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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中見證福音
傳道服務一直是本會實踐上主使命

的政策與路向。傳道是指透過宣講福音，呼喚人從罪中回轉，

認信基督為主和救主，歸向上主，得永恆和豐盛的生命。服務

是指透過關懷與服事的行動，給人帶來上主毫無保留的愛，使貧

乏的、受困的、被壓的和憂傷的得幫助，生命復得喜樂、平安與希望。

罪，並非只關乎個人靈性的，也涉及群體的和制度的。因此，福音不止看重

個人悔改，也要解決那些使人成為被罪者的群體和制度的敗壞問題。也即是說，

福音除了引領人到基督跟前，受洗加入教會成為上主兒女，也要在社群中見證福

音，轉化腐敗了的社會風氣、習慣和制度，為世人帶來新的出路和希望。

本會在一九六八年的《主的教會》，一九九五年的《時代宣言》及一九九八

年的《特區時代宣言》均提到，教會是耶穌道成肉身的延續，要以僕人的樣式，

透過愛和施與，去服事、幫助、醫治人，尤其關顧貧窮和弱勢的人。回顧過去這

幾個宣言，我們看到本會的鮮明立場，就是首先強調，教會要以耶穌道成肉身的

樣式，進入人群去實踐使命（馬太福音九35-38）；同時也要以具體行動，優先關
懷貧窮的和弱勢的，去彰顯上主對人的憐憫。

一九八一年本會總幹事汪彼得牧師倡導「向貧窮人傳福音」為本會長期的宣

教策略。汪牧師的倡導提醒了我們，社會中仍有很多貧窮人，他們的身心社靈等

範疇，均面對挑戰。為此，教會應常向外看，將眼目放於社會，尤其留心那些活

在貧窮線下的人，並矢志將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因着基督的豐盛福音，縱然

面對現實生活的困乏，能有新生命、新希望。

近年，普世教會協會的福音與宣教委員會倡議：從向邊緣群體宣教到由

邊緣群體主導宣教的新導向 (From Mission to the Margins to Mission from the 
Margins)。這倡議正正與本會以貧窮人的需要為本的宣教導向相呼應，即教會無
論是見證福音或服務人群，均須深入社區了解民情，並由邊緣群體的生命所需來

主導宣教事工。

面對未來，我期望本會同仁一方面能重新認定，無論是傳揚福音還是關懷服

事，都以社會上那些迷失的、傷心的、貧窮的和邊緣的人為主要對象；同時，教

會也以見證耶穌在社會中為己任，無論香港處境如何，本會仍在此城守望，與香

港人同行前路。（參《時代宣言》（1995）三、使命的落實2）。（待續）

屬靈雋語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𥚃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

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二章 19 節下 - 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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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的帶領，區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下午二

時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

校長會聯會」籌備啟動禮，典禮由執行委員會主席陳應城

教授、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註及教育事工部主席黃成榮教授擔

任主禮嘉賓，分別負責祈禱、勉勵及致詞；另區會中學校

長會主席葉天祐校長、小學校長會主席梁淑儀校長及幼稚

園校長聯會主席莫苑萍校長分別介紹所屬校長會會務及組

織架構。因疫情影響，當日除主禮嘉賓及小學校長們現場

實體參與外，典禮亦同時以ZOOM形式進行，氣氛熱烈，
過程順利，榮耀上主！

「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成立的主要目

的，是加強區會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的聯繫和發展，舉行

聯合活動，組成學習團等，期望連繫3年幼稚園教育，6年
小學教育及6年中學教育，合共15年的教育理念，發揚區會
辦學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由3個區會校
長會組成，分別為區會中學校長會、區會小學校長會及區

會幼稚園校長聯會。區會學校共83所，包括：由區會作為
辦學團體主辦的中學20所，小學22所及幼稚園6所；與區
會關係密切的有關中學6所，小學2所及幼稚園1所；由堂會
主辦的中學1所，小學5所及幼稚園20所。83所學校教職員
總人數約4,000人，學生總人數約40,000人；學校分佈於香
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在不同地區，同心見證基督，

