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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足教會
改革者之路 (三) 

「有些試探會臨到勤懇的人，而所有的試探都會攻擊
怠惰的人。」

—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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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基督徒聽到恩典（或恩）此詞，會即時想到保羅在羅馬書、加拉太

書、以弗所書等所講論，有關得贖、拯救和稱義的事（羅馬書3:24；4:16；5:2, 
15-21；6:14-15；11:5-6；加拉太書1:15-16, 2:9；以弗所書1:5-9；2:5-8；
3:8；4:8；提多書2:11；3:7-8）。

馬丁路德作為一個聖經教授，除了從保羅的書信提倡因信稱義的教義外，

也強調上主恩典的重要性。一五一五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五一六年九月七日，他

在威登堡大學先講授了《羅馬書》，後於一五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一五一七年

三月十日講授《加拉太書》。從他對此兩卷書的註解，我們能發現路德對唯獨恩

典的見解。（註1）例如，他註解羅馬書3:23說：「世人絕無甚麼德行足以使他
們自豪。他們沒有甚麼義，可使他們在上帝面前誇口……在上帝面前真有誇囗

的，乃是義、智慧和屬靈的力量，這一切都是從上帝而來的，並且是由衪的恩

典白白賜給我們的」；註解3:24說：「上帝因祂的恩典白白地使我們稱義，並不
是不索取救贖的，因為祂將基督賜給了我們，替我們死，好為我們贖罪。所以

如今祂因祂的恩典白白地使那些被祂兒子救贖的人稱義。」（註2）在辯解加拉太
書裡有關保羅對律法與信心的教導時，路德嚴肅地指出：「基督教的正道乃是：

人藉律法認識自己是罪人，不能行善。……所以你不能用行為來配得恩典。

……我們雖然不配，因為我們不能配得甚麼，衪要白白將赦罪、公義和永生給

我們。因為上帝將祂的恩典白白施與萬人，那就是衪神聖的榮耀了。」（註3）

馬丁路德的一生，無論是他的教學，他的神學倡議和為信仰的奮鬥，都令

人深深感到，他認定一切全賴上帝恩典，並為要高舉全是恩典的福音，獻上一

生。在路德之家擺設路德的遺像旁，掛有他友人在他躺在床上去世時，於袋中

發現的一張字條。字條寫了一句話，（註4）中譯意思是：「我們都是乞丐，是
真的。」由於路德是急病去世，沒有任何遺言，只有這字條，因此，大家只能猜

測這句話到底有何意思。他寫下此話到底是表示他和他的家人及追隨者，如乞

丐般面對朝不保夕的困境；還是，他總結自己對福音和信仰的看法，認為人其

實是如乞丐般一無所有，不能成為義人，唯因上主恩典，才能藉基督的救贖得

著豐盛生命。

馬丁路德臨終的字條到底想說甚麼，不同人會作不同解讀，研究他生平與

思想的學者，也各有闡釋。對筆者來說，此句話我們除了可從他以恩典為福音

的中心信息外，也可從整本聖經透晰唯獨恩典的教義。如以賽亞書55:1：「你們
所有乾渴的，都當來到水邊；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用

銀錢，不付代價，就可買酒和奶。」路加福音14:15-24也提示了，那些貧窮的、
殘疾的、失明的、瘸腿的，都可同來在天國筵席裡坐席。唯獨恩典就是宣告：

凡承認自己一無所有的人，都可得恩典。（待續）

註1：馬丁路德著，徐慶譽和湯清譯：《路德選集下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8年2月），頁253-
290。

註2：同上，頁264-265。

註3：同上，頁283。

註4：字條原文為：「Wir sind Bettler, Hoc est Verum」。「Wir sind Bettler」是德文，「Hoc est Verum」是拉
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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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台播放了齣自家製的醫療劇，名為《白色強

