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足
教會改革者之路 (四)
唯獨信心（因信稱義）

馬丁路德的羅馬書註釋，是在發表【九十五條】之前，於一五一五年至
一五一六年在威登堡大學教授羅馬書時所著的。以下介紹兩段註解，讓我們了
解更多。註解1章16-17節：「福音乃是拯救相信者的大能，或是救拔信靠者大
能之道。這確是由於上帝，從上帝而來！……唯獨福音才啟示上帝的義，即是
在上帝面前誰算為義，或一個人怎樣才算義的，那就是唯獨因信，即對上帝的
話靠託。」（註3）註解3章21-31節：「……上帝從永恆就預定基督為我們贖罪，但
那只是為那些信衪的人。基督除去我們一切的罪，只要我們是不以罪為榮。因
我們的信，罪就不再是我們的罪了，而是衪的罪；祂的義也歸給我們了。」（註4）
總幹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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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後的今天，因信稱義這個源自保羅在羅馬書的用語，已經成為基督
新教的重要教義之一，並引申出唯獨信心的教義原則。以下我打算從馬丁路德
的《羅馬書註釋》（註1）和《論善功》（註2），了解他對信心和稱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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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羅馬書註釋，我們看到在馬丁路德的思想中，基督、恩典、稱義
和信靠，是互相緊扣的。他認為，福音就是上帝向人施予恩典，衪以大能使基
督為人贖罪，取走人的罪，將基督的義歸給一切信靠的人。也即是說，全因上
帝恩典，唯靠基督救贖，人才能憑信得稱為義。
恩典和基督救贖既從上帝而來，那麽，使人稱義的信心從何而來？在《論
善功》中，馬丁路德提供了答案：「若你問，在那裡可以找到信仰和信靠呢？它
們從何而來呢？……無疑信仰不是從你的行為或功德而來，僅是從耶穌基督而
來，是白白應許和賜給的。……所以信仰不是從行為開始，行為也不能產生信
仰。信仰必須從基督的血、傷和死發生，流出來。……你的信仰必定是從純潔
的善意和愛—上帝對你的愛和你對上帝的愛—發生的。」馬丁路德告訴我
們，信心不是人自己努力得來的，乃是從上帝對人的愛及人受感動以愛回應而
來的。
總結馬丁路德對四個唯獨：聖經、基督、恩典、信心的看法，首先，他認
定聖經的無上權威，是信仰、真理和生活實踐的基礎；同時又指出，透過聖經
啟示，人才能認識上帝為人預備的福音，即藉基督的愛所賜白白的恩典，罪人
只需用信心接受，就得稱為義。（待續）
註1： 馬丁路德著，徐慶譽和湯清譯：〈羅馬書人註釋〉，載於《路德選集（下冊）》（香港：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1968年2月），頁257-267。
註2： 馬丁路德著，徐慶譽和湯清譯：〈論善功〉，載於《路德選集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6年8月，五版），頁17-104。
註3： 《路德選集（下冊）》，頁261-262。
註4： 同上，頁265-267。
註5： 《路德選集（上冊）》，頁34-35。

屬靈雋語
「如果沒有正義，政權是甚麼？不過是有組織的
強盜罷了。」
—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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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灣小學（愛蝶灣）

恩典滿載—
瑞典合唱比賽交流之旅
孩子們穿起中國服飾，
獻唱聖詩及民族歌曲，
令人想到福音能傳到中
國，全是上帝的恩典。

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至十五
日，基灣小學（愛蝶灣）師生共87
人，連同多位家長義工，超過一百
人的團隊，遠赴瑞典哥德堡，參加
「Grand Prix of Nations Gothenburg
2019」合唱比賽。這是國際知名的
European Choir Games轄下其中一項
賽事，是次賽事有超過6,300人參加，
來自47個不同國家，目的是讓世界
各地的合唱團聚首一堂，彼此切磋音
樂。
參賽隊伍需要具備國際賽經驗，
並經過主辦單位篩選，才能參加賽
事。參賽樂曲也有一定的要求，所有
樂曲總長度為20-25分鐘，其中要有能
夠代表參賽隊伍民族的歌曲，最多有
兩首歌曲可以鋼琴伴奏，其餘歌曲沒
有伴奏。
老師事前準備了多首樂曲，分別
參加大會舉辦的「國際合唱比賽」、
「『中國日』之一帶一路音樂會」及
孩子們在「『中國日』
之一帶一路音樂會」，
在Betlehemskyrkan教堂
將歌聲獻給主。

感謝老師的努力，在超過一百隊的參賽隊
伍中獲得金獎，感謝上帝的恩典，給予師
生寶貴的學習機會。

「國際友好交流音樂會」，當中包括
傳統聖詩及中國民歌等，旋律優美，
希望讓學生在演唱時，也能體會樂曲
所蘊含的意義。
經過多個月的努力練習，老師
的悉心指導，孩子們的努力，最終於
賽事中奪得金獎。比賽那天，我問
一位一年級學生最喜歡哪首歌曲，
他立即雀躍地回答是【Confitemini
Domino】，他說因為這首歌曲是描述
有關天父的事，原來他很喜歡唱讚美
上帝的歌曲。我聽了心裏十分感動，
想不到年紀小小，也能從詩歌中體會
到那份從上帝而來的平安與喜樂，希
望這些歌曲能陪伴他們成長，在幼小
的心田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孩子們有機會參與國際性合唱
大賽，與不同國家的參賽者交流，不
但提高了唱歌技巧，同時也提升了對
音樂的興趣；拓寬眼界的同時，更增
加了個人的自信。孩子們通過參加團
隊生活，在個人品格、禮儀和自理能
力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他們彼此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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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生年齡由六歲到十四歲，年紀小
小不怕艱辛，互相扶持，努力練習，最
終獲得美滿的成果。

持，互相幫助。大哥哥、大姐姐們自
覺地作個好榜樣，小弟妹們也心悅誠
服受教。孩子們一起相處了十多天，
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旅程結束時
大家都依依不捨。
在瑞典的比賽結束後，我們順
道到挪威和丹麥，安排孩子們參觀不
同的教堂、博物館、城堡、市政府、
著名景點等，希望提高他們的文化及
藝術修養，不少孩子也能在參觀中說
出北歐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從眼睛
觀察，到運用腦袋分析；從了解到比
較，這正是研究生需具備的條件。當
我看到孩子們每天認真地填寫學習日
記，真的很感動，這就是真正的求學
精神。