服務社群，榮神益人！

「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籌備委員會已

經成立，首屆主席為梁淑儀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油塘））；而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三個校長會已分別

安排3位校長出任首屆籌備委員會職員，名單如下：

中 學：葉天祐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陳美儀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梅浩基校長（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小 學：梁淑儀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蔡世鴻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林偉雄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幼稚園：莫苑萍校長（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幼稚園）

    謝秀貞校長（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
    黃秀麗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幼稚園）

「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將舉行聯合活

動，暫定於二零二一年十月舉行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

校長聯誼活動；於二零二二年二月舉行「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聯校教師發展日」。日後，將再

按發展需要組織聯合活動，共同推展區會教育事工，服務

社群，見證基督，榮耀上帝！

註：籌備啟動禮當天蘇成溢牧師抱恙未能出席，謹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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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跨科目合作
由通識教育科負

責協調，中文科、設計與
科技科、科學科、歷史科、電
腦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配合，結合正推行的「SELF•新•活
計劃」，合力推行以社區為本的跨科目
專題研習計劃。

各科結合其課程要求，同時培養學
生不同能力。通識教育科老師負責安排
考察活動、教導學生進行資料搜集及分
析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的方法；中文科
老師協助學生結合考察活動的經驗，運
用中文知識完成作文；普通電腦科老師
教授學生將水質數據製作成不同圖表及
在文字報告中加入電腦效果；綜合科學
科老師則以棄置塑膠廢料對環境的影響
為教學主題，進一步討論水質污染對生
物造成的影響，教授學生製作濾水器。

丙、外界資源
計劃主要在多元學習津貼及全方位

學習津貼支持下開展，添置所需要的儀
器及物資。此外，本校積極尋找外界支
援，與創新科技團體、非政府組織、地

區團體及區議員建立
合作關係，而每次學
習活動均由長者義工
擔任導師支援學生，
讓 學 生 了 解 社 區 狀
況，尋找合適素材完
成活動。

 總結
「春江水暖鴨先

知」。我校坐落屯門河
旁及屯門公路側，讓
學生以河水及公路作
為探究對象，正是由
生活出發，希望我們
的「鴨仔」透過親身
體驗，更關心社區，
而且游得更遠。

感恩近年有機會參與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的計劃（CIIF）。計劃提供機會讓
學生親身與不同社區人士接觸，使學生
更了解他們的需要，在「衣、食、住、
行」方面，利用所學的知識及技能，配
合老師的指導及輔助，回應社會需要，
解決社區人士面對的問題。

多年反覆的嘗試證明，親身體驗學
習方式可令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因為體
驗式學習對引發學習動機、拓展議題探
究的深度及價值觀念建立，對視覺型、
聽覺型及感覺型的學生，均有不錯的果
效。此計劃後，學習型的社區學習平台
逐漸形成，在二零一九年，學校就擬訂
了「1.5公里體驗式學習圈」計劃。

 計劃理念
體驗式學習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學

習模式的方式，在這種學習方式下，體
驗是基礎，學習者成為學習的中心，不
再被動地從老師、課堂、課本中接收知
識，而是自動自發地投入到體驗中，並
在體驗中感悟、觀察、反思、概括，
並將其「體驗所得」應用於新學習情
景中。本校利用「1.5公里體驗式學習
圈」，以跨科目專題研習作為實踐，讓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親身走進社區，
與不同的社區人士建立聯繫，探索各類
社會問題，並利用創意去解決問題，以
達致營造學習氣氛，提升學教效能。

