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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可見合一的

中華基督教會（十） 

四、 神學及教會觀角度
在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當時興起了不同的自立和福音運動，包括：

（1）強調必須脫離西差會的華人信徒自立運動；（2）獨立自主運作的“小群
教會”（註1）；（3）極力抵制社會福音神學的基要福音信仰基督徒群體（註2）。為

此，中華基督教會推動教會合一時，面對兩個必須回應的關鍵問題：（1）合一
能促使教會紮根本土以致福音在中國更有效地傳播嗎？（2）能有一個兼容並蓄
的信仰與體制讓不同宗派或傳統的教會能認同加入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中華基督教會的立場十分明確，即合一與華人教會自立

並無衝突。中華基督教會認為，倡議的非一律原則能保存自立教會的獨特性（註

3）， 同時，彼此合一亦能彰顯基督身體的豐富多元聯合（Richness of Unity in 
Diversity）與圓滿合一（Fullness of Oneness）。換言之，愈多華人自立教會聯
合於中華基督教會，不單實現可見合一，也促使本色化的步伐加快，去除教會

洋教包袱，使福音更易深入民間。（註4）另一方面，當教會能摒棄宗派成見，在中

國聯合成為一個教會，能更有力見證同一大公信仰，更同心向世界宣告基督耶

穌乃全人類的救主。

信仰與體制方面，要有一套共通的信仰綱要（註5），讓不同神學傳統的教會

皆能接納認同。（註6）對此，中華基督教會提出以一九一九年在南京舉行的合一

會議所通過的〈信仰綱要〉，及建議採用〈1927洛桑信仰教政大會信仰宣言〉及
〈1928耶路撒冷宣教大會的使命宣言〉的內容，作為初步的共同信仰原則來聯
合。（註7）當然，為了與時俱進，中華基督教會的先賢還期望，將來會有一份中國

基督徒自行產生並能反映處境實況的中國教會信條。（待續）   

註1： 如倪析聲的教會聚會所，敬奠瀛的耶穌家庭，魏保羅的真耶穌教會。參考Daniel H. Bays,“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 ed. by Daniel H. Bay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9-313.

註2：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pp.128-
129. 郭偉聯：《反對合一：賈玉銘、基要主義與合一運動的糾結》（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2），67-79。

註3： A. R. Kepler, General Secretary's Report to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October 20, 1928), 8.

註4： 高伯蘭，范定九：〈本教會的後顧與前瞻：國人的痛苦．總會幹部．會長及幹事的拜訪．退修會的召
集．基督教學生運動與教會．教會合一的進展．宗教教育．黨政機關與教會．總會經濟．自養教會的
實現．結尾語〉，《總會公報》3.8-9 (1931年7月)：818。〈旅滬閩人教會與本會合一〉，《總會公報》
15.5 (1943年5月10日)：1。

註5： A Layman,“Faith and Order,”The Chinese Recorder  51.9 (September 1920): 616-617. Hugh W. 
White,“The Essentials of Successful Union,”The Chinese Recorder  51.2 (February 1920): 95-96.

註6： F.R. Graves,“The Problem of Church Unity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41.2 (February 1910): 
154.

註7： Kepler,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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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郭偉強︱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有一個機會出席一次給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的研討

會，內容主要是交流教會如何透過服務見證上帝的大愛。

會上不同的專家很盡心地教導與會者如何申辦政府資助的

服務項目，藉開展服務服事社群；會上又同時教導參加者

如何營運有關服務項目，才能達到資助者的要求。會議內

容十分豐富和專業，但是內心卻隱隱的有點不平安。

按聖經的教導，教會作為一個基督徒組成的愛的群

體，有責任實踐幫補有缺乏的弟兄（利二十五39-40；約
壹三17）、互相擔當重擔（加六2）、向眾人行善（加六
10）不可推辭（箴三27）和愛鄰如已（路十27）的聖經教
訓。教會服務社群的行動是體現以有餘保不足的分享精神

（林後八12-15）。因此教會應按會眾的能力，甘心樂意地
（林後九7）分享教會的資源，以補社群的不足的原則，實
踐服務社群的行動。

根據這原則，教會服務社群的資源的來源，應該包括

按教會能力，可以分享的資源，以及教會能夠凝聚認同教

會服事社群的使命的熱心人士，透過不同形式的捐獻，托

付教會管理，用以服務社群的資源。

教會可以分享，服事社群的資源包括：

（1） 金錢—從全年收到的奉獻撥出某個百分比，

作慈惠工作、服務或捐助其他機構，服事有需

要的社群；

（2） 場地和設施—教會的場地和設施除了主日和

星期六多人使用外，其他時間大多是閒置的。

教會大可考慮分享設施和場地，供社區人士靜

修、開小組、辦活動和會議之用，亦可藉此促

進社區人士和團體之間的關係；

（3） 人力資源和網絡—倘若弟兄姊妹踐行聖經的

教訓，愛人如己，教會服務社群的人力資源和

網絡便十分豐富。教會可以組織弟兄姊妹關懷

社區上有需要和被忽略的社群，與他們分擔重

擔；也可以組織弟兄姊妹，按著各人的知識、

經驗、人際網絡和恩賜，在社區開展不同類型

的，給社區、家庭或個人的義務工作服務。

除了一些奉獻稀少，經濟十分困難的堂會，沒有能力

分享金錢資源外，差不多所有堂會，均有能力透過分享設

施和場地及人力和網絡的資源，服事社群。因此堂會實在

無須擔心沒有資源而不能開展服務。教會應考慮按其能分

享的資源來設計可提供的服務的規模和方式。

倘若教會清楚本身能分享的資源的狀況，構思如何有

效地為教會想服事的社群提供服務，這樣教會便能自由和

自主地決定服事那些有需要的社群，和用怎樣的方式去服

事他們；而不是當資助機構的代理人，按其要求的方式，

為資助機構想服事的群體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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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祝福你，
卻願賜福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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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聽到基督徒祝福其他人說：

