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塘）

（銀 獎）上水堂幼稚園、香港志道堂基博幼稚園（將軍澳）、
 元朗堂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銅 獎）元朗堂周宋主愛幼兒園、
 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幼兒園

（優異獎）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堂會組： （金 獎） 合一堂（堂代表會）

（銅 獎） 梁發紀念禮拜堂
（優異獎） 灣仔堂、長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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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福音事工部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主辦

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免費活動

「遠離城市繁囂，走進安歇之地！」

2月份活動：「將軍！石」
日　　期：	2020年2月2日（週日）
時　　間：	14:30-18:30
路　　線：	西灣河站—筲箕灣配水庫—康柏郊游徑—小徑—將軍石／僧

人石—大潭道
難　　度：	3★（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	2020年1月24日（週五）

4月份活動：「初探馬草壟」
日　　期：	2020年4月13日（週一，復活節補假）
時　　間：	09:00-16:00
路　　線：	白石凹—蛇嶺—鷓鴣坑—信義新村—麥景陶碉堡—料壆村—

得月樓警崗—雙魚河—河上鄉
難　　度：	3★（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	2020年4月6日（週一）

5月份活動：「石澳˙大頭洲˙BBQ」
日　　期：	2020年5月17日（週日）
時　　間：	14:00-18:30
路　　線：	石澳巴士總站—石澳山仔—大頭洲—石澳沙灘
自費活動：	郊遊時間約2小時，行程完結後可自費參與燒烤聯誼活動
難　　度：	1★（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2020年5月12日（週二）

6月份活動：「水清沙幼漫遊浪茄」
日　　期：	2020年6月25日（週四，端午節公假）
時　　間：	10:00-17:00
路　　線：	萬宜東霸—獨孤山—浪茄—萬宜東壩
難　　度：	4★（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	2020年6月19日（週五）

9月份活動：「偏向虎山行？」
日　　期：	2020年9月13日（週日）
時　　間：	15:00-20:00
路　　線：	大澳—石仔埗—虎山—大澳
難　　度：	2★（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	2020年9月8日（週二）

10月份活動：「探索塔門」
日　　期：	2020年10月26日（週一，重陽節補假）
時　　間：	10:00-16:00
路　　線：	塔門碼頭—疊石—龍頸筋—茅坪山—上圍	－碼頭
難　　度：	3★（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	2020年10月20日（週二）

11月份活動：「鳳園沙螺洞賞“飛”生態遊」
日　　期：	2020年11月8日（週日）
時　　間：	14:00-18:00
路　　線：	鶴藪道—鶴藪水塘—沙螺洞—鳳園—汀角路	
難　　度：	2★（1★最易，5★最難）
截止報名：	2020年11月3日（週二）

對　　象：	歡迎任何年齡之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參加（18歲以下
人士需填寫家長同意書與報名表一併交回）

費　　用：	全免
報名方法：	已成為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請即填妥「2020年勇獅

野外天地會員活動」報名表（非會員可連同「勇獅野外天地
（永久）會員」申請表格一併交回）電郵至lion@hkcccc.org，
郵件標題請註明「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

本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查　　詢：	2397	1022	事工部陳先生
活動詳情：	歡迎瀏覽http://www.hkcccc.org/2maina5.php
下　　載：「2020年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報名表及「勇獅野外天

地（永久）會員」申請表格，可於http://www.hkcccc.
org/2maina5.php下載。

–廣福堂誠聘同工–

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誠聘以下職位：	

１. 宣教師：負責牧養弟兄組及願意服事基層家庭之青

少年，申請人須修畢神學學士或以上課程，具校牧事工

經驗更佳，有使命及熱誠。	

２. 福音幹事：負責統籌學生福音事工，包括男子籃球

隊及教授初中聖經科，並願意服侍基層家庭之青少年，

申請人須大學畢業，曾受神學進修訓練，具校牧事工經

驗更佳，有使命及熱誠。	

３. 助理事工主任／事工主任一名：大學程度，勤奮細

心，做事有條理，對福音工作有熱誠。統籌幹事工作，

懂會計，文書處理，日常行政，及中學生福音事工。

申請者請繕履歷寄新界大埔寶湖道22號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校牧室，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聘牧小