 實踐策略
「1 . 5公里體驗式

學習圈」的實踐由課程
設計、跨科目合作及外
界資源三個主要策略配
合而成，可參考以下示
意圖：

甲、課程設計
本校構思建立服

務社區及探討社區問
題的平台— 1.5公里
體驗式學習圈，以學
校作為中心點，就課
程內容發掘區內的社
區議題及資源，設計
在1.5公里半徑內進行
學習活動，製造不同
的體驗式學習機會。

具體實行項目包括：

A. 水質監察：就社區環境的
問題，以「飲一口屯門河水」
為題，設計水質監察活動，讓學生
親身檢測屯門河三處地方的水質，
以獲取一手資料進行跨科目專題研
習。在綜合科學科學習水質污染對
生物造成的影響及製作濾水器，而
在設計與科技科就設計研發模型
船，清理河道垃圾，希望最終以
「飲一口屯門河水」，啟發學生對
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B. 人口老化議題教學：人口老化將會
在未來成為香港最重要的社會問
題，中一學生從迎新日開始就接受
義工訓練，定期進行探訪長者活
動。而本校成立學校長者中心，善
用長者生活知識，教授學生製作傳
統節慶食品及手工藝，增加長者與
學生共聚時間。

C. 空氣監察：屯門區一向是空氣污染
的重災區，於是，學校就設計「健康
空氣社區」學習活動，制定一系列量
度空氣污染指標，中五級學生及長者
義工選取屯門區內十個「空氣污染黑

點」，親身量度以上地點五天的路邊

空氣污染物、車流、行人路寬度，分

析環境與空氣的關係，並利用科技作

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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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城中熱話，必然是「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
劃」，各個媒體紛紛報道有關疫苗的新聞和資料，包括接種人
數、接種者的身體反應、世界各地的接種經驗等；社交媒體用
戶也爭相在媒體中發表意見、轉載資料、討論應否接種等，大
家都十分關心這項大事。基督徒關心社會，不但關心個人和社
會大眾的福祉，同時以信仰角度思考社會事務。順應潮流，筆
者也收集了一些資料，與君分享；戴上頭盔，筆者並非醫學專
家，斷不敢妄言，閣下的醫療事項，還請請教專家。

復必泰和科興
以現時為止，香港政府引入了兩種疫苗復必泰和科興，

並且開始了兩階段的接種計劃。先了解復必泰。這款疫苗英
名為BNT162b2，中文名為復必泰，由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
研發和製造，是基於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平台針對
新冠毒病研發的一種疫苗。根據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刊登的論文“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BNT162b2 mRNA 
Covid-19 Vaccine”，對於16歲以上的接種者，保護率達
95%。副作用方面，這論文指出 83%人會接種處局部疼痛、
47%疲勞、42%頭痛等。袁國勇醫生指出，每100萬人有10人
（0.001%）會對疫苗裡含有的多聚乙醇產生過敏，出現哮喘
或紅疹、風癩、舌頭腫脹的副作用，疫苗接種中心或私家醫生
需備有腎上腺素，預防以上反應。由於這批復必泰疫苗內裡的
mRNA將會大程度地刺激免疫系統，導至約14%的接種者會出
現發燒等副作用，這並不適合為患有「非常虛弱」的長者接
種。他指出，倉鼠實驗證明接種疫苗後身體已有即時性的保護
作用，對抗疫極有幫助。以色列去年十二月開始施打疫苗，全
國約900萬人口已有約40%接種完畢，接近400萬人已注射建
議的2劑輝瑞／BioNTech疫苗，另500多萬人則已注射一劑，
疫苗對無症狀感染的保護力達到94%。以色列衛生部次長李威
（Yeheskel Levy）表示：「已完整接種疫苗的人口和未接種疫
苗人口相較，染疫的發生率已大幅降低。從COVID-19住院病
例明顯減少可見。」