以下是部份選曲內容簡介：
◆ 【Confitemini Domino】：這首無伴奏合唱歌曲，
由當代作曲家 Levente Gyöngyösi 創作的讚美詩，
歌詞取自詩篇一三六篇1及4節：你們要稱謝耶和
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稱謝那惟一
能行大奇事的，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拉丁文演
唱）

圖中為丹麥哥本哈根的管風琴教堂，該教堂是為了紀念丹麥神學家、
作家和詩人格倫特維而建造，是為數不多的表現主義風格的教堂。

我們所到的地方，總有些酒店職員、餐廳侍應及其他旅客，稱
讚孩子們乖巧，有禮貌，並追問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是哪家學校的
學生。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讚嘆我們的學生守規矩、有禮貌。這些孩
子確實是我們香港的驕傲！
這次瑞典之行，我們處處都經歷上帝的恩典。旅程中，我們能
夠如期順利啟程和抵步，上帝又為我們預備了適合的天氣，讓活動
能順利進行，回程時香港機場已回復平靜，航班沒有任何延誤。我
們在旅程中遇到的人、事、物，都有上帝的保守及看顧。孩子們能
夠有這次既寶貴又難忘的經歷，我們能夠陪伴他們經歷這些難忘的
時刻，處處看見上帝在我們身上的賜福。盼望孩子們能夠抱著感恩
的心，領受這份從上而來的福份，日後繼續用美麗的歌聲，把這份
祝福傳遞給其他人，成為別人的祝福。願一切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
的父！
《聖經》詩篇五十七9-11記著：「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
祢，在萬族中歌頌祢！因為祢的慈愛高及諸天，祢的信實達到穹
蒼。上帝啊，願祢崇高過於 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在前往丹麥的航程，我們遇上另一隊香港參賽隊伍，並舉行了
兩隊的合唱團交流。在交流過程中，指揮曾說：「我們坐在同一條
船，是很難得的相遇，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份緣份。」今天孩子
們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成長，需要我們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
證基督大愛。執筆之際，香港這艘船也正面臨大風大浪，盼望我們
同坐一艘船的人，能繼續同心合意，彼此代禱，願上帝賜下憐憫，
讓我們所珍惜的這個家，能一代又一代有美好的發展。

◆ 【Hymne a la Nuit】：這首無伴奏合唱歌曲源自拉
莫（Jean-Phillippe Rameau）的1733年歌劇《希波利
特與阿里斯》（Hippolyte et Aricie）中的一首歌曲，
在2004年電影《歌聲伴我心》（Les Choristes）中
深受歡迎。此歌頌讚靜夜的美好，旋律簡潔優美，
配合獨唱效果更佳。（拉丁文演唱）
◆ 【Al Shlosha D’varim】：這是一首猶太歌曲，歌詞
是一個猶太人的道德（moral）箴言：世界是由「真
理、公義、和平」所承托着的。歌曲帶有猶太人宗
教文化色彩，節奏平緩、旋律悅耳。（希伯來文演
唱）
◆ 【J’entends le Moulin】：由加拿大作曲家Donald
Patriquin 編寫的加拿大法語民謠。歌曲帶有法國特
色的主旋律與不同模仿風（或水）車（磨坊）轉動
的聲效互相配合，互相輝映，再配上一個生氣勃勃
的鋼琴，生動有趣。
◆ 【秋天】：此曲由朱鎮良所作，是音樂創作比賽的
得獎作品之一，歌曲描述小朋友尋找秋天的踪影，
包括果園裏的小鳥、飄香的果樹等等，旋律活潑生
動，充分反映對秋天的期待。（普通話演唱）
◆ 【茉莉花】：這是為耳熟能詳的中國傳統民歌，今
次詩班唱出的是無伴奏六部版本，當中有慢有快，
帶給聽眾耳目一新的感覺。（普通話演唱）
◆ 【掀起了你的蓋頭來】：這是一首新疆維吾爾民
謠。此2014年版本以開朗的主旋律中加插了富有神
秘中東色彩的小調，再配合演出者不同動作，充分
呈現民謠活潑多采的一面。（普通話演唱，校友謝
基信編曲）
◆ 【客旅】：此曲是無伴奏的合唱聖詩，取材詩篇
二十三篇中「躺臥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邊」
和「行過死蔭的幽谷」的兩幕，也包含了本仁約翰
的《天路歷程》和以色列人自埃及到迦南應許之
地，在曠野四十年的歷史。歌曲中的主角包括約書
亞、迦勒及大衞。其中「哈利路亞」的一段，是對
俄國作曲家卓斯奴哥夫（Chesnokov）在1912年寫
的《救贖已成就》（Spaseniye Sodelal）的致敬。
（普通話演唱，校友謝基信創作）

誠盼我們同坐一條船的人，無懼風浪，依靠上帝，陪伴孩子面對
成長中的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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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副總幹事