「上帝祝福你！」心裡總不其然想

插嘴應一句：「你可以祝福他，但

是上帝不會祝福他的。上帝只會賜

福給他！」我們常常聽到英文「God 
bless you！」這祝福句，而Bless一
字在日常中文裡會被翻譯作祝福，如

「（我）祝福你⋯⋯」；因此，我們

就隨意地將「祝福」也用在上帝身上

了，卻不知道在中文世界裡，當我們

用「上帝祝福你」時，其實是對上帝

的一種冒犯。

在香港，有不少人主吹保護廣

東話，用正體字；這個意念是好的。

不過，若果我們沒有深究中文字的意

思，總是隨意地運用的話，我相信我

們只能保有廣東話的音，正體字的

殼，卻不能保留廣東話和正體字背後

悠久美好的中文文化。

祝字放在中文象形文字背景裡，

形象化地展示一個人跪在神明前拜

神，開口祈禱。這個人在古代被稱為

巫，他的拜神禱告行動稱為「祝」；

後來「祝」字也成為了這類人的職

稱，如「廟祝」。從這個脈絡去理解

「祝福」一詞，就是我們向能力、位

階均大於我們的神明禱告，祈求祂降

福不降禍予某人的意思。作為人，我

們可以禱告祝福他人。在多神的宗教

裡，神明或許也可以禱告祝福他人。

但是基督教作為一神宗教，我們

所信靠的上帝是不能更不會禱告祝福

他人。聖經裡提醒我們：「我是耶和

華，再沒別的了；除我以外再沒有上

帝。」（賽四十五5a）昔日那文士曾

對耶穌說：「好，老師，你說得對，

上帝是一位，除了祂以外，再沒有別

的了」（可十三32）反映了聖經信仰
自舊約開始就是努力認信和信靠獨一

真神。保羅也曾指出：「『上帝只有

一位，沒有別的』」。雖然在天上或

地上有許多所謂的神明，就如他們中

間有許多的神明，許多的主，但是我

們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萬物都出

於祂，我們也歸於祂。」（林前八4b-
6a）既然世上只有一位神——我們的
上帝，祂又怎樣可能向其他神明求助

賜福我們呢？！

亞伯拉罕曾形容上帝是「耶

和華——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

（創十四22）詩篇指出：「誰像耶和
華——我們的上帝呢？祂坐在至高

之處，自己謙卑，觀看天上地下的

事。」（詩一一三5-6）詩人也在詩
篇中形容自己是「我要求告至高的

上帝，就是為我成全萬事的上帝。」

（詩五十七2）先知彌迦也說：「我
朝見耶和華，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

當獻上甚麼呢？」（彌六6）上帝曾
向亞伯接罕顯現告訴他：「我是全能

的上帝。」（創十七1a）當以撒為雅
各祝福時提及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創二十八3）。以賽亞先知曾形容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賽十21），
耶利米稱祂為「至大全能的上帝」

（耶三十二18）；保羅稱上帝是「全
能的主」（林前六18），約翰也稱祂
是「主——全能者上帝」（啟二十一

22）聖經用至高者形容上帝，是要
說：即使我們以為世上有其他神明，

上帝仍然比他們高級；若果有神祇排

名榜的話，我們所信的上帝必定是位

列最高的那位。聖經也用「全能」形

容我們所信靠的上帝，表明祂沒有缺

乏不足的地方，不需要他者的幫助。

因此，若果用「上帝祝福你！」的時

候，我們對別人的好意卻會把我們的

上帝降格了，祂不再是至高，也不是

全能，所以祂要祈禱求「勁過」祂的

神祇幫忙賜福給我們。

中文聖經譯者對「祝福」和「賜

福」的運用很小心，在記述中上帝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給他」（創十二3a）人可以
祝福亞伯拉罕，上帝卻可以賜福人。

麥基洗德曾祝福亞伯拉罕：「願至高

的上帝、天地的主賜福給亞伯蘭！」

（創十四19a）在和合本及和修本
聖經中提到God bless時都是用「賜
福」一詞，就是反映我們對上帝的認

信——祂是至高、獨一和全能的上

帝。

你當然可以堅持用「上帝祝福

你」，沒有人能夠阻止，但你所信的上

帝就不是聖經告訴我們的那位耶和華

上帝，因為你的神不是獨一、至高的

全能者。那麼，你信的是甚麼呢？

文章轉載自《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堂訊》（2018年
11月第619期），頁1；蒙允轉載。

主僕之言　張亦農牧師	|	長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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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萬花筒 麥浩倫宣教師︱柴灣堂

「非」．一顆宣教心
葉青華牧師	|	合一堂北角堂

劍橋七傑

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響，很
多人成為了前往中國宣教的先鋒，其中有七個

人成為佳話。一八八五年在倫敦的愛塞特會堂

（Exeter Hall）一起接受差遣，同年二月五日
前往中國，三月十八日到達上海。這七個人都

是有重生經歷的基督徒，一起前往中國，竭力

傳播福音並幫助中國人。他們加入內地會後，

講道並且呼籲聽眾效法他們的榜樣跟隨基督。

他們的行動甚至影響到了美國，導致學生志

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出
現。

這七位年輕人中，其實只有六位畢業於劍

橋，另外一位則是優秀的青年軍官，他們不約

而同地放下大好前程，加入內地會，回應中國

宣教的使命。當他們在不同的機會中娓娓道出

各自蒙召的歷程和中國屬靈的需要，不難想像

這畫面帶給台下群眾的震撼。在這七位青年的

激勵下，造就了一時無兩的中國宣教風潮。這

七位年輕人分別是司米德（Stanley Smith）、
何斯德（Dixon Hoste）、蓋士利（William 
Cassels）、施達德（Charles Studd）、章必
成（Montagu Beauchamp）、杜西德（Cecil 
Polhil l-Turner）和杜明德（Arthur Polhil l-
Turner），在中國宣教歷史上，他們就是「劍
橋七傑」。 

杜西德是騎兵軍官，他與杜明德兄弟二人

在中國何處放彊前奔？章必成的父親是一位男

爵，出身良好的他如何善用他的天賦來服事中

國？蓋士利是當中年紀最長的，出發前已是英

國聖公會的牧師，他又在中國何處牧養主羊？

施達德是英格蘭家喻戶曉的板球國手，司米德

則是划船隊選手，他們的活力在宣教大地上

如何發出光芒？何斯德相比其同伴似無任何

突出之處，但他卻在這宣教隊中如何領導群

雄，為主作工？

在跟著的宣教小故事中，讓我們一起來欣

賞上帝在這群主僕身上的大能作為吧！

宣教小故事

前排左起為	

杜明德、何斯德、

杜西德、蓋士利，

後排左起為	

施達德、章必成、

司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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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既認識卻陌生的地方，我們很