科興疫苗，原名為克爾來福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CoronaVac），是中國生物製藥公司科興生物開發的新冠病
毒病疫苗。克爾來福是一種滅活疫苗，由已殺滅的病原體製
成，通過其中的抗原誘導接種者體內細胞產生免疫功能。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學感染與免疫副教授羅大海表示，這是以比較
傳統的方法製成的疫苗，滅活疫苗使用廣泛而且非常成功，
例如狂犬病疫苗。今年一月十三日，科興董事長發佈了一組
數據：土耳其第三期臨床測試有效率達83.5%；印尼三期臨牀
試驗保護率為65.3%；巴西三期臨牀試驗從二零二零年十月開
始，試驗結果顯示重症保護率達100%，對高危人群總體保護
率達50.3%。有論者認為保護率只有50.3%，實在令人失望；
然而這次是應用在一些高危的醫護人員身上，而且第一和第

你打唔打？
二劑疫苗接種只相隔兩星期。如今，根據相關資料，
香港的做法是相隔四星期才接種第二劑，效果相信會更好。
副作用方面，對於18-59歲的接種者，出現頭痛的副作用為
1.4%，作嘔為1.4%，肌肉痛為2.1%。雖然副作用不大，五
類人士仍不宜接種：1）對所接種疫苗中的成分，或生產工序
中使用的物質過敏，或曾接種同類疫苗過敏；2）過往曾發生
過疫苗嚴重過敏反應者；3）患有嚴重神經系統疾病者；4）
患有未控制的嚴重慢性疾病者；5）懷孕期或哺乳期婦女。

比較復必泰和科興，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
宇隆教授表示，兩款疫苗各有千秋：科興疫苗—低風險，低
回報（保護率）；復必泰—高風險，高回報（保護率）。他表
示：「以我為例，我接種了科興疫苗……我家族中有成員曾有
嚴重過敏，加上我個人的年紀、工作環境、生活需要等綜合
考慮，科興疫苗十分適合我。建議市民未來也可循近似的方
向作出選擇，積極接種。」

關於疫苗的討論
雖然在香港有部分復必泰疫苗和科興疫苗的接種者出現

嚴重反應，甚至死亡，然而醫學界一直以科學研究來察驗這
些案例是否與疫苗有關。如上文“Safety”顯示，在復必泰
疫苗研究中，有兩名接種者在研究追蹤期間死亡，死因分別
為動脈硬化和心跳停止，但兩者都被判斷與疫苗無關。而同
期，亦有四名接種「安慰劑」（即無打疫苗）的試驗對象離
世，死因為中風、心肌梗塞或死因不明。可見接種者的死亡
不一定與疫苗有關，換句話說，他們即使不接種疫苗，他們
也可能因自己本身的疾病離世。至於科興疫苗的死亡資訊，
截至二月二十八日，全球共有4,400萬人已接種科興疫苗，
56人死亡，當中有20宗個案為心血管疾病，年齡介乎50至98
歲，均被評估跟疫苗無關。相對香港的病史，二零一八年平
均每日有1.3人死於糖尿病及其併發症，10.3人和8.3人因冠心
病及腦血管疾病死亡，二零一九年有7,300人次因心肌梗塞入
院，10,300人次因急性中風入院。故此，接種者死亡與疫苗
的關係，需要蒐集大量的資料，包括當時人的病歷、整體社
會的反應、世界各地的數據、與參考測試（reference）的對
比等，才能確定兩者的關係。然而，綜觀全球數據，兩款疫
苗都十分安全，可見「先後次序」不一定等於「因果關係」。

香港和內地的接種計劃不同。香港首先為60歲以上人士
接種疫苗，因為他們的死亡率最高。相反，國內則先為18-59
歲接種，特別是那些高風險和高傳播人群。然而隨著新冠疫
苗臨床研究數據的不斷完善和疫苗供應量的不斷增加，疫苗
接種目標對象亦逐漸擴大，香港開始了第二階段，開放給30
至59歲人士等14個優先群組，而北京等大城市亦開始為60歲
以上人士接種。

不少醫學家和醫生都鼓勵市民接種。袁國勇認為，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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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2021年5月13-25日）