恐懼如疫症蔓延
我在內地有親人，也認識不少內地的教牧同工，曾經
去過中國大陸不少城市、省份和名山大川，並且喜愛中國文
化、土地和人民，認為自己是在中國文化和中華大地中孕育
成長。
不過，自從六月至今香港所出現的社會變化，卻也在我
的生命和生活裡產生了微細卻又重要的變化：
在港鐵車廂看手機信息時，很自然的會把手機蓋翻過
來，不想讓旁邊的陌生人看到自己在看甚麼。
與太太在酒樓喝茶，會留意附近的人究竟在談論甚麼。
在這種公眾場合裡，當我們二人談到香港社會現况和政治人
物時，還會格外小心，互相提醒要放低聲量。
經過商場準備進港鐵車站時，附近如果人說普通話，我
會突然之間提高了警覺性，特意尋找聲音的來源，看看那人
的性別、體格、說話的內容等等。如果是男性，體格壯碩，
平頭短髮，上身T恤或襯衫一件，會更加留意。
我反問自己：為甚麼我會這樣呢？
我自問對陌生人向來友善，如果碰上內地或外地來港的
人士，經常會主動幫忙解答問題，通常都是問路的。如果時
間充裕的話，我還會為他們帶一段路，以盡地主之誼，給來
港旅客一個好印象。
不過，我最近對內地人的態度似乎變了，變得有戒心。
不知道他們在香港做甚麼？是否對香港好？是否有甚麼任務
在身？
原來，香港的政治氣氛正在對我這個微小的個體產生著
細微卻又重要的影響，我要維持「香港人」的身分和維護香
港，可能要對「內地人」有所防範，甚至排拒。
這是恐懼蔓延的結果。
不少香港人都害怕有一天中央政府會以武力對付香港
的示威者，害怕三十年前六四天安門廣場的一幕會在香港降
臨。
我們害怕中央政府干預香港的事務，使我們享受著的自
由會受損甚至消失。而恐懼是不需要理由的，它本身就是最
佳的理由和解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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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在機場有示威活動。當機管局宣布當日的
航班取消，機場地勤人員疏散後，網絡上便開始流傳各種令
人恐懼的信息：通訊網絡被切斷，在機場的人士無法與外界
聯繫；機場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將於短時間內停止服務，以便
警方清場和進行拘捕的行動；有照片為證，機場已經關閉所
有照明設施；防暴警察已經到場，並且會以武力清場等。還
有人在網絡上分析，香港國際機場是個孤島，如果有甚麼事
發生也求救無門，示威者將如甕中之鱉，走投無路，等待拘
捕。結果，示威者和平散去，而上述不少信息後來也被證實
是假的。為甚麼我們那麼容易便相信壞消息呢？因為六月至
今，我們看到了太多警方出動防暴警察以武力清場的畫面。
我們都變成了驚弓之鳥，害怕最壞的情況出現。我們生活在
一個恐懼如疫症蔓延的城市。
最近，還收到朋友在WhatsApp 群組中傳來一段片段，
是一列軍車由內地駛進香港，片段上方見到香港不同地區的
路牌。傳送片段的人明顯是想提醒大家，解放軍已經進城
了！有大事發生了！群組馬上有人回應：「解放軍來了，一
切已經太遲了！」我馬上也緊張起來。不久之後，群組中有
人輸入一句話：「這是舊片！」我也如釋重負。原來虛驚一
場。
恐懼如疫症在城市中蔓延，而且愈來愈多人受到感染，
甚至難以治癒。
我的理智和信仰卻告訴我：人是看外貌，上主是看內
心。膚色和語言只能區分一個人的種族和文化，但不能分別
一個人的好與壞。我仍然相信，一個人的內心深處既有好，
也有壞，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不想輕易的把別人變成敵
人，不論他／她是甚麼膚色，說的是那種語言，源於甚麼種
族，否則，我難免會生活於恐懼之中，而忘記了這是天父世
界。

「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上主是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普天頌讚》536首）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教育主日宣言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數十年來積極參與教育工作，是因為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我們的使命；是因為
相信回應社會的實際需要，教會當責無旁貸。本會辦學的宗旨是「透過學校、傳道服務」，深信以事奉上帝服事
人的心態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任務，同時也能為福音見證。
本會奉行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生命的造就，「人格」的建立。除培養兒童及
青少年有優良品德、高雅情操與智、仁、勇三達德外，更期望青少年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烈的
社會意識；嚮往公義，追求真理，他日積極參與改善社會，貢獻國家，促進人類和平。
本會基於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一向支持「普及教育」，使下一代無分貧富智愚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辦學乃秉承基督教訓，藉此引導兒童及青少年行走正確的道路；追求永恒恆的真理；得著豐盛的生命。
面對將來，本會會繼續肩負教育使命，更盡力適切社會情況，在教育領域裡尋求革新，致力民主教育，為這
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樂於服務、甘於委身的人。在此呼籲本會堂校同心合意，對所受託的使命作更大的努力，
實踐「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的辦學願景，造福兒童及青少年，歸榮上帝。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主日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為自治、自養、
自傳之教會，向得同道同工之支持，事工得
以發展。
本會為推動下列事工實需龐大之經費，

中華基督教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職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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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警方於8月11日在各區對參與《反送中》的示威者進行驅散
行動期間之表現，經過各大公營廣播機構及網上傳媒的現場報導
下，已引來廣泛香港市民的不安，本會深表關注。就著警方在驅
散及拘捕過程中，明顯地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及罔顧市民人身安全
之執法態度，本會深表遺憾及痛心。當中包括：

深信同道同工本受託與分享精神，當樂於奉

●

對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繼續施行不必要的武力行為

獻。

●

以布袋彈施射，引致一名女示威者眼球受傷甚至永久喪失視力

●

於葵芳港鐵站內施放催淚彈（站內有大量無辜市民，當中包括
老弱婦孺）

●

於太古港鐵站內其中一出入口之扶手電梯位置，追打示威者並
引至大量市民跌倒，更險釀人踩人慘劇；並於同一位置內以近
距離向群眾施射

本年度區會主日奉獻目標為港幣二百萬
元，將用於支持本會：
• 福音事工： 包括堂校合作福音事工、境外
福音事工
• 人才培訓： 包括神學教育、教牧同工進修
• 教育事工： 包括教師專業培訓、宗教教育
• 社會服務： 包括家庭支援、家情軒、學校
支援
「上帝愛樂捐的人。」（哥林多後書九：7）
註：凡捐款HK$100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作申請免稅
之用，捐款HK$100以下者恕不另發獨立收據。

聖經創世記清楚記載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被造，因此每一個
人（生命）也當有他應得的生命安全及尊嚴。就著以上提到警方
的做法，明顯已超越「執法止暴」的原則。本會因此予以譴責，
期望警方盡快作出嚴正的交代。並且促請警務人員執勤時保持克
制，公正執法，謹慎使用武力。
在此，本會再次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女士立即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查明由6月初開始至今的政治風波，讓社會動盪的根源
得以正視，減免警方承受不必要的社會壓力。
2019年8月12日
滙 聲．7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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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校拾年