多時都只是從學校的地理科或常識科認識非洲。筆者每逢與朋友談及非洲，

友人必定以貧窮、落後、飢餓、缺乏等形容詞來描述。在二零一五年之前，

筆者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踏足東非烏干達，更莫說愛上這地方。

第一次聽聞「烏干達」這名字，是筆者正值苦惱怎樣回應神學院的兩個

月跨文化實習要求。就在上帝的帶領下，筆者於當時不斷接收到有關烏干達

的資訊，並有幸在神學院的宣教團契中負責接待回港述職的烏干達宣教士，

從此就與烏干達結下不解的關係。最終兩個月海外實習的目的地決定為烏干

達，雖然筆者的太太表示願意同行，但當時卻有不少親友既擔心又關心地表

示「非洲很危險、很落後、很多疾病，請你們不要去。」不過上帝卻有奇妙

的安排，最後父母一邊含淚一邊說：「當初讓你讀神學時已將你交給上帝，

你要去就去吧！」就此，我們夫妻二人初次踏上探索非洲宣教之路。

這兩個月既夢幻又苦澀，實習的頭一個月是我倆的求生期，不單是肉體

上的求生，更是心靈上的求生。我們因為自覺語言能力不好和自身能力不足

而感到自卑，常擔心自己的不足而拖垮團隊，無形間承受著很大的壓力，甚

至心靈更達到迷失的地步，開始質疑自己是否適合宣教，甚至埋怨上帝為何

帶我們到烏干達受苦。這個自卑的心靈終於在一天的晚上崩潰，夫妻二人相

擁而哭，向上帝承認內心的軟弱和陰暗，學習全然依靠上帝。上帝在這個月

完全的拆毀我倆，叫我們看到並承認自己的軟弱和不足。

感恩的是拆毀之後必有重建，上帝接著開我倆的眼界，讓我們看到祂為

我們所預備的份，叫我們看到當地兒童生命的需要，要我們運用服事兒童的

恩賜，以致筆者的太太深被感動而主動舉辦了幾場宣教士認為是兒童佈道會

的樹下聚會。宣教士更告知我倆，這可能是孩子們生命裡面，唯一一次聽福

音和立志的機會。因為當地的兒童常因疾病感染而離世，或許在下次探訪時

他們已經不在人世，這樣迫切的福音呼喚更燃起我倆服事當地兒童的心。

另外，上帝更奇妙地幫助我們打破語言的隔膜，叫我們不受語言限制地

與當地的青少年建立起友誼，宣教士更驚訝當地人居然主動邀請我倆參與他

們的聚會。筆者深感上帝的恩典真的夠我們用，祂的意念實在高過我們的意

念太多太多，祂重新建立我們，讓我們逐步愛上了這個地方，愛上那些「黑

得美麗」的人。

去年八月，筆者有幸帶領

堂會弟兄姊妹到烏

干達訪宣，當中的

經歷再次加強我們

回去服事的心志，但

由於篇幅所限，未能

詳述。現時，筆者夫

婦二人正等候上帝的帶

領，盼望有一天能夠全

然進到烏干達工場，為

主在當地委身擺上生命作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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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校拾年　金少雲牧師︱國語堂、本會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召集人