存留在我的愛內，
你們將會結出許多的果實

（約十五5-9）

一、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

日期：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30
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0號)
講員：蘇成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疫情關係，今年不設茶點招待

二、英語合一崇拜

日期：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8:00
地點：聖方濟各堂（九龍深水埗石硤尾街58號）
講員：Rev.	Will	Newman（香港聖公會）

三、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

日期：2021年5月22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30
地點：聖瑪加利大堂（香港跑馬地樂活道2A）
講員：陳謳明大主教（香港聖公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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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21年合一祈禱週靈修資料

歡迎到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網站	(http://www.hkcc.org.hk)
下載祈禱週靈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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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致電	2368	7123，或電郵至	sukyi@hkcc.org.hk
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助理執行幹事彭小姐聯絡

會大約有70-80%的市民接種疫苗，疫症的傳播點才會基本上
斬斷。同時，我們應該繼續做好個人防疫保護、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注意家居衞生、記錄行程等。願香港早日
康復！

打針的信仰反省
有關疫苗接種的新聞和資源多不勝

數，而在我們參閱和分析這些資料時，難
免帶著過去一兩年的情感，判斷是否相信
這些資訊。筆者承認，若不是經過醫生弟
兄解釋，再花上時間精神閱讀和整理，自己

也因著自己的限制而陷入無知之中。對事物的
「不懂」，我們可以將勤補拙，花些時間精力，一步一步了解；
然而，如果我們首先先入為主，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情感
凌駕於理性，其實是我們生命的軟弱。作為基督徒，我們被呼
召天天跟從主。活在大時代中，每天大量接收似是而非的偽術
語言、煽情動人的文宣、慷慨激昂的宣告，以及惡語傷人的威
嚇。保羅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十二2）「效
法」，英文為conform，意思是不要被這個世界「塑造」你的
人生，換句話說，即是不要隨波俗流。當身邊不少朋友都有相
同的想法時，更需要留意這是否上帝的心意。保羅續道：「察
驗何為上帝⋯⋯的旨意。」我們需要每時每刻辨別上帝的心
意，因為我們常常被世俗和自己的聲音主導自己的人生，這都
不一定是上帝的心意。關於上帝的心意，筆者有兩點分享。

首先，辨別上帝的心意需要理性。熙篤會修士、明谷修
院院長伯爾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1091-1153）被尊為
中世紀靈修之父。伯爾納德重視個人與上帝互動的關係，神
學是為認識上帝（to know God），非有關上帝的知識（not 
about God）。神學知識和理性是用來使我們更愛上帝，更能
夠辨別上帝的聲音，因為上帝斷不會要求我們做一些違反真
理、有違常理的事。他警告，沒有理性和知識的宗教熱情是
危險的，我們必須學會事事辨識（林前五）。以接種疫苗為
例，我們應該嘗試參閱更多資料，而非一些過於簡化的懶人
包；分辨那些只顧自己利益的政客，和以專業學問分析事物的
學者，辨別他們的言論，注意他們的動機。「我所禱告的就
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
人。」（腓一9-10）

另外，面對內心政治上的偏好和情感，我們應該追求
「神聖的無我」（holy indifference）。屬靈操練的目標是一生
追求主的榮耀，放下自己的執著，釋放我們不再被心中的忿恨
和苦澀所纏，活在屬靈的自由裡。這稱為「神聖的無我」。唯
有在靈裡達至這狀態，我們才能分辨上帝和自己的聲音，並在
現實的處境中做有智慧的決定。要達至這狀態，我們不是追
求「空」，而是追求「滿」—被主充滿，也充滿在主裡（約
十五4）。這境況有如一隻水杯，浸入滿了清水的大水盆中，
水杯內充滿水，水杯又被水所包圍。我們同樣追求內心被主
充滿，同時又被主所包圍。所以，我們可以如此練習禱告：
（一）默想主的愛：每天感恩祈禱，數算上帝的恩典。唯有沐
浴於上帝的愛中，才能軟化自己的內心，不再自我中心，並且
深深地明白上帝的慈愛和美善，充滿喜樂。這感恩的操練，直