牧

岑樹基牧師︱本會牧師，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主任

，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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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之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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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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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供應和更新，失望和挫折越快出
現，負面情緒也積壓得越深。
這一切，是否多為老師辦幾個精
彩的聚會，就切中他們的需要？（不
少老師曾和我說，最需要的是休息和
空間，不是講座、活動，甚至是團契
聚會）那麼，我們要如何牧養疲乏的
心靈呢？
「很久沒見面，每次與你相遇，
總令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牧師，
謝謝你的記掛……抱歉忘記了回覆，
多謝你常常記掛著我們。」
「我覺得自己已經逐漸恢復能力
了，相信背後有不少人的代禱，包括
你，謝謝你。」

蒙 天 父 恩 典 ，「 中 心 」（ 註 ） 於 早
前舉辦了首次校牧培訓課程，因而認
識到來自不同宗派傳統學校的傳道同
工和校長老師，和他們分享校牧的角
色、堂校合作關係、交流服事師生家
長經驗和策略。感謝區會在十年前帶
著異象推動校牧事工計劃，全面並有
系統地栽培一代又一代的校牧團隊，
而我亦帶著這份召命，將培育帶到區
會以外的地方去，並於今年九月，建
立起校牧團契網絡，延展在區會服事
的經驗。
在課程中，同工最關心的，是
如何安排合適老師需要的「活動」、
聚會如何能吸引老師的注意、如何設
計教師團契、退修會的內容……大抵
上就因為老師很忙，小學老師連吃頓
輕鬆點的午飯也不能（要在課室照顧
學生午膳），放學要參與各種大小會
議、共同備課、聯絡家長等等，若要
聚集老師參加團契，最終大多只有小
貓三四出席，不成氣候，負責的同工
也容易洩氣。
大家都接受今天每份工作都有
其問責性，要交代，甚至要寫書面報
告，不過作為牧者要深切明白，天父
要我們交賬的，不是單單向教 會長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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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某某老師聚會出席人數，也不是
活動後的回應評分統計；天父要的，
是一份單純牧養的情懷，一份對現今
老師的辛勞困苦深深的了解和憐憫
（不是同情，更不是可憐），如同主
耶穌「見有一大群的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可六34），餵養飽足他們饑
渴的心靈。
一個盡責的小學老師，早上怱怱
出門，未及吃個豐富的早餐，未到八
時便回到學校，開始一整天面對一群
精靈活潑的學生（部份有特殊學習需
要、也有缺乏家庭照顧的、情緒容易
失控的、社交能力薄弱的、學業成績
低落的……），上課、陪伴、備課、
批改作業、會議、處理學生問題（爭
執、情緖、紀律……）、聯絡家長、
帶領活動、對外聯繫、撰寫報告及
計劃……一天下來，精力耗盡。每個
星期一义足電開始一週的工作，星期
三開始電源告急、星期四身心俱疲，
星期五放工電力已經耗盡。每星期如
是，週而復始。難怪老師放假大多選
擇出門旅遊，釋放壓力。再者，學生
的成長不能立竿見影，使命感 越強的
老師，若不懂得休息和調節，缺乏靈

「牧師，請你不用擔心，上帝
已有恩典，心情漸漸調節，也相信萬
事互相效力，上帝在天上坐著為王，
我沒有放棄心中的良善，仍堅持仰望
主。」
「我會重新上路。上帝的恩典是
夠用的，而且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牧師，謝謝你的代禱。你的生命見證
讓我們認識甚麼是行道，很有激勵！
謝謝你。」
這些由老師回傳的回應，讓我明
白，我仍需預備好每一次老師聚會、
祈禱會、退修會；預備好每個節日送
到老師桌上的水果、小禮物，甚至
請家 長們為老師煲糖水、靚湯……然
而，每次接觸老師的真誠問候、碰面
時放慢步伐的聆聽，熟悉老師生活節
奏適時的打氣及屬靈的餵養，還有在
隱密處的代禱，才是老師最珍惜的。
的確，在這不少人認為「老師
（校長）薪酬不薄，食得鹹魚要抵得
渴」的年代，真心牧養又記掛老師
的，就近與他們同行的，為他們禱告
的，他們會感受得到。如此，校牧就
如「流通管子」般，帶引老師到管子
的 另 一 端 —— 耶 穌 基 督 那 活 水 的 源
頭，得著休歇、能力與平安。
註： 筆者現於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
心服事。

專心專講

郭偉強︱本會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

在群眾運動頻繁的處境
作個忠心的守護者
自今年六月至今，一連串社會事
件引發的群眾運動，透過網絡或媒體
傳來的畫面和資訊，都為我們、身邊
的家人、朋友和弟兄姊妺帶來不少衝
擊，情緒上或多或少也會受到困擾。
在這處境中，我們可以怎樣和他們共
渡這艱難的時刻？相信是很多憂心如
焚的弟兄姊妹都十分關心的問題。以
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個人經驗反省的結
果，希望我們一同守護身邊的人。
想要當別人的守護者，我們首先
得要管理好自己，有意識地實踐下列
守護者的原則：
1.

2.

3.

覺被了解和接納。因此交流、對
話的目的不是辯論對錯，而是要
達至彼此了解和接納；
4.

以愛相待，不被仇恨蓋過理性。
因為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
切過錯（箴言十12）；

5.

常存盼望，因我們相信的是那一
位又真又活和掌管歷史的上帝，
祂必施行拯救和賜平安給祂的子
民。在洪水泛濫的時候，耶和華
坐著為王，直至永遠。耶和華必
賜力量給祂的百姓，祂必賜平安
的福給祂的百姓。（詩篇二十九
10-11）

清楚明白自己的角色只是同行
者。即是以不批判、不加個人立
場和意向予別人身上的無條件接
納的原則，給予身邊要關心和守
護的人聆聽、陪伴和接納；
時刻警覺自己的身心靈狀况，累
了便要休息，讓自己靜思、沉
澱，為重新出發作準備，因為我
們得力是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
書三十15）。請明白一個身、
心、靈疲乏的你，絕不能守護好
他人，更很有可能成為他人的負
累；
要明白上帝從一人造出萬族（使
徒行傳十七26），因此我們必須
尊重多元，以誠實、和平、真誠
和平等的態度，與要守護的人相
對話、交流、以達到彼此了解。
不要用惡毒的言詞去惡意論斷和
標籤別人，因為設立律法和判斷
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滅人的（雅各書四12）。守
護者的一個重要使命是讓他人感

當真正要和家人、朋友或弟兄姊
妺談及事件時，守護者適宜做下列事
情：
1.