源起—回應社會

二零零六年本會周年代表大會

總幹事報告指出：踏入二零零零年，

教育局政策的轉變，在二零零四年七

月立法會更通過法例：「規定所有接

受政府津貼的學校，必須成立一個具

法律地位的校董會，當中包括不逾六

成的代表來自辦學團體，其他還有教

師、家長及校友代表等，負責全權管

理學校等事務。」在這情勢下，辦學

團體（即教會）要確保所辦的學校仍

然貫徹基督教的信念，校牧計劃的構

想也由此而生。

尋索—眾志成城

二零零七年校牧計劃的想法在神

學職牧部、教育事工部的法團校董會

章程及事務小組，並學校法團校董會

堂會教牧及代表交流會中，獲得正面

的回應，遂達成共識：每所成立法團

校董會的學校，必須與區會簽署服務

承諾書，當中列明——須有區會認可

的堂會來籌辦校牧事工，使本會的辦

學理想能全面落實推展。

二零零八年福音事工部負責跟進

校牧計劃的具體細節。福音事工部經

諮詢教牧同工及中、小學校長後，擬

出「校牧事工計劃」建議，貫切本會

「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精神，「以

學校為本的宣教服事，透過校牧及其

團隊在學校的服事，與學生、家長及

老師建立良好及互信關係，發揮生命

的感染力，實踐靈育關顧的使命」。

繼由總幹事、副總幹事及學務

總監與有關部門主席進行跨部門商議

後，再經教育事工部討論。長達兩年

多的商討及眾多的會議，終於在二零

零九年三月九日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正

式通過此計劃及其預算案，同年九月

起逐步在本會學校推行，並在同年十

月二十三日本會舉行的按立牧師、接

納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中，舉

行首次的「校牧事工團隊差遣禮」。

隨後每年新成立的「校牧事工計劃」

堂校，也在按立牧師感恩崇拜中進行

簡單卻隆重的差遣儀節。

為審批及關心「校牧事工計

劃」，區會常務委員會下增設「校牧

事工聯席小組」，由副總幹事擔任召

集人，成員分別由教育事工部及福音

事工部各自選派三位代表組成，定期

探訪堂校，關心他們所面對的困難，

也分享他們的成果。而福音事工部轄

下學校事工小組繼續承擔培訓校牧、

鼓勵堂校、分享經驗等角色，讓計劃

不會因著日子的流逝或人事的更替而

受影響，仍能持守當中的核心信念，

又能對應社會的轉變。

回望—十年的路

「校牧事工計劃」由開始至今

已有十年，藉此回顧上帝的恩典，透

過堂校的同工同道同心協力，落實本

會的教育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

攜手見證基督大愛」。截至二零一八

年共有28間堂校團隊憑信心開展此
計劃（參附表：校牧事工計劃堂校名

單），中、小學剛好各半。當中有25
間堂校團隊申請區會津助，主要用作

堂會聘請校牧的薪金津貼；其中已有

17間堂校團隊完成了五年的津款，亦
即是現在由堂會全力承擔校牧薪酬，

足證堂校一家，並肩攜手建立學校師

生、家長生命的絢麗。過去，亦有3間
堂會在資源允許下，沒有申請區會的

津助。目前，本會還有6間直屬中學
及8間直屬小學尚未參與「校牧事工
計劃」，與原初目標「在二零二零年

或以前全部設有校牧事工」仍有一段

距離。但校牧事工本身就是長遠的事

成立 
年份

校牧事工團隊

學校 堂會

1 2009 銘基書院 基道旺角堂

2 基灣小學（愛蝶灣） 基愛堂

3 基真小學 基真堂

4 協和小學（長沙灣） 望覺協和堂

5 2010 基智中學 傳恩堂

6 基道中學 紅磡基道堂

7 馮梁結紀念中學 廣福堂

8 2012 基元中學 基元堂

9 燕京書院 青衣全完堂

10 基協中學 錦江紀念禮拜堂

11 基華小學（九龍塘） 基華堂

12 基慧小學（馬灣） 馬灣基慧堂

13 協和小學 長老堂

14 基灣小學 基灣堂

15 2013 蒙民偉書院 梁發紀念禮拜堂

16 何福堂書院 屯門堂

17 基全小學 大角咀基全堂

18 2015 基新中學 上水堂

19 協和書院 協和堂

20 銘賢書院 深愛堂

21 何福堂小學 龍門堂

22 2016 方潤華小學 天愛堂

23 2017 全完中學 全完堂

24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田景堂

25 基慧小學 全完堂

26 基慈小學 香港志道堂

27 2018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明道堂

28 拔臣小學 屯門堂

工，總不能急就章，求聖靈顧念，引

導繼續前行。

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擔

任「校牧」的同工，必須為已修畢本

會校牧課程的本會差遣宣教師或本會

牧師。由二零零八年舉辦第一屆至二

零一八年舉辦第七屆校牧課程，共有

242人次參與，其中有111人完成整
個課程，只有68位能承擔「校牧」之
職。現在於學校承擔「校牧」崗位的

有45人，其餘有15人已轉職或退休，
有8人暫時未投入「校牧」事奉。有見
及此，福音事工部每兩年便會舉辦一

次校牧課程，為堂會培訓及儲備「校

牧」人才，歡迎本會各堂教牧同工或

任何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報名參與。

「校牧事工計劃」十周年回顧

附表：校牧事工計劃堂校名單（更新至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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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親子天下一文中提到「帶孩子走向戶外，知識

才會貼近生活」，雖然香港也提倡戶外學習，帶學生走出課

室，學校不時舉辦形形色色的參觀交流等活動，但這並不代

表走出學校就夠了，學生是否有足夠空間與生活與大自然建

立關係。台灣一所生態學校在校內獲得最多掌聲的不是第一

名，而是堅持下去的那一個，校長陳清圳同時也強調「你要

熱情的孩子，還是冷漠的公民」。大自然的好處其實不用多

說，只是我們如何作出選擇，我們如何為孩子作出選擇，能

夠讓孩子選擇的話，他們會選擇甚麼。筆者就因為「大自然

有更新生命的能力」一句話，早已開始進入了大自然的旅

程，生命被喚醒過來，打開了大自然的眼睛，有機會盼與大

家有更多分享！

最近有機會在何述儉牧師的授課中，聽到有關如何才

能學好一樣東西，重點不是從學習方法開始，而是先要有動

力去學；一開始就去搞甚麼學習方法，難怪很多人會放棄收

場。很多時我們以為孩子學得不好是因為不懂方法，於是替

他們尋找很多各花百門的教材或是學習技巧訓練班，希望他

們能學有所成，反倒窒息了他們，令他們對學習失卻了最重

要的興趣。「要學」和「想學」的分別在於被動和主動，其

學習動力大有分別。我們的孩子面對學習時，有多少是因為

要學，有多少是因為想學的呢？學習的起步便斷定了其過程

充滿的是壓力還是動力。當然適當的壓力可以是動力的源

頭，但不是人人都可以駕馭壓力。孩子一出世本應就與生俱

來喜歡探究，喜歡學習，那用得著壓力來驅使呢！但是社會

急促的步伐，實在難以容許或是等候孩子自由地發掘摸索。

加上現實主義之下，若果是對學業沒有直接的幫助，又或是

不能立見學習成果的，往往都不會受學校和家長歡迎。這種

教育氣候不但早已窒息了孩子的學習動力，甚至帶給他們學

習壓力，製造出更多孩子的精神和情緒等健康問題。

人最初學習知識是要認識這個世界，認識這個奇妙莫測

的大自然，但是現在人因為學習知識卻損壞了自己的身體，

忘記了學知識的最初根本。我們的孩子都患上了「大自然缺

失症」。作家理查．洛夫（Richard Louv）筆下一書《失
去山林的孩子》中提到「大自然缺失症」，這並不是甚麼醫

學診斷，他只是借用這個名稱與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討論一種

現象，指的就是人因為疏遠大自然而產生如肥胖、注意力不

集中、躁鬱傾向等各種問題。若果問任何一個人，「你喜歡

大自然嗎？」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會答「喜歡」，因為人本身

就是來自大自然（創二7），一個常常身體力行地接觸和熱
愛大自然的人，你會感受到他的朝氣和活力。陳廷三博士經

常在家長教育工作坊提及「大自然有更新生命的能力」，不

論孩子或成年人，也該多到大自然走走，好好享受大自然帶

給我們的一切，把忙碌壓迫生活的濁氣呼出來，重新吸入朝

氣和生命力，同時可以重尋人一生出來就有的自由探索的本

相，重燃孩子的創造力。

曾秀梅	|	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305室
電話：23971035
傳真：27873949
電郵：sgp@hkcccc.org
網址：http://sgp.hkcccc.org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學 校 支 援 服 務

更新生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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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梅	|	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305室
電話：23971035
傳真：27873949
電郵：sgp@hkcccc.org
網址：http://sgp.hkcccc.org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學 校 支 援 服 務

屯門堂自二零一九年開始，在未
來五、六年間，連同分堂（天愛堂）
在內，有可能每年都會進行「牧職傳

承」事工：包括差遣宣教師、按立牧師和按立執事。

頻繁的「牧職傳承」，不單是為屯門堂及天愛堂做好交棒接
棒的準備，更是信徒投身「救贖歷史」和參與「教會成長」的重
要里程碑。讓我們來看看聖經裡三個「牧職傳承」的例子：

一、	摩西傳承給約書亞：按手立牧人、治理會眾勤	
（民二十七12-23）
吸睛的經文是第20節：「又將你的尊榮給他一些，好使

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若從現今的標準來看，這似乎是一
種「俾面傳承」；不過從上下文來看，約書亞若要接好「牧羊
人」的棒，他不但要殷勤學習治理會眾，也需要會眾認同他就
是摩西的接班人。