人》，讓我想起多年前一齣掀起醫療劇熱的美劇《仁心仁

術》（ER）。熱潮甫起，各地順應爭相仿效；先有本土製
作的《妙手仁心》，再有台灣出品的《白色巨塔》，還有拍

了五季依然不死的日劇《Doctor-X》。而近年深受港人歡
迎的韓劇，可說是坐擁最多醫療劇集的地方，粗略點算約

有二十套之多，但量多不等同質高，因大多以醫生為題的

劇集，總愛借題發揮，有的「談情說愛」，有的「勾心鬥

角」。誠言，當中又有多少觸及到醫學倫理的難題？

意外地，近日便看了齣略具深度的韓式醫療劇，可劇

名並不討好，名為《浪漫醫生金師傅》。當「浪漫」二字

碰上「金師傅」三字，不禁讓人聯想到「愛情」與「穿越

時空」兩個熱門題材的交集。然而並非如此，此劇雖離不

開大熱感情線，但佔多都是探討醫德的情節，以下便是其

中一段： 

一年輕有為的醫生問那綽號為「金師傅」的醫生：

「你是最厲害的醫生，還是最好的醫生？」

金師傅便指著身旁的病人反問他：「如果你問這位病

人要怎樣的醫生，你覺得他會回答哪個？」 

年輕醫生答：「最厲害的醫生。」

金師傅說：「錯！是『最需要的醫生』！」

劇中所謂最厲害的醫生，是指名成利就的醫生，發問

的年輕醫生為了朝向這個目標，就曾選擇先幫國會議員動

手術而推遲其他預約好的手術，結果被延救的病人也因此

而死亡。至於最好的醫生，就是按本子辦事的醫生，這類

醫生在劇中比比皆是。

要是以倫理學的角度說，「厲害的醫生」所指的就

是「目的論者」，其道德判斷的基礎是取決於行動後的結

果，這是功利主義的；而「好的醫生」則是「義務論

者」，其行動是取決於一個普遍的法則，簡單說就

是律法主義者。那麼何謂「需要的醫生」？按金

師傅解釋：「需要的醫生」就是以病人的需要作

出發點，成為回應病人需要的醫生。這理念充份

展現出「責任倫理」以及潘霍華「倫理學」的中

心思想。「責任倫理」意味要以他者的要求為本，

他者的要求介入我的生命中，我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回應

他者。而潘霍華的倫理學則去得更「盡」，他表示「為他

者」是帶有「冒險性的」，就是甘願為他者的緣故而承擔

罪孽和違背律法，就如基督願意為世人的生命而承擔世人

的罪一樣。

在聖經路加福音十章25-37節，就同時出現了這三種
倫理法則的人。25節那問耶穌作甚麼才可承受「永生」的
律法師，肯定是個目的論者，因他「行善」只是為了「永

生」，按現今的說法就是「搵著數」。而好撒馬利亞人比喻

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則是個義務論者，因他們都怕觸犯「觸

摸死人而不潔」的條例，因而對同鄉見死不救。最後，撒

馬利亞人就是一位責任倫理者，因他聽到半死之人的呼

聲，於是動了慈心，繼而作出一連串救活他者的行動。

提起「救活」，我不禁想起劇中金師傅的「金句」：

「在我的領地，只有一條原則：救活！不管發生甚麼事

都要救活！其他的事（比如制度和家屬同意書等……）

都讓他滾蛋去吧！」這對白讓我重新定義劇名中的「浪

漫」，它並不是華語地區翻譯並扭曲而成的「羅曼蒂克

（Romantic）」，而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中所
指的「浪漫」：即一種對夢想不斷追求和實現的情懷。

各位弟兄姊妹，你認為上帝希望大家成為一位怎樣的

基督徒？是「厲害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還是「被需

要的基督徒」呢？在這動盪不堪的香港社會中，你聽到的

又是誰人的呼聲呢？相信在這一連串的提問中，總是在安

息日治病的耶穌，已用行動回答了你。

被需要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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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聯校資訊日（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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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計劃
區會為各屬校統籌小學駐校社工服務，包括招聘學校

社工及為所有屬校社工提供督導服務，以保證服務質素。

另外區會亦為各屬校統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組織分享會

及培訓活動，提升服務質素。學校可透過區會統籌的駐校

社工服務、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校牧事工計劃及學校的輔

導活動，加強照顧及支援個別學生，優化學生支援計劃。  

學前駐校社會工作服務  
為回應社會福利署近年推出之「學前駐校社會工作服

務」，區會覺得此先導計劃很有意義，對幼稚園／幼兒園

學生及家長很有幫助，除直屬幼稚園／幼兒園外，為體會

區會一家的精神，特別邀請有興趣加入之堂辦及有關之幼

稚園／幼兒園參加，遇程中雖遇到很多困難，感謝主，最

近獲通知申請成功。    

區會聯校資訊日
二零一六年教育事工部希望再加強區會中、小學校的

聯繫，讓區會小學生更加認識區會中學，亦讓市民認識區會

學校，遂建議中學校長會首次籌辦區會中學聯校資訊日，邀

請了全體區會小六學生一同參與，加上外來學生及家長，場

面熱鬧非常。到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第二屆聯校資訊日更加

入介紹區會小學及直屬幼稚園，變成區會中、小、幼聯校資

訊日，藉此機會讓幼稚園學生及家長認識區會小學，而區會

中、小學及幼稚園校長更加深了彼此的聯繫。

分區中、小學銜接計劃
除區會聯校資訊日外，區會亦舉辦分區中、小學銜接

活動，讓同區的區會中、小學負責升中的老師可以交流，

鼓勵小六學生認識及揀選同區或就近區域的區會中學。

二零一七／一八學年開始，區會中學校長會更加編製小冊

子，介紹各區會中學中一簡介活動，讓小六學生提早了解

各校之中一簡介活動，方便報讀。

其他校長會的活動
透過校長會讓區會中學、小學及幼雅園校長一起參與

聯合活動，增強彼此間的認識，活動包括學習、培訓及境

外考察。較近期的大型活動包括（1）今年由中學校長會新
舉辦的「中學模範生頒獎禮」及「中學聯校音樂交流會」，

（2）去年為慶祝創會百周年而舉辦之尋根團，由總幹事蘇
成溢牧師帶領區會中、小、幼校長前往上海及南京，（3）
小學校長會定期與區會幼稚園校長會作交流及聯誼。

中學聯校音樂交流會。

創會百周年尋根團：南京上海交流團（2017年12月）。

作為全港第三大辦學團體，區會除不斷優化管理八十多所中學、小學及

幼稚園外（包括直屬、有關及堂辦學校），提供支援，同時亦需要加強各校彼

此聯絡、分享和學習，以實踐區會辦學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

督大愛。有見及此，校長們早已成立中學校長會、小學校長會及幼稚園校長會

（包括堂辦幼稚園）。近數年間，教育事工部特別加強各校長會彼此間的聯絡

及籌辦多項聯合活動，體驗區會一家親的精神。現特別介紹最近區會及校長會

的聯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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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如果不是有民選議員在立法會內的抗議，不是有六月