在開始接觸時，提供空間和資源
（例如安靜舒適的環境），幫助
他／她調整身心狀態，讓他／她
感到安全，能夠安定下來；

5.

此外亦可了解他／她的支援系
統，確保他／她能得到適當的支
援；

6.

若是可行，在過程中讓他／她明
白社會上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
朋友，會有不同的意見，要嘗試
尊重、明白彼此不同的觀點；

7.

過程中細心聆聽，對其情緒反應
表示理解；

8.

倘有需要時，可陪同其尋求援
助。

在交談過程中，守護者不宜做下
列事情：
1.

在談論事件時，與對方辯論或爭
論政治立場；

2.

牽涉任何人身攻擊；

3.

與對方的日常表現掛上關係作出
評論；

4.

與對方的年紀、經驗、知識水平
掛上關係作出評論；

5.

表達自己的個人立場；

6.

批評對方觀點；

7.

否定對方的情緒。

2.

交談過程要肯定和接納他／她的
情緒，以增強其心理安全；

願上帝感動我們，樂意互相守
護，共渡黑暗，等待黎明。

3.

適當時提供實用的協助，處理他
／她當前的需要和掛慮的事項；

4.

當他／她安定下來時，可以讓他
／她了解其可能出現的情緒反
應，協助他／她尋找適合的紓緩
方法；

在這艱難的時刻我們也經歷悲
痛、忿怒、憤恨、憂傷、擔心甚至失
望！求上帝施恩憐憫，赦免我們的小
信。我們信、但我們信不足，求主幫
助，在我們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
有指望。
滙 聲．7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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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萬花筒

葉青華牧師︱合一堂北角堂
從前的街童到
今日的寵兒。

宣教小故事
葉青華牧師︱合一堂北角堂

劍橋七傑

章必成
」的
不要「money」要「candy寨街童
柬埔
柬埔寨的街童是政府除不掉的頑癬，常常出現在皇皇盛世的都城金邊，以
及遊人不絕的暹粒。他們用英語向外國人喊著「candy！candy！」看見華人遊
客，也會用中文說「糖果！糖果！」因著當地同工的幫助和安排，筆者遂於本年
五月造訪了金邊的街童。
今天仍有大批街童，每天穿插在大馬路上乞求金錢。他們生活環境複雜，亦
沒有機會讀書，每日只求溫飽。由於當地工資水平低，大部份工廠工人每月只有
178美元的最低工資，但兒童每日卻能乞討到5至15美元，以致不少家長都要求
子女到街上行乞，賺取生活費。有服事街童的同工這樣介紹說：「街童的生活環
境很惡劣，很多都睡在關了門的商舖外或簷篷下，當中有些更是拖一個、抱一個
的，帶著弟妹一同行乞。他們對未來沒有期望，很多長大後都是做苦力，無法擺
脫貧窮。」
普遍街童都不懂得與人溝通和基本禮貌，喜好動手動腳解決問題，而且集
中力低下，我行我素，沒有紀律，因此也鮮有機構集中服事他們。有機構的同工
與他們同行兩年後，才聽到他們開始懂得說「多謝」，甚至學懂寫二十六個英文
字母，他繼而教導街童敬拜讚美上帝，以音樂感染他們變得快樂。同工分享經歷
說：「我們即使提供食物、住宿和教育，都不能完全幫助他們，只有上帝可以改
變生命。」
筆者在探訪中，遇上了已經14 歲才開始上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也遇上了熱
心委身以服事街童為志業的大學生和忠心在宣教工場上服事的宣教士，但更重要
的是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充滿喜樂的童真笑臉，再加上這些街童的母親也開始在這
為街童而設的中心內學到如何用雙手製作各樣物件，成為她們以後謀生的階梯，
筆者侊如看見「天開了！」是為眼前的每一個人而開的異象。
誠然服事街童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已有一定年紀，要重建他們對
人的信任，教導規矩和幫助他們與其他人建立信任，最後是讓他們看見各自生命
中的希望，讓他們看見自己的未來，不但自己能養活自己，也能成為其他人的祝
福。
筆者所探訪的機構正計劃在盡是街童的村落購入空地，計畫興建中心發展家
庭服務，與他們同行。但我們能為他們作甚麼？我們能祈禱、能奉獻、能參與短
宣……請你也一起來想一想，我們還可作些甚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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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必成是大家庭中的第三子，父親是
男爵。自少他就在基督教活動和敬虔的氣
氛中成長，但他卻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無
屬靈的實質。在慕迪佈道會真正信主後，
他也曾一度軟弱。幸好，這只是短暫的情
況，退後反倒叫他更邁向前，以後他更愛
主！而上帝也就揀選了他完成祂所託付的
使命。
生為男爵之子，到達上海，和其他人
一起學習了一段時間中文後，穿上中國服
飾，與戴德生一起沿長江和漢江西上，深
入內陸，經過24天的旅程，到達陝西省南
部的漢中，並從這裡深入四川省開闢新的
傳教區，幫助蓋士利等內地會中有聖公會
背景的傳教士，在四川省成立英國聖公會
的一個教區。章必成常陪同戴德生巡迴中
國內地，一次他甚至在炎熱的天氣中跟戴
德生走了近一千里路。一九零零年庚子之
亂中撤離中國，一九零二年又回到中國。
一九一一年回英國參軍；一九一四
年至一九二八年任薩默賽特郡蒙頓康學校
的教區牧師；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任
英軍牧師。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他更
接替他的哥哥繼承男爵爵位。當一切的際
遇似乎已把他從中國的宣教工場上拉了出
來，但是他的兒子後來也加入內地會，成
為第二代宣教士，因此章必成多次回中國
協助他，這使這位宣教老將仍然騁馳在中
華大地上，為主作工，最後於一九三九年
病逝於他兒子位於四川寶寧的宣教站。
誰說宣教的路是由人來決定的？願我
們都順服於主的帶領中，作成祂所託付給
我們的工。