至驚訝自己比別人幸福很多，才算完滿。（二）認罪和悔改：
罪是心靈的疾病，沒有認罪，人不能成長。上帝是罪的醫治
者，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上帝必定赦免和洗淨我們（約壹一
9），幫助我們邁向信、望、愛。認罪祈禱時，先承認現實的
真我和理想中的我的差異，之後承擔責任，祈求主的憐憫，
亦緊記接受主的赦免，並且改過。認罪悔改不是為賺取上帝
的愛，而是使自己更溫柔，更敏銳上帝的憐憫，不再驕傲。
（三）讀經：讓經文擴闊我們的心。讀經時，嘗試留意作者的
寫作動機、思考經文與我的關係、運用心智和心靈慢慢讀，保
持警覺（attentiveness），讓經文向此時此地的自己說話。

其實，這次疫苗接種計劃，正正反映我們作為香港基督
徒這兩年來走過的路、流過的淚、受過的傷。這樣的信仰反
省，不是責備自己種種的不是；相反，這是醫治的時刻，這是
回到最偉大醫者耶穌的跟前，讓他的愛醫治我們、他的赦免包
紮傷口、他的話語成為屬靈的疫苗。甚願我們得蒙上帝醫治新
冠病毒，也醫治我們的創傷。誠心所願。