九日丶十六日不計其數的市民遊行集會反對，不是有許多

年青人六月十二日佔據著立法會大樓入口及附近的街道阻

止會議的召開，《逃犯條例》恐怕早就通過了。

現在，雖然有關議案及社會矛盾並未完全解決，緊張

的氣氛並未消散，但是，還是值得大家用點時間想想事情

的來龍去脈，以辨別真偽，減少誤解，免得受到誤導或蒙

蔽。

不論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人，當知道有一群牧者六月

十二日在衝突的現場，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歌聲

響徹政府總部（簡稱政總），都對基督宗教在這個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好奇。教會支持反修例嗎？教會帶頭抗

議反修例嗎？究竟基督宗教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怎樣

的角色呢？

二、反修例大聯盟？

基督宗教在世界各地均有宗派之分，平日各自為政，

解決得到的事情也會自行解決。在這次修例過程中，各宗

派教會對修例的立場也是各自表述的。不過，由於修例推

得又急又硬，完全不理會許多學者、民選議員、專業團

體、媒體和市民的疑慮和意見，結果，基督宗教好像變成

了一個反修例大聯盟一樣，所有曾發表聲明或立場的宗派

也一致要求暫緩或撤回修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甚

少議政論政的宗派，也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註1）這些宗

派的表態或聲明，就算沒有達到鼓勵所屬宗派信徒參與反

修例運動（註2）的作用，起碼也解除了一些信徒不敢接觸政

你有武器，我要和平—論基督宗教在

《逃犯條例》修訂中的角色

治的障礙。至於這個運動有多少基督徒參與？他們又出於

什麼原因而參與？這些問題恐怕要學者究才能有答案了。

三、牧者參與的必然與偶然

由六月九日晚遊行群眾中一部分示威者留守政總附

近至十二日下午警察驅散示威者為止，一些牧者以香港基

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及教牧關懷團的名義，在示威現場組

織了五個公開祈禱會及七十二小時馬拉松禱告，為香港

祈禱，估計每次會有約100人參加。結果，六月十日晚有

500人參加，六月十一日晚人數上升到2,000以上。在六

月十一日晚祈禱會結束之時，主持人以帶領大家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這首聖詩作結。想不到不單只人群

沒有散去，連歌聲也沒有結束，一直唱到六月十二日清晨

的公開祈禱會。那時，估計在場的已有過萬人。（註3）這

首聖詩，也一直唱到當日下午示威群眾被警方以武力驅散

為止。期間，一群牧者主動或被動的站到示威群眾的最前

線，手握著手對著穿上全副裝備的警察，頌唱這首聖詩。

結果，在政總外群眾頌唱聖詩與警方以催淚煙丶布袋

彈及橡膠子彈對付和平示威者的影像便傳遍全世界。

在政總外舉行祈禱會是個事前的安排，事情也一如

所料的發生，但是，這麼多牧者及基督徒走到示威群眾的

最前線，甚至給示威者一股穩定的力量，這恐怕是天意。

（註4）

四、基督宗教在反修例運動中的作用（註5）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中，基督宗教最少也產生了以下的

作用：

首先，由於反修例得到了教會和基督徒的普遍認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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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運動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道德正當性。

教會在香港辦有大量的學校丶社會服務及醫療機構，

服務市民大眾。神職人員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具有公信力及

崇高地位。因此，當牧者在政總外集會，帶領祈禱和唱聖

詩的時候，市民都會覺得教會是站在示威者這一邊的，是

支持反修例運動的。換而言之，神職人員賦予了反修例運

動認受性和道德正當性，使運動得以不斷壯大。

根據香港的法律，示威遊行是完全合法的行為，得到

《基本法》的保障。在非民主選舉的政府執政下，公民不

合作運動，自雨傘運動以來，也越來越多人認為是表達民

意的合理方式。只要這些公民不合作行動保持和平及有所

節制（即和理非），還是會得到一般市民的支持的。

其次，各宗派對修例的立場和聲明，也影響了基督

徒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參與。由於祈禱會出席人數眾多，形

成了運動的基本支持者。這些基督徒站到示威人士的最前

面，有意無意之間成為了運動中的一份子而非旁觀者，推

動著運動的前進。

還有，由於牧者和基督徒的參與及舉辦祈禱會，通宵

達旦的頌唱聖詩，使運動帶有強烈的和平非暴力味道，甚

至與警方創造了對話的空間，使示威者得到了某程度的保

護，平伏了一些打算衝擊者的情緒，使運動朝向一個和平

的方向，避免了更可怕的情況發生。總而言之，牧者和基

督徒的參與，使整個運動更具有和平非暴力的特質，也得

到市民更廣泛的支持。（註6）

五、結語：

反修例運動雖然令政府宣布暫緩修例，但是，政府管

治威信如何重建，警方在驅散示威者時是否使用了過度的

暴力，政府會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會不會撤銷

六月十二日示威者「暴動」的定性，有沒有政府官員需要

問責下台等，仍然有待解決。

不過，無論如何，香港人已經上了一課回歸後必須學

習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政治課。

註1： 請參本人所寫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一文，載於《時代論壇》網
站，2019年6月23日。另參羅嘉凝：〈過往不談時事   羅慶才一個聲明響
號角．反修例浸聯會會長 今上街頭不賀節〉《明報》2019年6月16日
A6版。