特稿

張毅玲︱「憐城決」策劃組召集人，基灣堂

憐．城．決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
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
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
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五十五
8-9）
這是「憐城決」退修營後在我腦海
浮現的提醒。
「憐城決」是二零一八年年初青年
小組第一次會議時所議決的青年起動計
劃。起初還未為計劃命名時，小組委員
一直已有探討區會現時在青年信徒群體
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連結堂會青年這兩
方面的方向及發展，積極探索立足點。
我在二零一八年加入青年小組，記
得第一次參與小組會議，我大多數時間
都是聆聽，期盼能夠接上會議中各人的
討論步伐及觀點，觀察、了解小組的運
作，注意成員間的互動及素質。當小組
討論到舉辦青年體驗服事計劃，期望集
中力量培育青年信徒時，我心裡就有感
動去回應。之後成立的籌委會議定「憐
城決」的向度是連結各堂會青年，以憐
憫行動關懷城市需要，鼓勵青年決意效
法基督，進入社群，形式是透過不同服
事體驗擴展信仰視野，探索作門徒的使
命。
接下來進入一年多的籌備工作，期
間讓我對各籌委有更多認識及信任。雖
然整個團隊成員來自不同堂會，籌備的
初期都用了不少時間綜合各人的期望、
摸索計劃的定位及定立信念，但這樣磨

得到志道堂堂主任呂秀玲宣教師（前排左
三）接待，在堂內舉行崇拜及愛筵。

合的過程是重要而且珍貴的。因為從中
看到各位都是很願意為主擺上，令我更
期待與這個團隊有更美好的團契。
原定為期共十三天的「憐城決」，
其中有四日三夜營會，一星期的堂會體
驗服事，以及體驗分享暨奮興差遣禮，
是個具有挑戰性的旅程。早於一月份開
始，透過郵件、短片、海報於社交平台
專頁、群組通訊、個別邀請神學牧職部
及執委會會議等作宣傳，直到四月截止
了也未見有報名。籌委是有灰心的，也
感到疑惑，是否計劃未見吸引？是否宣
傳策略上未及完全？是否十三天的時間
為期太長，以致堂會青年卻步？種種可
能的原因都令我們感到茫然。
這讓我想起箴言十六章9節這樣
說：「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
指引他的腳步。」計劃不似如期，確實
會令人感到沮喪，但或者也是上帝介
入、彰顯祂心意的時候。記得在五月的
籌委會上，教牧同工建議營會改為主要
以退修形式進行，籌委們及組長們由預
備服事變成了服事的受眾。由我們先經
歷整個行程、進入堂會服事，行在其中
才更能貼地踐行憐憫。
我心裡是期盼著上主按祂心意來
連結我們，在行動以先，讓我們首先合
一。上主也有趣地讓我們收到唯一一份
報名表。就是這樣，我們與唯一一位參
加者同行，但當時也正值六月開始的多
場反修例遊行、五名示威人士自殺及示
威衝突，整個社會氛圍充斥不安、失望
與無力。社會上看見政府漠視民意，警
方濫用武力，有青年走上前線不顧安
危，為要爭取已被蠶食的自由及民主，
我們不約而同提問：我們可以怎樣回
應？
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澳門舉行的
營會正給予我們從情緒繃緊、滿有張力
的環境退下來，有喘息、安靜、重新得
力以及一起生活的機會。營會中我們藉
著分享個人狀態、對社會狀況的見解，

廖卓堅牧師（前排右二）與眾人分享他於
澳門的事奉經驗。

以不隨意評論、批判，擴闊我們接納彼
此的能力。第二日的城市探索，讓我們
走遍澳門的大街小巷，為要認識澳門地
道的一面。澳門社會、經濟及民生發展
好像與香港的環境相近，兩地面對的社
會問題也相仿。
第三天感恩得到在澳門華人基督會
事奉的廖卓堅牧師帶領我們尋找基督教
在澳門的歷史痕跡，以及教會在澳門發
展的現況及困難。廖牧師向我們分享他
在澳門服事的經歷，以及澳門宣教工作
的艱辛。即使澳門與香港相鄰，社會民
生都面對相似情況，但兩地的文化差異
其實很大，若以香港建立教會的方式應
用於澳門是未必適合。
在最後一天，我們借用志道堂舉
行崇拜及愛筵，藉著默想和分享基督的
身體及寶血，反思我們作門徒的身分。
整個營會拉近了我們眾人的關係，由事
工上的配搭進深成為願意彼此坦誠開放
的屬靈關係。我在營會後更相信上主是
為要我們合而為一，才讓我們經歷起初
沒有人報名的情況，又叫我們更認定上
主會使用我們這群體來祝福更多青年信
徒。
或許我們需要繼續探索「憐城決」
如何連結堂會青年信徒，共同擴闊宣教
視野，進入弱小的群體服事。我更盼望
各堂會也有願景，為堂會青年信徒建立
聯合平台，善用區會資源踐行合一，突
破堂會自身的安舒，在動盪的時代重拾
合一精神。
「憐憫謙卑愛
義 ，城 市 轉 化 鑰 匙 ，
決意擺上奉獻，憐城
決的立志」— 憐城
（憐城決主題曲）

尚有更多營會精彩相
片及參加者分享文
章，歡迎連結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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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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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校
合作有感
過往十多年，家庭支援
服務中心有機會應邀與學校合
作，少至一兩次的講座邀請，
長則涉及一、兩年的合作計
劃；當中以幼稚園及小學為
主，中學則較少。多年來，有很多美
好的經驗，亦有引發我與同事反省的
地方。有些學校的邀請，我們會感到
雀躍萬分；有些邀請我們會謹慎明辨回
應，甚至婉拒。以下總結了一些體會：