5滙 聲．764期



「孩子不是一張白紙或一個空

瓶」，這是Godly Play兒童靈性培育課
程的核心信念。

二零一七年，中心同工一起參

與了Godly Play的「靈性培育體驗工
作坊」。體驗後，大家也認同Godly 
Play引導屬靈生命成長的信念及運作
模式，於是邀請導師陳玉華及馬勵

勤夫婦到中心主領「家庭靈性培育課

程」，培訓家長在家庭中應用Godly 
P lay培育兒童靈性的信念以牧養子
女，並建立靈性穩札的家庭。至今共

四個年頭，舉辦了共五期，每期八

節的課堂。（有關Godly Play模式的
簡介，請參Godly Play網址：http://
www.godlyplayhongkong.org/）

社會強調功能、效率、物質消費

及倚賴沉醉網上世界等文化洪流，正不

斷淹沒摧毀孩子的生活甚至生命……究

竟，養育兒女，甚麼是靈性健壯成長

的根本？Godly Play培育兒童靈性的核
心信念有不少值得參考之處：

Wondering 無限想像
在Godly Play的核心信念中，靈

性是人的核心，而非德、智、體、

群、美其中一部分。而孩子並不是一

張白紙或一個空瓶，而是與生俱內有

神聖奇妙的觸覺和意識，對神的同在

和奧秘有所渴慕和經歷，更能深入接

觸及親近神。

換言之，孩子被造與生俱來有

靈性尋覓的原動力，父母的養育以及

家庭生活和空間安排上需要注意，

要過濾現實世界對孩子靈性孕育的

干擾，讓孩子有自由安穩的心靈空

間及營養去好奇、發現和感應上帝

（Wondering）。

主題故事
Godly Play的課節歴程有既定及

一致穩定的流程和架構，一步一步

引領孩子或參與者在主題故事中透過

帶領者精心設計的提問進入故事，透

過兒童或參與者全人（眼、耳、口、

鼻、手、心思等感觀）體驗的探索、

無限想像及自由的感應，去尋覓故事

隱藏的屬靈信息。穩定一致的流程有

助培養屬靈習慣，持之以恆，讓孩子

愈來愈能察覺神同行的經歷。

Response 回應故事
屬靈經歴並非抽象地以頭腦思

考默想神的話。每次主題故事後，兒

童或參與者有一段很充裕的個人回應

時間，期間可透過藝術創作或活動去

默想自己聽道後的個人內心迴響及發

現，在細細碎碎的沉澱孕育中整理自

己屬靈的感應。

趙國慧︱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輔導員

父母不需扮演「屬靈超人」
Godly Play重視非語言的表達包括

默默無聲、安靜安頓及深度聆聽等。

引領者（在家庭中是父母）在精心設

計的提問後只需安靜聆聽（包括表

情、態度、語氣和動作等）孩子的回

應，讓孩子自由地分享自己的家庭靈

性經歷。父母的角色不是提供標準答

案（又或根本沒有所謂答案），而是適

當運用家庭生活的空間、時間、關係

和語言（及非語言），引導子女尋求及

親近神，讓孩子慢慢的呈現真正的自

己，經歴真確的靈性陶造和成長。

總結
有幸筆者自己能親身參與課堂，

在一致又穩定的既定流程中經歴自己

靈性尋覓的原動力。很記得導師陳

陳、勤勤對父母的其中一個提醒：要

在孩子的生命留下一堂他／她自己終

身想尋覓的道！

感謝導師陳陳、勤勤過去四年給

中心同工及參與家庭的啓迪及同行，

未來中心的「家庭靈性培育課程」需

暫告一段落，願陳陳、勤勤在Godly 
Play培訓路上繼續得力，讓更多人在
靈程上好好歸回！

註：文中部份文字撮自Godly Play網頁中的簡介。

「家庭靈性培育課程」的

滙 聲．2021年4月6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電話：2397	1495
傳真：2787	3949
電郵：fssctr@hkcccc.org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辦

「請我心安頓」
個人成長工作坊

處身亂世，如何心安？這是你此刻，甚或一直猶豫的提問嗎？

來，與同路人結伴，讓自己不至孤單、落單；

喜動身心，一起修習，掌握方法，並應用於日常之中。

好讓心靈安頓，安穩過生活！

導　　師：	魏紹彤（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心靈教育」資深
培訓導師、教材作者及「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
課程」特約講師）

日　　期：	2021年6月22,	29日，7月6,	13日	
（逢星期二共4節）

時　　間：	上午10:00-下午12:30

地　　點：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4樓禮堂

名　　額：	20人

費　　用：	每位$1,200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	
9LhGFxwDzSxqvpor8

查詢電話：	2397	1495	謝小姐／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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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心靈之間」系列之生活日常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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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一至兩課完成一個創作。

導　　師：	廖國康先生（視覺藝術碩士，註冊社工）

對　　象：	任何有興趣透過藝術創作去減壓及為自己尋
找心靈空間之人士

日　　期：	2021年4月9-30日（逢星期五共4課節）

時　　間：	晚上7-9時（每課節2小時）

費　　用：	每位$1,500

材	料	費：	$100（曾參與「藝術與心靈之間」課程人
士，包括顏料及其他所需物資）

	 $200（從未參與「藝術與心靈之間」課程人
士，包括一套私人畫筆、顏料及其他所需物
資，私人畫筆可在課程結束後帶走）

備　　註：	參加者須自備圍裙

名　　額：	6人

上課地點：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	
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
GUApk5Y6dmDMaoKZ9

查詢電話：	2397	1495	謝小姐／趙姑娘

中心面書：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合辦

「情牽父母心」家長講座系列

內容：	日期(六)	 主題	 講員

	
5月15日

	 我給孩子的，	 郭貞文女士
	 	 足夠嗎？	 現任香港家長教育學會主席

	
5月29日	 自身難保

	 鍾美儀女士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前委員

	
6月12日	 焦慮難逃

	 蘇育欣博士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

	
6月26日

	 獨一無二	 黃意萍女士
	 	 的孩子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系兼任講師

	 	 	 梁紹龍先生
	 7月10日	 明瞭爸爸心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委會
	 	 	 (教育主任)