即是會眾要有「傳承意識」，明白到「牧職傳承」不是摩
西和約書亞兩個人的事，是要整個信仰群體一齊認同和參與，
治理會眾與會眾接受治理同是「救贖歷史」的一部份，耶和華
的會眾不能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也是上帝救贖計劃的一
部份。

然而，以色列人認同傳承制度是一年事，但怎樣認得出約
書亞是上帝所揀選的領袖又是另一件事。上帝有時會直接向候
選人發出呼召信息和信物（如上帝呼召摩西），有時上帝會使
用一位已被廣範認可的僕人來宣告接班人是誰（如本個案摩西
宣告的約書亞為繼承人）。

所以「將摩西的尊榮給他一些，好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
他。」即是由摩西來按手、來委派、來宣告、來肯定、來授權
接班人是誰，就足夠讓會眾認得出上帝的揀選而予以聽從和跟
從。不過，在今天民主意識高漲的時代，我們能夠接受這樣的
委派安排嗎？

此外，本個案的牧職傳承也不是以「選賢與能」為焦點
的，只是認定一個人「有聖靈同在」便可以接棒做牧人，這樣
的標準在今天，會否仍舊被接受？又怎樣作出「有聖靈同在」
的觀察與評估，才會被會眾認受？這都是牧職傳承要思考的續
項。

二、	使徒傳承給第一代執事：按手選執事、分擔牧養事	
（徒六1－7）
再次吸睛的經文是第2節：「我們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飯

食，是不合宜的。」及第4節「我們要專注於祈禱和傳道的事
奉。」

信徒增多，教會便成長？這是一個謎思。牧養事務因人
多而漸漸繁重，甚至產生顧此失彼，關顧不力的問題，這不單
是第一代教會的困難，也是歷代教會(間間教會)都會遇到的情
況。

使徒堅持召命，堅持專注以祈禱傳道為事奉焦點，但怎樣
解決羊群得不到妥善照顧的重要問題？使徒領受了「分擔牧養
職責的傳承」，他們揀選了七位「有好名聲」、「滿有聖靈」
和「滿有智慧」的信徒，按手在他們身上以示委派、授權和確
立為服事人的「僕人」（後來教會以「僕人」為尊敬的專稱，
中文聖經把「僕人」譯為「執事」），從分擔管理飯食發展為
全面照顧羊群，有些「僕人」甚至漸漸超越原訂的服事範圍，
再尋得新召命，成為護教殉道士（司提反）及跨文化宣教士
（腓利）（參徒六至七章）。

在「救贖歷史」的洪流中，因著使徒堅定地領受祈禱傳道
的召命，使得照顧羊群的需要，必須轉化為信仰群體的另一批
人的新召命，也因此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僕人」來回應，這
是教會面對信徒增多，必須的轉化與成長。結果：上帝的道興
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增加得甚多。

今天我們思考「牧職傳承」，不單是「按手立牧人」的傳
承，也必須是「按手選執事」的傳承。我們當中「有好名聲」
的在哪裡？「滿有聖靈」的在哪裡？「滿有智慧」的在哪裡？
讓我們一起仰望上主，求主興起一批又一批的「僕人」，更求
主更新我們的召命來回應。

三、	保羅傳承給提摩太：按手火恩賜、堅立牧職志		
(提前四6-16，提後一6-7)
再三吸睛的是提後一章6-7節：「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

上帝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上帝賜給
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殉道在即的保羅，最記掛是他的接棒人提摩太，說了很多
很多鼓勵的話，「火熱事奉恩賜」與「堅立牧職心志」，是交
棒接棒的核心內容。

不同世代需要不同恩賜的人來接棒，我們不是要「倒模」
接棒人，卻是要「火熱」接棒人；有時會聽到準備交棒的人分
享，擔心接棒的如何「不夠水平」；我倒擔心，交棒的若太注
重倒模式的傳承，將會是「滅火行動」。

保羅深知道提摩太跟他有很大的不同，保羅沒有要求提摩
太按他的事奉模式來接棒，保羅一次又一次鼓勵提摩太，「不
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叫接棒的確信，上主在乎召你承擔
牧職的時候，已經給了你充足和獨特的恩賜來接棒，你的責任
是火熱你的恩賜來接棒，不要和你的交棒人比較，更不要和其
他接棒人比較，豐富自身內在的資源來接棒，如火挑旺起你的
恩賜來接棒。

不同的時代都有獨特的事情發生，衝擊著教會發展和牧職
事奉，能夠確保交棒成功，重要的不是有一套完備的牧職手冊
或「牧養寶典」給與接棒者，而是心志的堅立：就是在任何情
況下，接棒的人都能堅定不移地牧養群羊，以「剛強、仁愛、
謹守的心」來應對一切想像不到的衝擊；然而，交棒的人若能
鼓勵接棒的按恩賜接棒，將是牧職心志堅立的好養分。

祈望「按手立牧人」、「按手選執事」及「按手火恩賜」
成為屯門堂牧職傳承的願景。

編註：文章轉載自《屯門堂主日崇拜周刊》（2019年1月6日講章撮要），蒙屯門堂
允准轉截；內文經作者修訂。

舉手！按手！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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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陳勉宜牧師︱屯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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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這十年來，聽到好些人說，「我信耶穌就OK了，
不用返教會呀！」有時不客氣的，索性就話：「教會？收