組。（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香港閩南堂急聘福音幹事／宣教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急聘福音幹事／宣教師，

需具大專或神學學歷，成熟愛主，有心服事少青，

帶領福音性聚會、活動、探訪等工作。有意者請致

電 2893 2242聯絡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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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執行委員會已選新一屆（2019-2021年度）職員，
名單如下：

主  席：陳應城 教務行政部：馬志民

副 主 席：王家輝 信徒培育部：梁遠耀 
書  記：簡燕玲  社會服務部：高國雄

副 書 記：金少雲  福音事工部：李煥華

義務司庫：吳家偉  神學牧職部：鄧達榮

內部稽核：歐陽志剛  教育事工部：黃成榮

區會人事動態

區會事工部新聘事工助理陳文彬先生，已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起履新。

各校校慶

2019-2020學年是基灣小學（愛蝶灣）五十周年金禧校
慶，定於二月八日（星期六）下午舉行校慶感恩崇拜，晚上

舉行校慶聚餐。拔臣小學定於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舉行

創校百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基法小學定於二月二十七日（星

期六）舉行創校五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本會學校於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佳績

基灣小學（愛蝶灣）及英華書院參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舉行之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基灣小學（愛蝶灣）分別

各堂人事動態

人事動態：基灣堂李潤成牧師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起，卸任該堂堂主任一職，並由黎智生牧師接任。

合一堂嚴志強執事主懷安息

合一堂嚴志強執事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安息

主懷，在世享壽八十九載；其安息禮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七

日上午十時正在世界殯儀館二樓永生堂舉行，隨後移柩和合

石火葬場舉行火化禮。願主安慰其家人親屬。

大埔堂退休牧師張展南牧師主懷安息

大埔堂退休牧師張展南牧師，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

凌晨蒙主寵召，安息於主懷；定於一月十四日（星期二）晚

上七時三十分於大埔堂（新界大埔墟瑞安街22號）舉行追思
會。請在代禱中紀念張師母及其家人，願主扶持他們度過哀

傷時刻。

在交響樂團比賽（小學B組）及管樂團比賽（小學中級組）
榮獲兩項金獎；英華書院在管樂團比賽（中學高級組）榮獲

金獎，並在其後的優勝樂團決賽，從六個組別共12隊金獎樂
團中脫穎而出，勇奪全場總冠軍。

退休校長陳甜梅校長主懷安息

本會退休校長陳甜梅校長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安息主懷，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日晚上七時正於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一樓禮堂舉行安息禮拜，翌日於哥連臣

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陳甜梅校長曾任基灣小學（愛蝶灣）

（前為基灣小學上午校）及基順小學校長，作育英才三十餘

年，至二零零四年榮休；願主安慰其家人。

基灣堂誠聘.牧師／宣教師.乙名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堂誠聘牧師／宣教師乙名，協助堂主

任推動家庭事工、婦女事工及堂校青少年福音事工等，

具團隊精神。有意者請繕履歷附近照寄香港筲箕灣西灣

河街 63 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堂堂主任收。（申請人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

滙 聲．2020年1/2月12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辦

2020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2020年1月18-25日）

主題：他們非常友善地接待我們
（宗／徒二十八2）

一．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
	 日期：2019年1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崇拜後設茶點招待）
	 地點：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西環高街97A號，近港鐵

西營盤站B2出口）
	 講員：張振華監督（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二．基督徒合一聚會
	 合辦單位：	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協辦單位：	基督徒合一聚會籌備小組
	 日期：2020年1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香港銅鑼灣禮賢里10號，近港鐵天后站A1出口）
	 講道：郭偉基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

三．英語合一崇拜
	 日期：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九龍佑寧堂（九龍佐敦道4號）
	 講員：Rev.	Mark	Rogers（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四．合一主日
	 請各堂會於1月19日舉行「合一主日」，與不同宗派或天主教
會神職人員交換講壇。歡迎為教會合一事工奉獻，支票抬頭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五．聯合呼籲文
	 聯合呼籲文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正教會香
港及東南亞教區、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聯合發表，屆時即場派發。

六．2020年合一祈禱周靈修資料
	 歡迎於祈禱周內到本會網站下載靈修資料：http://www.
hkcc.org.hk。

查詢請致電	2368 7123 與本會執行幹事尹先生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