對　　象：家長或從事家長教育者

上課形式：實體及視像同步進行（報名時可選擇）

時　　間：下午2:30-4:30（每節2小時）

上課地點：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4樓禮堂

名　　額：實體課40人，視像課不限

費　　用：每節$100，連報5節$450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
FxDzomEov7EyH3wNA

查詢電話：2397	1495	謝小姐／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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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禮

本年度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禮定於四月二十四

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

幼稚園校長聯會已舉行聯校教師發展日

幼稚園校長聯會已於三月十九日上午假全完幼稚園

舉行聯校教師發展日，由余國健先生擔任專題講員，講

題：「善意溝通」；活動以ZOOM形式進行，參加同工約

450人。

學務部已舉行「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

為加強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的聯繫與發展，學

務部已於三月二日下午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區

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籌備啟動禮；當天

典禮同步以ZOOM形式進行。

富善懍遵堂舉行獻堂禮

富善懍遵堂定於四月二十五日（主日）下午二時

三十分，於林村堂內舉行獻堂禮感恩崇拜，崇拜後隨即

舉行聖堂奉獻禮；是次聚會將按政府疫情政策，或以實

體或以現場直播方式進行。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天約堂自本年一月一日起，聘得張大

華牧師為該堂半職牧師；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自二月

二十八日起，聘得朱敬怡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同工離

任：合一堂葉青華牧師已於四月一日起離任；油塘梁發

紀念禮拜堂司徒嘉穎宣教師已於二月二十四日起離任；

田景堂陳玉標宣教師已於二月一日起離任。

王家輝牧師當選區會下任總幹事

執行委員會於三月十五日（星期一）的會議中，選

出王家輝牧師為下任總幹事，以接替九月一日起任滿提

早退休的總幹事蘇成溢牧師。

宣教師團契活動

宣教師團契已於三月八日舉行了「舞蹈敬拜」聚

會，共有21位宣教師參與。另，宣教師團契將於六月七

日下午舉行講座，題目：「掙扎於兩難之間—夾縫之間

的牧養」，由王家輝牧師及盧佩儀牧師分享，請各位宣

教師預留時間參加。

第八屆校牧課程

福音事工部主辦之第八屆校牧課程，定於四月十四

日（星期三）舉行第一課，請已報名者依時出席。

活動取消

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培訓小組原定於三月二十七日

舉行之「減壓工作坊（一）：拉筋鬆一鬆」，因報名人

數不足，活動取消。

稿　例
■	來稿可直接以電郵方式投遞文稿，稿件須未經發表，切勿一
稿兩投。

■	文章字數以一千至一千二百字為限。

■	發表文稿可用筆名，但來稿時請註明真實姓名、通訊地址、
電話、所屬堂／校單位，以便聯絡。

■	本刊對一切來稿有取捨及刪改權，如不願被刪改者，請註明。

■	來稿如欲自行保留版權者，請註明。

■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文論，不一定代表本刊及本會之觀點及
立場。

■	本刊所有文章，除已註明者外，歡迎引用、轉載作非商業用途，
但請事前徵詢本刊編輯同意。

■	來稿請電郵至	editor@hkcccc.org，請註明專欄名稱。

人事動態：長老堂自四月一日起，任命梁偉佳牧

師為該堂堂主任，同日起，張亦農牧師改任該堂顧問牧

師。合一堂譚婉薇牧師自四月一日起出任該堂北角堂署

理堂主任。梁發紀念禮拜堂自四月一日起，委任林玉英

牧師為該堂主任牧師，同日起，王家輝牧師改任該堂顧

問牧師。元朗堂盧佩儀牧師自二月一日起擔任該堂署理

堂主任。

同工榮休：屯門堂劉肖卿宣教師（服務本會共20

年）自本年一月起榮休；合一堂香港堂鄭煥圻宣教師

（服務本會共15年）自本年四月二日起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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