喇！」面對著這個那個理由而漠視教會，繼而出走教會，

不返教會的現象，作為牧者，既感心酸，亦教人慨歎！到

底為何會有此現象呢？有人以為，這要歸咎雨傘後，人們

對教會在政治議題上的缺席有感失望，故而出走。還有認

為，有不少信二代往往被送去外國讀書，回港之後，對華

人教會的文化很不適應，於是，就不再返（華人）教會。

也有聽聞，在急速的社會轉變下，教會大多保守，並且往

往未能與事俱進，故而出走。亦有人以為，教會近年醜聞

多，如牧者的性罪行、教會強打官司敗訴等等，對教會處

人處事都失當，感失望，故出走。難怪，近年網絡上有

句流行的話：「穿上西裝不會變高層，返了教會不會變

好人」，⋯⋯問題到底在那裡呢？不再返教會，只是因為

政治問題？不再返教會，只是為了不屑與教內罪人同返

教會？不再返教會，只因為教會「保守」？這些或者都是

「問題」，但在這眾多「問題」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

更深入的問題，就是這一代的基督徒，對於「教會」的意

義愈來愈模糊；又或者用另一個角度說，我們這一代的傳

道人，在教導上少有觸及教會觀，以至，這一兩三四代的

信徒裡面，有好些，連「教會是甚麼」都搞不清；自然，

要知道「為甚麼要返教會」，就更加無從說起。

特 稿　張漢強牧師︱望覺堂

只是，當現代人表示，「信耶穌，不再返教會」時，

正好，是一個提醒，也是一個契機，提醒我們作為牧者

的，提醒眾多教會領袖的，實在需要重整我們的教會觀，

並且承傳這個教會觀給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要怎樣重整

呢？毫無疑問，我們除了從《聖經》出發去重整之外，我

們也著實可以自問：「我，為甚麼仍要返教會？教會對我

的義意又是甚麼呢？我們，為甚麼仍會返教會呢？教會對

我們又是甚麼意義呢？」、「一個既屬『我』的教會，又屬

『我們』的教會，《聖經》裡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怎樣的

交匯點呢？」、「上主在教會裡面，還有角色嗎？若有，是

個怎樣的角色呢？我們在教會裡面，可以怎樣見到及展現

上主的角色呢？」、「有牆或無牆，對教會的意義是甚麼

呢？」、「『成為後嗣，就要歸家』這個想法，套用到『信

耶穌，就要返教會』，還有說服力？對現代人還有實際意

義嗎？」⋯⋯

我相信，每個「危」機背後，總有轉「機」的可能。

但願我們這一代的教會，在眾多繁忙佔領了教會的大大小

小的事務裡面，我們都總不忘，為我們的教會，好好定

位，重整我們這一時這一地的教會觀，並好好承傳下去；

俾讓信耶穌的，都很自然地，（重）返教會！誠心所願！

「信耶穌，
不返教會」？再思我們的教會觀

以及它的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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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年，你對自己有沒有期盼？

你對前路、對香港有沒有盼望？劉德華先生在最近的一套

宣傳片中，第一句是：「你覺得香港仲有冇希望？有啲人

話冇，但我覺得：有。」（1）這套宣傳片點出香港的現實，

有些人覺得香港沒有希望了。你是其中一個嗎？

李怡先生在他所寫的〈世道人生〉文章中，指出：

「希望之為希望，就是因為它是沒有根據可以實現的東

西。就像買六合彩似的，人人都有希望，但誰都不會認為

有把握實現。」他繼續說：「希望是甚麼？希望就是今天

還沒有的，期待明天或將來會有。沒有希望意味甚麼？意

味再也不期待明天或將來會有。」（2）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

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因著愛，所以常存盼
望。浪子的父親每天都在門前等候他回家，父親有沒有把

握？我相信沒有，但愛孩子的心，讓他堅持這個盼望，直

至實現的一天。（路加福音15章11-24節）「信就是對所盼
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希伯來書11章1
節）你的信心放在甚麼地方，足以影響你能否堅持盼望那

未實現的事情。

上主應許亞伯拉罕，賜迦南地給他與他的後裔為業、

賜他有後裔多如天上的星，卻要在25年後兒子以撒才出
生，幾百年之後以色列人才得以進入迦南安居。亞伯拉罕

的經驗讓我們曉得，常存盼望因為確信上主的應許，確信

上主在一切事上掌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的人受

到希特拉（Adolf Hitler）難以言喻的非人對待，而且環
境骯髒；然而，弗蘭克（Viktor Frankl）卻積極生活，直
至獲釋。他憑甚麼去盼望自己有被釋放的一天？在他所寫

的書《活出意義來》中如此說：「我們這些住在集中營的

人都記得那些逐個小房去安慰別人，並派發自己最後的一

點麵包的那些人，他們可能只是集中營裏的很少數人，但

已經足以證明，人可以被奪去一切，但一樣東西是奪不走

的：人類僅餘的自由——在既定環境下選擇自己態度的自

由——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式。」（3）

香港現今的狀況，確實與我們一直成長以來所持定、

所珍貴的價值有所不同，並且逐漸在崩壞中。但你愛香港

嗎？你相信上主掌管著一切嗎？在最困難與失望的日子，

你可以為這個你愛的地方，做一點甚麼微少的事情，以持

定你所珍貴的價值，並行使你僅餘的自由嗎？

「障礙與機會的分別在於甚麼？在於我們的態度。

每個機會裏都有困難，每個困難裏都有機會。」巴克斯特

（J.Sidlow Baxter）。新的一年，你對自己有沒有期盼？
你對前路、對香港有沒有盼望？端在乎你對自己，持甚麼

態度。共勉，阿們。

1  李怡：〈世道人生〉，《蘋果日報》2019年1月2日。
2  同上。

3  萊斯．帕羅特三世、老萊斯利．帕羅特著，陳翠婷譯：《讓他走，該走
的路：塑造孩子未來的九種性格特質》香港：基道，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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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林玉英牧師︱梁發紀念禮拜堂

有？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主辦

「憐城決」青年起動計劃
憐：連結各堂會年青人參與「憐憫行動」
城：關懷城市的需要
決：決意效法基督，進入社群

目　　的： 透過不同服事體驗擴展信仰視野，探索作門徒的使命
日　　期： 2019年7月15-27日（星期一至六）共13天
行　　程： 7月15-18日（星期一至四）
 　◆ 澳門四日三夜營會

 7月19-25日（星期五至四）
 　◆ 服事體驗：分派至本地堂會體驗服事

 7月27日（星期六）
 　◆ 活動分享日、奮興差遣禮【歡迎各堂弟兄姊妹蒞臨參加】

 　    閉幕典禮
 （行程可能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對　　象： 18-30歲青年信徒或應屆文憑試畢業生 
 （需所屬堂會堂主任推薦）

費　　用： 每人HK$1,300（鼓勵堂會津貼三分之一費用）
名　　額： 30人（需面試，有關安排將電郵通知）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連同費用（劃線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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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面請註明：【「憐城決」活動報名】。 
 報名表格可於本會網頁（http://www.hkcccc.org）下載。
＊費用必須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寄交本會方能作實。

＊報名一經作實，若參加者未能成行，恕不接受轉讓名額或退回費用。

截止報名：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
查詢電話：23971022陳立怡宣教師／黃嘉慧姊妹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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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以下簡稱聖頌團）自二零一四

年重組以來，已進行了三次境外獻唱，分別在澳門、廣州

及上海舉行。第一次境外獻唱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假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舉行「聖樂頌唱會」。聖頌