1. 是「合作」還是「買賣」？
在這十幾年的時日，曾服務的學校不下數十間，但能
稱得上「合作」的學校，實在是寥寥無幾，不過能有這等
經驗仍然是可貴的。提供服務前，與校方一同詳細討論彼
此的專長、限制和需要；在過程中分享受衆的反應和檢討
服務的細節，那不是單單填檢討表， 而是校方負責人員親
自參與其中觀察。坦白說，服務受衆填的檢討表，對服務
不滿固然要留意，就算是好的回應也不一定要照單全收；
校方對學生和家長的瞭解，可能更有參考價值。與這些學
校的合作，實在是賞心樂事。
現時，學校邀請個別團體為校提供服務時，時用「購
買服務」這字眼，過程需要投標、報價和簽訂合約；我當
然明白與撥款或財務安排有關。但語言絕對有影響現實
的能力，學校同事全心地、認真地跟進這些程序（這不是
錯），又或以此等程序，成為服務的重點或全部；價錢、
服務提供者學歷、年資、時間、形式一應俱全；反而對於
服務理念，家長、學生、老師的需要的討論乏善可陳，更
遑論去認識服務提供的人或機構，在信念、風格及專長上
是否合適；反倒符合了價錢、資格和題目，就可「簽約」
了。

2. 是「同行」還是「過客」？
過往幾個合作經驗良好的學校，都有共通點，就是學
校負責與我們接觸的同事，都是在學校內服務了多年的老
師或社工，有時甚至是校長本人；他們掌握學生和家長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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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嫺 | 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需要，而且與他們「同行」多
年，已建立了信任。當我們參與
其中提供服務，都能事半功倍，
由於負責同事穩定，大家理念相
近，合作關係都能較長，與學生
家長「同行」成長，這種關係連結，
不是評估表可評出來的。
相反，多間學校的負責同事（以
社工為甚），年年換，隔年換，家長對我們外來機
構同事的熟悉，比本身的社工更甚，其實很可悲，我
當然明白這現象背後有很多因素引起，這些「過客」
同事，不但學生家長不會有期望，作為入校提供服務的機
構，也感到沒趣。若一位社工或輔導人員能陪伴學生渡過
六年，那種連繫，也許正是現代人心靈最缺乏的養分。

3. 是「對準需要」還是「跟潮流」？
與幾間合作無間的學校，每年的工作計劃大致都不
需要多談，只稍微調整一下便可，不是慣性操作，而是理
念清晰，對準學生家長的基本需要；心思反而是放於跟學
生與家長信任關係的建立上，有了信任，學生安心學習發
展，家長安頓好內心，好好陪伴孩子成長。說來簡單，實
是內功心法。
反觀，一些學校去年攻「兒童遊戲治療」，今年搞
「正向教育」，明年來個「親子靜觀」，這些學校來邀請
時，我只可承認不才，對某某課題沒有深入認識云云。這
種趕潮流趨時勢的態度，我不敢苟同。有時遇到說實話的
老師或社工，他們說沒辦法，要迎合家長的要求，這真是
天大笑話，老師或社工才是在這方面的專業人士，我們明
知學生或家長教育的向度不對，不去指正引導，卻來個迎
合，情可以堪呢？
這些都是同事們與學校合作時，一些感受和觀察，經
驗有限，難免偏頗。不能不說的是，那些專業、真誠又勤
力的校長、老師、校牧和社工們，我們由衷感謝和欣賞，
跟您們合作的過程中，常讓我和同事，在稍微灰心的日子
裡，重燃希望和熱情。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推動
「校牧事工計劃」

籌款目標：港幣八十四萬元
本會為貫徹透過學校傳道服務宗旨及辦學願景，邀請
堂、校一同合作，推動「校牧事工計劃」，於本會學校內建
立基督信仰的文化。為此堂會需額外聘請同工差派到校內事
奉，以學生、老師及家長為分享福音與牧養關懷對象。
事工推動實需龐大的經費，現藉著今年九月的教育主
日，敬請各堂為校牧事工進行捐獻，深信同道同工本受託與
分享精神，當樂於奉獻。是次籌款目標為港幣八十四萬元，
作為支持本年度14間堂校合作推動之校牧事工。
敬請本會各堂於本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五）以前，把
彙集捐款總數以劃線支票（抬頭請書「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或“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或銀行入數紙及捐款名單交回本會會計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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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事工計劃」。凡捐款HK$100或以上
者可獲發收據作申請免稅之用，捐款HK$100以下者恕不另發
獨立收據。
如對於捐款辦法有任何問題，敬請致電23971022與會計
部陳玲姑娘聯絡。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把心安頓好」家長小組
簡

介： 父母若能安頓好內心，梳理好情緒，必能作孩
子更好的同行者。組員將透過「靜觀」練習、
伸展、腹式呼吸、閱讀、繪畫等不同方式；接
觸、了解與接納自己不同的狀態，達致平復內
心，作個能陪伴與引導孩子的父母。
日
期： 2019年10月16日至11月20日
（逢星期三，共7節）
重 聚 日 ： 2019年12月18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10時至12時
地
點：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樓講室
（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導
師： 梁玉嫻姑娘
對
象： 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名
額： 15人
費
用： 每位＄1,100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A2wcN3T2m4u1gdLRA
查詢電話： 23971495 謝小姐／梁姑娘
中心網頁： 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面書：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愛做父母」家長講座
2019-2020

導

師： 陳廷三博士

日期及主題：
2019年10月19日（六）—怎能不玩！
2019年12月14日（六）—孩子願意主動接觸的師長
2020年2月15日（六）—愛子可有方程式？
2020年4月25日（六）—從懲罰的意義看管教的方向
2020年6月27日（六）—子女不需離地的安慰
時
間： 晚上7:15至9:15
上課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禮堂（旺角弼街56號基督
教大樓2樓）
對
象： 為人父母及準父母
名
額： 每節200人
費
用： 每節每位＄200
網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YXCxixXbtrwLr2VS2
查詢電話： 23971495 謝小姐／梁姑娘
中心網頁： 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面書：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生命中為人父母的歷程
Parenthood in Life」
孩子出生至小學階段
導
師：陳廷三博士
日期及時間：
（1）2019年11月1, 8, 15, 22日、12月6, 13, 20日及
2020年1月3, 10, 17日
星期五上午9:30至中午12:30
（2）導修課：2019年12月6日及13日
星期五下午2:00至3:30
上課地點： 本會三樓306室
（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對
象： 家長或從事家長教育工作者
（如：教會牧者／教會領袖／
社工／輔導員／心理學家）
名
額： 30人
費
用： 每位＄5,940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4CbqaiTZc9PXw7pV7
查詢電話： 23971495 謝小姐／梁姑娘
中心網頁： http://fssctr.hkcccc.org/
中心面書：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滙 聲．7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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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人事動態