註2： 此處特別指6月9至16日的兩次「反送中大遊行」及其間出現在政總附近
的反對行動。

註3： 參Elton Lo著，〈主愛臨香江？耶穌在政總〉載於《時代論壇》網站，
2019年6月19日。

註4： 參潘曉彤：〈溫柔力量 歌聲延綿：唱詩達人—王少勇牧師〉《明報》
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生活」頁一。另參一個懵傳道：〈道成了肉身，
住在人中間〉，來源不詳。

註5： 這個部分的分析主要來自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的陳慎慶博士。謹此致
謝！另參莫哲暐：〈催淚煙中呼喚主〉《明報》2019年6月23日「星期日
生活」頁5。

註6： 參劉進圖：〈弱者反勝克己制敵〉《明報》2019年6月25日A22版。另參黎
恩灝：〈橡膠子彈與Hallelujah的鬥爭〉《明報》2019年6月25日A22版。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職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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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藝術與心靈之間
兒童暑期藝術工作坊（高小班）

形　　式：本課程採用小組教學形式，參加者不須具備繪畫

基礎。每課節中將有適量小組互動及分享環節。

對　　象：升 P.4 至升 F.1 學生
導　　師：廖國康先生（視覺藝術碩士，註冊社工）

日　　期：2019年7月23-26日（一連四天共四節）
時　　間：下午3時至5時（每節2小時）
地　　點：本中心一樓講室

名　　額：6人
費　　用：每人＄880
備　　註：參加者須自備圍裙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CJgNqqh6MmiS4yeZ6
中心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中心網頁：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面書：https://www.facebook.com/fssctr/
查詢電話：23971497 謝小姐／趙姑娘

掌管萬有的主，因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

例》，引起本港社會及國際廣泛關注。雖眾多市民

遊行表達希望政府撤回修訂，但政府仍固執而行，

引起部分市民有更大的抗爭行動。

求主使執政者顧及民情，撤回法案，避免引起

更激烈的反抗及產生傷亡。

天父，祢是平安的主，在這關鍵時刻，惟有你

能扭轉時局，賜下平安。主耶穌，求祢給予執政者

智慧和謙卑的心，真心為民，妥善施政。聖靈，願

祢除去所有怒氣，叫警方、市民均能克制、自守，

以冷靜的態度相待，以免落入更大的試探和考驗當

中。

奉主名求，誠心所願。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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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視
野