團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應邀在廣州東山堂

進行聖樂工作坊及獻唱，這是第二次境外獻唱。第三次的

境外獻唱和交流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在上

海進行，分別探訪了華東神學院並作學術和聖樂的交流；

參與了上海市滬東堂及鴻德堂的崇拜及獻唱；參觀了聖瑪

利亞女中、協進大樓和廣學大樓；又拜會了全國基督教協

會及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總辦事處等。

第四次境外獻唱：廣州市基督教救主堂

適值二零一八年慶祝我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一百周年之

際，聖頌團應廣州市基督教救主堂（以下簡稱救主堂）的

邀請，於十二月八日周六晚到該堂作聖樂交流及十二月九

日主日午堂崇拜時獻詩，是聖頌團自二零一四年重組以來

第四次境外獻唱。救主堂位於越秀區萬福路，前屬香港聖

公會差會，於一九一九年建成。一九六六年因文革而被迫

停止宗教活動，至一九八五年四月獲重新開放，迄今復堂

已逾34年了。教堂建築美輪美奐，外牆呈紅色，建築物頂
部為綠色，教堂最高處矗立了十字架。教堂聖壇設有講台

及詩班座席，還在聖壇兩旁高處安裝了電風琴管，從這處

可以知悉該堂對聖樂事工發展的重視！該堂二零一八年主

題為「同心合力，復興主工」，每主日設早堂、午堂及晚

堂三堂崇拜，還有一次下午堂聚會。該堂恆常參加崇拜的

教友約1,200人。

「感恩之聲聖樂讚美會」

聖頌團一行26人（包括兩位家人）由團長歐陽志剛執
事帶領，於十二月八日周六上午九時在東鐵羅湖站集合，

在深圳乘坐特備旅遊巴士前往廣州市，中午時分抵達廣州

市越秀區北京路團員入住的麗都大酒店。午飯後團員步行

10分鐘往萬福路的基督教救主堂練詩，歷時約3小時。除
聖頌團自行綵排練習外，還邀請了救主堂的早堂詩班及午

堂詩班一起聯合綵排。之後團員返酒店稍作休息及吃晚

飯，便到教會獻唱。

特 稿　余煊執事︱聖頌團副團長

廣州市基督教救主堂與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聖樂交流

「感恩之聲聖樂讚美會」（以下簡稱讚美會）於晚上7時30
分開始。救主堂派出兩隊詩班獻唱，有早堂詩班及晚堂詩

班。聖頌團參加是次獻唱活動的團員共24人。除了指揮
蔣慧民執事及伴奏鄺寧琛弟兄外，四部的團員包括女高音

7人、女低音5人、男高音6人及男低音4人。讚美會開始
時，由該堂主任陳以諾牧師致歡迎詞及曾善美牧師祈禱。

聖樂獻唱首先由救主堂早堂詩班獻唱兩首詩歌：《愛是道

路》及《榮耀頌》；再由聖頌團獻唱詩歌兩首：《此殿佳

美》及《主基督，房角石》。接著由救主堂午堂詩班唱出

《惟有愛》及《基督是我一切》；跟著聖頌團唱出《聖體

頌》、《聖靈歌》、《尚拉辛禱曲》、《永不止息的愛》、《主

啊，我在此》，最後由三個詩班聯合獻詩《詩篇一百五十

篇》。在整個程序中，全體會眾合唱了兩首詩歌《聖哉

三一歌》和《榮歸天父歌》。結束時由陳以諾牧師祝福。

出席是次讚美會逾300多人，整個晚上充滿著讚美的歌
聲，願這些詩歌的呈獻能成為馨香的祭品，感動眾人和榮

歸天父。翌日為十二月九日主日，聖頌團參與了救主堂上

午11時舉行的午堂崇拜，並獻唱「萬物稱謝主」，參加崇
拜的弟兄姊妹都獲得激勵。參加午堂崇拜的教友以年青人

為主，人數逾350人。兩天聖頌團所獻唱的九首詩歌由指
揮蔣慧民執事選出，詩歌曲目採用中文歌詞，有些詩歌用

廣東話唱頌，有些則用普通話。詩歌之曲調內容多樣化，

有近代創作的，也有傳統文藝復興時的作品，亦有改編自

當代無伴奏合唱風格的詩歌。

結語

感謝天父的帶領，使聖頌團在救主堂的獻唱活動能順

利進行。救主堂的熱誠接待，大家皆非常感動！感謝天父的

保守，在路途上賜各人平安和健康！各團員經過兩天的相

聚，共沐主恩，情誼日增。在指揮的悉心提點下，大家專心

練習和齊心獻唱，對唱詩的技巧及詩歌的認識上，增益良

多。這次大家有機會參加救主堂的聖樂交流讚美會及主日崇

拜，不但能互相學習觀摩，而且激勵了大家愛主和愛教會的

心志。但願天父繼續帶領聖頌團，讓其在聖樂服事方面有更

大的發展和貢獻，將榮耀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

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廣州探訪：
基督教救主堂聖樂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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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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

「上山下海」
4月活動：遊走西貢大浪灣
日期：2019年4月5日（週五，清明節公假）
時間：9:30-17:00
路線：西灣亭—西灣—鹹田灣—大浪坳—赤徑—黃石碼頭
難度：★★★（★最易，★★★★★最難）
截止報名：2019年4月1日（週一）
5月活動：舂坎角魔爪石河．狗頭石
日期：2019年5月13日（週一，佛誕翌日公假）
時間：12:00-17:00
路線：柴灣—舂坎角—魔爪石—狗頭石—赤柱
難度：★★★（★最易，★★★★★最難）
截止報名：2019年5月8日（週三）
6月至7月活動：東龍島觀日出（兩日一夜）
日期：2017年6月30日（週日）至7月1日（週一回歸公假）
時間：16:00-翌日11:00
難度：★（★最易，★★★★★最難）
截止報名：2019年6月24日（週一）
9月活動：鹿巢山石林
日期：2019年9月1日（週日）
時間：14:30-18:30
路線：馬鞍山富安邨—石壟仔村—鹿巢山石林—馬鞍山村
難度：★★★★★（★最易，★★★★★最難）
截止報名：2019年8月28日（週三）
10月活動：黑角頭
日期：2019年10月7日（週一，重陽節公假）
時間：12:00-17:00
路線：小西灣龍躍徑—黑頭角—歌連臣角道—歌連臣角探射燈— 
　　　小西灣海濱公園
難度：★★★（★最易，★★★★★最難）
截止報名：2019年10月3日（週四）
11月活動：尋找隱世三星灣
日期：2019年11月3日（週日）
時間：14:00-19:00
路線：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舊坑—白馬咀—麻南芴—三星灣－蕉坑－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難度：★★★（★最易，★★★★★最難）
截止報名：2019年10月31日（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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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每次港幣＄10（作行政費用及購買第三者保險之用）
報名方法： 已成為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請即填妥「2019勇獅野