聖頌團舉辦成立三十五周年華文詩歌經典獻呈頌唱會
信徒培育部聖頌團定於九月二十二日（主日）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
分，假長老堂舉辦成立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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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堂詩班員、信徒、
本會學校合唱團員、學生及家長出席；費用全免，歡迎自由奉獻，奉獻將
用作推動區會聖樂事工。又，聖頌團原定於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前赴
廣州進行之聖樂事奉交流，因堂會未便接待，故活動取消。

青年小組及學校事工小組已合辦「堂、校青少年牧養集思會」
為讓前線校牧團隊及青少年事工同工，在新學年開始前有交流分享機
會，以回應香港當前處境，對青少年作出適切關顧牧養與同行，信徒培育
部青年小組與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已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假望覺堂
合辦了「堂、校青少年牧養集思會」，共三十八位同工出席。其後按聚會
中的分享，設計了四款以「照顧自己」、「鼓勵」、「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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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牧職部已舉辦處境牧養交流會
為回應香港當前處境，堂會牧者在事奉中倍感壓力，神學牧職部已於
七至八月份的四天早上，分別在區會（30/7）、公理堂（7/8）、大埔堂
（15/8）及屯門堂（23/8）舉行處境牧養交流會，由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
主領，各次聚會平均出席人數約十人。

新聘同工：嶺東堂自八月一日起，聘得吳雪容女士為該堂宣教師，任
署理堂主任職；錦江紀念禮拜堂自七月十六日起，聘得馬文強先生為該堂
宣教師；基富堂自七月十四日起，聘得寇海成先生為該堂宣教師（部份時
間）；基禾堂自七月十日起，聘得畢筱芬女士為該堂宣教師；基道堂自七
月一日起，聘得馮敏寧女士為該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錦江紀念禮拜堂福音幹事梁家文先生自八月十六日起離
任；基富堂郭海笙宣教師自七月三十一日起離任；基禾堂曾清雲宣教師自
七月十日起離任；嶺東堂署理堂主任游子偉宣教師已於六月十二日離任。
人事動態：灣仔堂羅國柱宣教師，自本年八月至二零二零年七月底，
取得安息年進修假期；基禾堂鍾立光牧師自七月一日起，繼續擔任該堂牧
師（部份時間），為期一年。

鄧達強牧師及鄧達榮牧師丁母憂
基道堂鄧達強牧師及基真堂鄧達榮牧師之母親（富善堂李煥華牧師
之奶奶）梁菊愛女士（灣仔堂會友），已於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息勞歸主，
安息於主懷，在世寄居九十三載。其安息禮拜已於八月四日晚上假世界殯
儀館舉行，翌日上午舉行出殯禮。請在禱告中紀念兩位鄧牧師及李煥華牧
師，願主安慰其家人。

基愛堂馬偉晞宣教師丁父憂
基愛堂馬偉晞宣教師之父親馬恩勝先生已於八月十七日主懷安息，
安息禮拜已於九月一日（星期日）晚上八時假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九月
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時舉行辭別禮（出殯）；願主安慰馬宣教師及其家
人。

神學牧職部已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
為回應香港社會氣氛持續緊張，神學牧職部已分別於八月五日、八
月七日及八月十四日於區會、望覺堂及屯門堂，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
會」，讓各堂信徒同心為香港的平安禱告，在亂世中堅守信仰；各次聚會
平均出席人數約二十多人。

活動取消：校牧事工十周年感恩聚會暨交流會
因應現時社會情況，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原定於九月十八日舉行
之「校牧事工十周年感恩聚會暨交流會」決定取消，敬請已報名的校長、
老師及教牧同工留意。

本年婦女聯誼郊遊活動將停辦一次
因應現時社會情況，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決定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
動將停辦一次。

區會人事動態
社會服務部於本年八月開始，新設學前駐校社會工作服務，辦公室設
於區會305室，學校支援服務社工督導主任陳玉娟女士調任為是項服務的
服務主任，新聘服務秘書林小滿女士及服務幹事林冠旗先生，已於八月履
新；整個團隊新聘九位社會服務員，為十六間幼稚園／幼兒園提供駐校社
會工作服務。
社會服務部學校支援服務新聘社工督導主任林怡君女士及歐陽新群女
士（半職），已於九月一日履新。學務部新聘教育心理學家黃睿忻先生，
已於九月二日履新。事工部助理事工幹士黃嘉慧姊妹自九月起離任。

沙田堂舉行三十七周年堂慶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
沙田堂定於九月十五日（主日）下午三時正，假沙田培英中學（沙田
禾輋邨豐順街9號）一樓禮堂舉行三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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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灣堂開植牛頭角分堂
柴灣堂於今年一月五日在牛頭角開植新分堂，除星期六開展黃昏崇拜
外，亦舉辦家長小組及英文班，以服事牛頭角區坊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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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師座談會
教育事工部定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於長老堂及區會舉辦新
聘教師座談會，屆時所有本會直屬及有關學校之新聘教師將會出席；本年
度新聘教師逾二百人。

校務動態
何福堂夜中學已於本年九月一日起停辦。

人事動態
新聘校長：自九月一日起，全完中學聘得葉天祐先生為該校校長；譚
李麗芬紀念中學聘得鄧智光先生為該校校長；桂華山中學聘得黃仲良先生
為該校校長；基法小學聘得鄭家寶女士為該校校長；方潤華小學聘得陳恩
瀚先生為該校校長；基華幼稚園聘得鄭艷卿女士為該校校長。
校長調任：自九月一日起，桂華山中學鄭禮林校長調任為基元中學校
長；基法小學翁美茵校長，調任為何福堂小學校長；方潤華小學陳章華校
長，調任為基華小學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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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本會四年）及全完幼稚園朱逢
招校長（服務本會十二年），自九月一日起離任。

校長榮休
校長榮休：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方順源校長（服務本會二十九年）、基
元中學陳俊傑校長（服務本會二十三年）、全完中學黃偉耀校長（服務本
會十八年）及何福堂小學周任玲校長（服務本會十二年），自本年九月一
日起正式榮休。本會感謝四位校長過往多年投身教育，作育英才，不遺餘
力，貢獻良多，祝願四位校長退休後生活愉快，主恩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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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