在重溫「劍橋七傑」的故事時，我們不要

忽略了他們的母親，其中有四位是寡母（蓋士

利、施達德、章必成、杜氏兄弟），她們如何

回應兒子們所領受的呼召？以施達德的母親為

例，她在知道么兒獻身中國的決定後，彷彿世

界末日來到，陷入痛不欲生的狀態中。但在施

達德的堅持中，施媽媽只得讓步，但卻私下向

內地會交涉，希望寶貝兒子到達中國內地時，

已有精緻的餐具、舒適的沙發等著他，而金錢

不是問題，施家可以負擔一切。她怎樣也料想

不到，這個么兒不但不以生活設備為念，後來

更將所繼承的巨額財產全數奉獻出去，自己甘

願過著簡陋的生活。     

經過一陣子痛苦的煎熬後，施媽媽終於也

順服上帝，成為一個以禱告支持兒子的母親，

後來「劍橋七傑」親友們的定期禱告會就是

在她的豪宅中舉行。母親的手，是推動搖籃的

手，也是推動宣教的手，「劍橋七傑」的母親

們留下很好的榜樣。

而施達德身在工場，所過的也實在是苦日

子，曾經有一次他們家真的一無所有了，等了

兩個星期捎信的日子到了，他看不到任何認識

的人名來信，但卻有一位陌生人的來信，信上

這樣說：「我為了不明的理由，也許是聖靈感

動我吧！接受了上帝的命令，必須送給你一張

一百鎊的支票。我從未見過你，僅僅偶然聽說

過你。可是今晚上帝用這項命令阻止我入睡。

祂為甚麼要吩咐我送這款給你，我不明白，但

你一定知道比我更清楚。無論如何，這就是那

筆款項，我也盼望它對你必有益處。」

來自上主的供應，總不會遲延，憑信心邁

開你宣教的步伐吧！好讓你經歷上主如何與你

同行人生路。

宣教小故事
葉青華牧師︱合一堂北角堂

宣教課程對於一個

牧師來說，好像是「耳熟

能詳」。當看到《挑戰視

野》課程的目錄—「生命

策略」一課時，就決定報

讀。到底這課是怎樣的一

回事，挑戰你參加《挑戰

視野》課程。

林志文牧師（柴灣堂）

生命的價值是甚麼？上帝之

名在我心中究竟有多少的重量？

從前我未有細問自己以上的

問題！

在《挑戰視野》普世宣教

的課程中，讓我回看到自己的生

命，是可以如何被主耶穌使用！

也喚醒我察看自己一直在信仰中

的盲點，也讓我看到在主耶穌基

督的愛內怎樣能夠燃燒自己，與

上帝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

但願我們也能夠憑藉今次的

課程作為引子；願聖靈引領我們

的生命作鹽作光；為普世宣教獻

出一分力量！

此刻正值香港社會再面臨一

次政治和法律條例的衝擊，我們

基督徒就是用主耶穌給我們的權

柄，馬拉松式的祈禱；更用我們

的腳蹤和詩歌唱出「行公義、好

憐憫」，這不正正是挑戰視野的

一個好見證吧！ 彼此互勉！

薛詠珊姊妹 （望覺堂）

感恩在《挑戰視野》課程中，

了解到宣教歷史打從亞伯拉罕已經開

始，代代相傳，上帝拯救的心意需要

不同時代的信徒忠心回應。

關匡強宣教師 （屯門堂）

我對於今次《挑戰視野》課程感

覺不錯，特別是牧師風趣的講解，以

及外觀漂亮的教材，令我對於各地宣

教情況及歷史都可以有充足的認識。

　　吳榮岳弟兄 （屯門堂）

我參加今次的課程後有以下幾

點深刻得著：

第一：葉牧師幽默和輕鬆的教導使

我更專心課堂的教導。

第二：葉牧師分享宣教工場的經歷

對我有很大的鼓舞，特別他

學習泰文的經歷，提醒我上

帝是我們唯一成就萬事的

神，隨祂以外沒有別神。

第三：如果我們手上沒有任何傳福

音的工具，我們的手指公、

尾指、中指就是我們隨時傳

福音的工具呢！

第四：再次燃起自己對未得福音之

民的探索心。

郭珮珊姊妹（柴灣堂）

施達德
劍 橋 七 傑

《挑戰視野》課程帶出上帝普

世宣教的心意。葉牧師講解生動，他

分享宣教的苦與樂，流露出熱誠和委

身！求主帶領，能積極回應大使命！

　　黃璇苑姊妹（望覺堂）

課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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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玉女	|	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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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輔導室接觸一位爸爸，他不會棄掉兒子的玩具作