外天地會員活動——上山下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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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每次活動
截止日期前連同費用親身遞交、或以電郵（kwwong@hkcccc.
org）、傳真（23977405）及將報名費用以劃線支票（支票抬
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寄交本會辦事處事工部黃小姐
收，以便辦理；信封面請註明：「2019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
動——上山下海」。

本會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查　　詢： 23971022 事工部黃小姐
活動詳情： 歡迎瀏覽http://lion.hkcccc.org 
下　　載：「2019勇獅野外天地會員活動——上山下海」報名表及「勇獅

野外天地（永久）會員」申請表格，可於http://lion.hkcccc.org
下載。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信徒培育部聖頌團主辦

2019歌唱事奉基礎訓練
目的： 讓崇拜領唱群體建立基礎，提升質素，將更美的頌讚事奉獻給主
內容：（1）基礎歌唱發聲訓練；（2）基本樂理與讀譜
時間： 晚上7:30-9:30
日期及地點：（參加者只可選報以下其中一區課程） 

1. 九龍區：香港志道堂（九龍佐敦德興街12號8樓801-804室） 
 日期：5月6, 20日、6月3, 17日【隔星期一】

 2.  港島區：公理堂（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 
 日期：5月14, 28日、6月11, 25【隔星期二】

 3. 新界西區：全完堂（新界荃灣大屋街2-4號） 
 日期：5月8, 22日、6月5, 19日【隔星期三】

 4. 新界東區：大埔堂（新界大埔墟瑞安街22號） 
 日期：5月17, 31日、6月14, 28日【隔星期五】

導師： 蔣慧民執事、蔣陳紅梅執事、許耀聲先生、鄺寧珈女士
對象： 本會各堂詩班員、敬拜隊隊員、有志參與歌唱事奉者
名額： 每班人數限20人（先到先得） 

＊為使各堂參加者均能參與，若同一堂會之報名者多於4 人，本會
有權作隨機抽選後補人選

費用： 每位港幣＄100
報名： 填妥報名表，連同費用（劃線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以前，遞交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收，信封面請註明「歌唱事奉基礎訓練」

截止報名日期：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
查詢電話：23971022黃嘉慧姊妹
下載報名表：http://www.hkc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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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合辦第三屆華人婦女神學工作坊

本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馬來西亞長老會及新加

坡基督長老會合辦之第三屆華人婦女神學工作坊，定於五月

十八至二十三日假台灣台中靜山靈修中心舉行，是屆主題：女

性領導的培訓與發展，由吳碧珊牧師（本會前任副總幹事）擔

任講員，費用每位＄2700（區會已津助每位＄1300）。

本會合辦「防治教會內的性騷擾：一個不容忽視的課

題」講座

本會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及平等機會

委員會，於三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假望覺堂合辦「防治教

會內的性騷擾：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講座，講員包括朱崇文

博士、莊耀洸律師及劉寶珊牧師。

宣教事工小組開辦「挑戰視野」普世宣教展望課程

宣教事工小組定於三月（逢星期四共四堂）晚上於區會，

開辦「挑戰視野」普世宣教展望課程，由葉青華牧師（香港差

傳事工聯會檢定教師資格）擔任講員。

神學牧職部已舉辦「新時代意識形態下的中國教會」

講座

為回應二零一四年溫州拆十字架事件後，中國政府在數年

間的思維政策演變，以及相應在各層面的不同政令及行動，認

識及思考這些改變對中國教會所帶來的影響，神學牧職部社會

關注小組已於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於區會四樓禮堂，舉辦了「新

時代意識形態下的中國教會」，由陳智衡博士擔任講員。

何福堂會所前主任李華斌先生主懷安息

曾任本會何福堂會所主任多年之李華斌先生已於二月十六

日在美國南加州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三歲，願主安慰其家人。

李先生的先翁是廣東協會資深牧師李聖華牧師。

劉文祖宣教師丁母憂

元朗堂劉文祖宣教師之母親鄺秀珍女士已於二月九日安息

主懷，其安息禮拜已於三月九日（星期六）下午假元朗堂舉

行；願主安慰劉宣教師及其家人。

基灣堂余徐月嬋執事主懷安息

基灣堂余徐月嬋執事已於二月十二日安息主懷，其安息禮

已於三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假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願

主安慰徐執事之家人。

李恩德宣教師丁父憂

基元堂主任李恩德宣教師之父親李泮松先生已於一月

三十一日安息主懷，並已於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晚上假世

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李宣教師及其家人。

李美玲牧師丁父憂

油麻地基道堂李美玲牧師之父親李霖先生已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因病離世，並已於一月二十日（主日）晚上假

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願主安慰李牧師及其家人。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聖光堂自一月二十六日起，聘得鍾耀文牧師為

該堂主任牧師；梅窩堂自一月一日起，聘得吳震霆先生為該堂

宣教師；沙田堂自一月五起，聘得詹志誠先生為該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合一堂北角堂張義金宣教師自一月一日起離

任；合一堂馬鞍山堂黃潔玲宣教師自三月一日起離任；深愛堂

徐珍妮牧師自一月一日起辭任該堂義務牧師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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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	本會會友／直屬或有關學挍老師及職員／機構職員

　　　　　◆	有視唱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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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長沙灣東京街18號）

有意者請聯絡團長歐陽志剛執事（94653126）安排試音。

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典禮

首次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典禮定於四月二十七日（星期

六）假長老堂舉行。

 英華女學校遷回原校新校舍

英華女學校原校重建工程已於二月底峻工，學校計劃於三

月中遷入新校舍上課，並定於四月十三日（星期六）於校園內

舉行感恩祈禱會。

區會中學舉行聯校匯演

本會中學定於四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七時正，假協和

小學（長沙灣）禮堂舉行區會中學聯校匯演。

基順學校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基順學校四十周年校慶之飛躍舞台體藝訓練計劃匯演

2019—「愛．基順」，定於四月二日（星期二）晚上七時正
假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