為懲罰，因他曾經被自己的爸爸丟掉了其心愛的玩具，推己

及人，我覺得很有意思。

一位細心體貼的母親接到就讀小四的兒子軒軒（化名）

的電話，電話中只聽到兒子傳來的哭泣聲，哭過不停。母親

聽到兒子那激動的哭聲，既心慌又焦急，立即問他：「發生

甚麼事？不用怕，慢慢告訴我……。」當母親知道了原因，

心裡感到憤怒，但同時告訴自己要仔細想想如何妥善處理。

事源軒軒在課堂上收到英文老師派回的測驗卷，在講解

各題的答案時，他發現自己所答的一個答案是正確的，但被

老師打了交义，於是上前告訴老師，示意自己是懂得回答那

題目，並可取回應有的分數。沒想到老師的回應是：「你怎

可以對卷時自行更改答案！你看這裡有擦過的痕跡……。」

軒軒被老師這個反應嚇呆了片刻，然後很堅定回答他：「我

沒有！」

這老師不單沒有因學生的反應而停下來，理性地想一

想其他的可能性，例如：那擦過的痕跡可以是測驗過程寫錯

了而要刪改，為何斷言是對卷時刪改呢？他還煞有介事地要

找出人證，走向坐在軒軒附近位置的同學們，逐個問他們，

剛才有沒有見到他用擦膠改答案，同學們也堅定回答：「沒

有！」老師彷彿誓不罷休，要證明軒軒是作弊而不接受自己

有機會錯誤批改。於是，老師向訓導主任投訴軒軒，並要求

介入事件。訓導主任便召見軒軒並以威嚇態度說：「你的作

弊行為，一是承認，不然會被重罰 !」軒軒面對如此高壓的
環境，心想：「自己沒有做錯，怎去承認！現在還要反過來

冤枉我」。他感到很氣憤、很難受、很傷心！

他回到家裡哭了一整晚，母親看見兒子如此冤屈，感到

很心痛，自己也滴下眼淚來，並告訴兒子：「爸媽相信你，

明天會到學校與他們詳談此事」。這對父母向校方表達他們

對此事的所想所感，校方也表示認同，過了幾天，校長與英

文老師一起面見軒軒，表示相信他沒有自行刪改答案。

軒軒在他們未面見之前，每天一想起這事，就禁不住淌

下眼淚，直至校方表示相信為止。事後體貼的母親問孩子覺

得感受如何，孩子流露著釋懷了的面容，並回答她：「沒有

想過原先以為簡簡單單公道地取回那一兩分的事，會弄得如

此大件事」。  

然而，另一位故事主人

翁小桃（化名）卻沒有軒軒那

樣幸運。年過四十的小桃憶述當

年就讀小二，有一天，班主任接

過班長所集齊同學的功課簿，

發現沒有她的，於是問她：「妳

為何欠交功課，這裡沒有妳的功

課簿」。小桃回答班主任：「我有交

的！」班主任只問在坐同學一次，有沒有人見過小桃的功課

簿，全班靜下來，沒有人回應。於是班主任便作出裁決，

欠交功課的就要罰。

小桃繼續憶述她這往事，情緒比之前激動，因為聞者

也覺得那是嚴重的體罰，帶侮辱性的體罰—當眾脫褲子

打屁股。到小息時間，她痛哭了一場，為著屁股痛得很厲

害而哭、也為著班主任草率調查並冤枉她欠交功課而哭。

可幸的是，她身邊的同學都相信她及安慰她。

然而當小桃回到家向媽媽哭訴的時候，媽媽說：「哭

都沒有用，妳怎樣遺失了功課簿？是否妳自己忘記帶回

校……不要哭喇！」而坐在看電視的哥哥也叫她：「收聲

啦！」當下小桃很傷心、亦很憤怒，家人不單只沒有支持

她，更想禁制她哭泣的權利。無助的小桃用了很大的氣

力，把滿滿冤屈和不被明白的情緒壓了下去。過了一星

期，班上有一位行長在課室最後一個沒有同學坐的角落

位，發現小桃的功課簿，隨即告訴班主任，她只向小桃說

了一句：「不好意思」。  

小桃覺得雖然事件最終水落石出，但已成年的她回想

過去，這事對她影響相當深遠。自此以後，她內心很害怕

別人誤會她處事沒有盡上責任，對於有可能「食死貓」的

事，情緒反應很大，甚至會過激……。小桃一邊說一邊仍

淚流滿面。

當聽到小孩的不快遭遇，別輕看他們掉下的眼淚，

影響可以是一生！喜怒哀樂是人與生俱來，人的情感世界

與理性分析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理性分析可以有對與

錯、好與壞；然而情緒感受卻剛相反，不須被評價、也不

可被否定、更不能被壓抑；需要被抒緩、被明白、被接

納。至於，有何障礙自己設身處地去體會和接納孩子的情

緒？會是因為你自己不能接觸及接納自己的情緒嗎？

受 冤 的 小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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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中學校際球類錦標賽   2018-2019
感謝各區會中學校長、領隊老師、教練及同學的參與，本年度所有區會中學聯校球類錦標賽已經順利完成，最後一場比

賽—「七人足球賽」於五月二十五日由區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應城教授擔任頒獎嘉賓，把獎項頒給獲獎運動員後圓滿結束了。
從四月十三日開始，本年度第一項球類錦標賽—「三人籃球賽」在何福堂書院揭開序幕，用了大約一個半月時間，進行總共六
項球類錦標賽，包括三人籃球、排球、羽毛球、保齡球、乒乓球及七人足球賽，各校的領隊老師及教練，不辭勞苦，於多個星期
六，甚至公眾假期，帶領同學們參加比賽，讓一眾同學能夠在這個區會大家庭下互相砌磋交流，獲益良多。不單如此，作為領隊
老師亦十分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彼此交流及欣賞大家比賽的成果，如遇到其他學校相識的老師，更可聚舊一番。

回想起來，區會聯校球類錦標賽已經踏入第十三個年頭，由當初只有籃球、保齡球及排球比賽，發展到現在有六項球類錦標
賽，大大提高了比賽的多樣性，讓更多同學在不同範疇發揮所長，擴闊視野。最後，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校長們的支持及
各體育科核心成員的推動，包括桂華山中學鄭禮林校長、銘基書院李揚真校長、何福堂書院江琳老師、桂華山中學許培德老師、
基朗中學陳寶君老師及梁栢恒老師、方潤華中學黃俊傑老師、全完中學楊寶儀老師和蒙民偉書院廖玉芳老師，非常感謝大家！

有關各項比賽成績如下：

男子組
冠 何福堂書院
亞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季 方潤華中學1隊
殿 方潤華中學2隊

男子組單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黃天瑋 銘基書院
亞 孫子文 基智中學
季 何熙哲 銘基書院
殿 邱輝乾 基道中學

女子組單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侯穎昕 英華女學校
亞 關寧絢 英華女學校
季 駱楚瑩 基朗中學
殿 傅斅悠 燕京書院

男子組雙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麥毅朗 許卓嵐 基元中學
亞 劉司樂 黃晉偉 何福堂書院
季 馮浩傑 梁柏然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殿 李一藍 簡諱諺 基朗中學

女子組雙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陸敏珩 侯穎昕 英華女學校
亞 龍子晴 黃頌恩 基元中學
季 周逸楠 馮詩慧 銘基書院
殿 駱楚瑩 鄭于翹 基朗中學

女子組
冠 英華女學校1隊
亞 九龍真光中學
季 銘基書院
殿 英華女學校2隊

三人籃球賽

比賽日期：四月十三日
比賽地點：何褔堂書院
參與學校及學生人數：21間共144人
比賽成績：

羽毛球賽

比賽日期：五月一日  比賽地點：基元中學及基朗中學
參與學校及學生人數：10間共63人
比賽成績：

排球賽

比賽日期：五月一日 
比賽地點：基朗中學、基元中學、白約翰中學及光明英來小學
參與學校及學生人數：20間共348人
比賽成績： 男子組

冠 培英中學
亞 協和書院
季 基朗中學
殿 銘賢書院

女子組
冠 英華女學校
亞 方潤華中學
季 基智中學
殿 馮梁結紀念中學

8

特 稿　張揚穩老師	|	基元中學、體育學習領域工作小組主席



滙 聲．743/744期

校長組
得獎者 學校

冠 李揚真校長 銘基書院
亞 吳俊雄校長 方潤華中學
季 方順源校長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殿 鄭禮林校長 桂華山中學

學生女子組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鄭美惠 蒙民偉書院
亞 陳令山 蒙民偉書院
季 黃寶玉 蒙民偉書院
殿 梁慕言 銘基書院

學生男子組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黃子銘 銘基書院
亞 郭展博 蒙民偉書院
季 陳碩謙 基道中學
殿 劉俊基 銘基書院

教職員女子組
得獎者 學校

冠 李詠茵老師 蒙民偉書院
亞 廖玉芳老師 蒙民偉書院
季 陳綺瑩老師 蒙民偉書院
殿 莫詠淇老師 方潤華中學

教職員男子組
得獎者 學校

冠 霍紹波老師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亞 何文佳老師 蒙民偉書院
季 石沛力老師 蒙民偉書院
殿 陸鎧華老師 銘賢書院

蔣偉光老師 全完中學

學生組三人隊際賽
得獎組別名單 學校

冠 A隊：鄭美惠、雷雪瑩、陳令山 蒙民偉書院
亞 B隊：梁肇軒、郭展博、蔣以佳 蒙民偉書院
季 A隊：劉俊基、梁慕言、馮澤鋒 銘基書院
殿 陳碩謙、張方力、袁敬生 基道中學

師生四人隊際賽
得獎組別名單 學校

冠 A隊：李揚真校長、劉俊基、梁慕言、馮澤鋒 銘基書院
亞 B隊：鄺榮章老師、梁肇軒、郭展博、蔣以佳 蒙民体書院
季 A隊：霍紹波老師、陳浩文、陳冠亨、黃達峰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殿 A隊：呂以敏校長、鄭美惠、雷雪瑩、陳令山 蒙民偉書院

保齡球賽

比賽日期：五月四日 
比賽地點：荃灣迪高保齡球場
參與學校及學生、教職員、校長人數：8間共74人
比賽成績：

男子組單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陳國安 基朗中學
亞 黃卓峰 何福堂書院
季 黃政淳 全完中學
殿 石展杰 何福堂書院

女子組單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尹康潼 真光女書院
亞 梅亦彤 基元中學
季 梅旨彤 基元中學
殿 陳芍如 英華女學校

男子組雙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黎巧龍 黃卓峰 何福堂書院
亞 陳浩川 黃星皓 方潤華中學
季 呂偉津 徐鎮男 培英中學
殿 陳子釗 羅梓堅 基元中學

女子組雙打
學生姓名 學校

冠 梅亦彤 梅旨彤 基元中學
亞 區愷恩 吳愷盈 英華女學校
季 錢穎心 盧寶文 真光女書院
殿 陳曉霖 駱𡩋宜 基朗中學

  乒乓球賽
比賽日期：五月十一日 
比賽地點：基朗中學
參與學校及學生人數：12間共61人
比賽成績：

七人足球賽

比賽日期：五月二十五日
比賽地點：天業路足球場
參與學校及學生人數：15間共180人
比賽成績： 學校

冠 基協中學
亞 基道中學
季 何福堂書院
殿 沙田培英中學

七人足球賽優勝隊伍：（左）亞軍基道中學、（中）冠軍基協中學、（右）季軍何福堂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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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名稱 主題／性質 日期 地點 對象／備註

區會 1. 2019暑經聖經學習課程

2. 「憐城決」青年起動計劃

3. 泰國烏汶府短宣體驗團2019

12-26/7、16-30/8
逢周五

15-27/7

10-15/8

望覺堂

本會堂會及澳門

泰國烏汶府

各堂弟兄姊妹

18-30歲青年信徒或應
屆文憑試畢業生

本會同工及信徒、本會

學校15歲以上學生

九龍真光中學 福音營

聖經班

短宣體驗

12-14/7
15-21/7
10-15/8

烏溪沙青年新村

長老堂

泰國烏汶府

真光中學學生

真光中學學生

真光中學學生

元朗堂 1.「今日睇真啲」青少年栽培營
2. 福音營

6-7/7
11-13/7

粉嶺浸會園

粉嶺浸會園

青少年

基朗中學學生

基元堂 1. 基元中學福音營

2. 基元堂青年團契生活營

8-10/7

27-28/8

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

外訓練營

薄扶林賽馬會傷健營

基元中學學生

基元中學學生

大埔堂 「玩轉Emoji-World」2019年
暑期聖經班

15-19/7 大埔堂 小學生及家長

長洲堂 1. 「玩轉Emoji-World“＋”」夏
日學堂

2. 暑期聖經班
3. 童Sing同頌兒童詩班合唱訓練
4. 馬太團契夏令營
5. 澳門古舊教會深度遊

13/7-17/8逢周六

15-19/7
22/7-12/8
7-10/8
24/8

教會副堂

教會副堂

教會副堂

台中愛牧會

澳門

小學生

K1-K3
小學生

台中愛牧會

成人部團契

林馬堂 2019少年夏令營 22-24/7 烏溪沙青年新村、大澳 升小四至中一

國語堂 1. 青少年夏令營
2. 暑期聖經班
3. 開心樂園小精英

29/6-1/7
15-17/7
23-28/7

神託會靈基營

協和幼稚園

國語堂

中學生

3-6歲幼童
K3及小一學生

合一堂九龍堂 1. 暑期甜品班
2. 暑期聖經班
3. 暑期羽毛球班
4. 少年詩班音樂營

29/6-3/8
17-20/7
29/7-31/8
5-7/8

合一堂九龍堂

合一堂九龍堂

合一堂九龍堂

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

高小學生

小學生

高小學生

少年詩班

梁發紀念禮拜堂 1. 發青光2.0

2. 暑期聖經班
3. 境外親子交流
4. 小六畢業營

13, 27/7、4, 17/8

7-9/8、10/10
22-23/8
26-28/8

尖沙咀、深水埗、西貢

及觀塘

梁發紀念禮拜堂

澳門

北潭涌渡假營

青少年

基法幼稚園學生家長

家長及孩子

基法小六畢業生

區堂校暑期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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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名稱 主題／性質 日期 地點 對象／備註

錦江紀念禮拜堂 1. 青少年佈道會
2. 初中補習班
3. 澳門訪宣
4. 兒童暑期活動
5. 初中福音營
6. 青少年營會

6/7
19/7-24/8
20-22/7
22-26/7
30/7-1/8
12-14/8

錦江紀念禮拜堂

錦江紀念禮拜堂

澳門

錦江紀念禮拜堂

西貢青協

西貢青協

中學生至大學生

升中一學生

高中及大專學生

小學生

升中一學生

中學及大專學生

香港志道堂 1. 青少年營
2. 暑期聖經班

4-6/8
15-17/8

洞梓童軍中心

基慈小學

中、小學生

小學生

青衣志道堂 Faith 福音營 12-14/7 大棠渡假村 青少年

廣福堂 1. 學生暑期活動

2. 領袖訓練營

7月逢周六、8月逢
周五及六

13-14/8

馮梁結紀念中學

南丫島青年營

學生

學生

合一堂馬鞍山堂 1. TBC團契生活營
2. 「玩轉Emoji-World」聖經週

3. 「誰是No. 1？」小領袖訓練營

4. 「玩轉Emoji-World」暑期聖經
班

5. 合一堂聯合少年詩班音樂營

6. 約書亞團契夏令營

2-3/7
8-10/7

21-23/7

23-27/7

5-7/8

11-13/8

西貢戶外康樂訓練中心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

園

香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

訓練營

合一堂馬鞍山堂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長洲明愛明暉營

大專生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

園學生

升小三至小六之兒童

升幼稚園高班至升小三

之兒童

合一堂聯合少年詩班、

鞍山少年歌詠團之成員

升小五至初中之青少年

基愛堂 1. 輔導營

2. 夏令營

3-5/7

4-6/8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

貢戶外訓練營

浸會園

中學生

中學生

紅磡基道堂 1. 暑期升中興趣班
2. 暑期聖經班
3. “Together”高中、大專生活營
4. “The Way”信仰＋多元化生活
體驗

5. 基督精兵（門訓）

15-21/7
22-26/7
21/7-3/8
5-10/8

5-10/8

基道中學

基道小學（九龍城）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基道中學

基道中學

初中學生

升K2至升小六學生
高中及大專生

中學生

中學生

11



廣福堂誠聘宣教師及福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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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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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願意服事基層家庭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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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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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紀念中學內，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聘牧小組收；信封面
請註明申請職位。（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只供招聘用）

雅各堂舉行百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雅各堂定於九月十五日（主日）上午十時正，於雅各堂

（大嶼山大澳街市街24-26號）舉行百周年感恩崇拜，由本會
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證道。歡迎主內同工同道光臨參與，同頌
主恩。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合一堂分別自六月十六日起，聘得王慧賢女

士為該堂馬鞍山堂宣教師，自五月十六日起，聘得陳瑞梅女
士為該堂北角堂宣教師，自五月二日起，聘得余佩恩女士為
該堂香港堂宣教師；全完堂自六月一日起，聘得許美恩女士
為該堂宣教師；元朗堂自五月十九日起，聘得歐陽克麟先生
為該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合一堂馬鞍山堂余淇煥宣教師，自七月一日
起離任；鰂魚涌堂寇海成宣教師，自七月一日起離任；廣福
堂劉捷宣教師，自七月一日起離任。

上水堂黃慧君牧師丁父憂
上水堂黃慧君牧師之父親黃觀喜弟兄，已於七月三日安

息主懷；其安息禮拜定於七月十九日（星期五）晚上假大圍
寶福紀念館三樓福壽堂舉行，七月二十日（星期六）上午出
殯。願主安慰黃牧師及其家人。

更正資料
六月份第742

期《匯聲》「牧校
拾年」專欄文章
〈牧養中學教師
點滴〉一文內，
其中相片中人物
並非作者本人，
現更正圖片標題
為「銘基書院老
師（右二）與學
生們。」

基華堂誠聘教牧同工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誠聘教牧同工，發展教會事工，
需神學畢業及委身。有意者請函履歷，寄九龍塘牛津
道1號B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鄧牧師收。（申請人所提
供之資料只作招聘用）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定於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星

期二至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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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每位$800，名額50人，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九日（星期
一）。查詢可致電區會239710022鄭萍女士。

聖頌團交流活動
聖頌團定於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星期六及主日）

前往廣州市救主堂，與該堂詩班進行聖樂事奉交流，及參與
該堂主日崇拜。

活動延期：校牧事工十周年感恩聚會暨交流會
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原定於六月十八日下午假基真

堂舉行之「校牧事工十周年感恩聚會暨交流會」，因應社會
情況及氣氛，決定延期至九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至
四時三十分舉行有關聚會，如有查詢可致電區會23971022
黃嘉慧小姐。這段日子辛勞各位前線同工、老師關顧學生情
況，願主加力、同行。

日　　期： 2019年9月1日（星期日）

時　　間： 下午2:30至6:30

難　　度： 5★（1★為最易，5★為最難）

集合地點： 馬鞍山大水坑站

路　　線： 馬鞍山富安邨 石壟仔村 鹿巢山石林 馬鞍山村

截止報名： 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

對　　象： 歡迎任何年齡之勇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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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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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事工部•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

2019勇獅野外天地「上山下海」會員活動

9月份活動：鹿巢山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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