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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雋語
我們堅強的人應該分擔不堅強的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

悅。我們各人務必要讓鄰人喜悅，使他得益處，得造就。
—羅馬書十五章 1-2 節

感謝上主恩典，由今年九月一日起，我便會從總幹事的崗位退下，提早退

休。回望過去，自一九八五年起共三十六年的全職受薪的事奉路，全是主的恩

典。感謝上主揀選我這個卑微的僕人，受教會差使，為祂所用，事奉主、服事

人。願一切榮耀全歸給三一上主。

離任在即，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事奉路，來數算主恩。

	蒙召經歷： 一九七九年春，我在出席區會的新春青年大會中，聽到總
幹事汪彼得牧師向與會的青年發出邀請，會否獻身事主。會後的數月，開始在

祈禱、靈修、讀經及崇拜聚會，聽到主的呼召和聖靈的感動。經過一年多的尋

求，於一九八零年決定透過堂會推薦，申請成為區會公費神學生，更得到當時

仍未信主的父母支持。

	神學裝備與實習體驗： 一九八零年九月我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組，五年的神學訓練，先後在香港志道堂（1980-1981）、元朗堂
（1981-1983）、全完堂（1983-1985）實習，受李仰安牧師、黃恭儉牧師、吳
振智牧師和李清詞牧師的督導，學習將神學知識和牧養實踐結合。

	區會、堂會和機構的事奉： 第一階段（一年半）：一九八五年神學

畢業，受指派於周日在區會任程序幹事，向副總幹事問責；周末及主日在基

真堂任宣教師，在李信堅牧師的領導下作牧職事奉，至一九八六年底。第二

階段（七年多）：一九八七年應香港志道堂聘任為宣教師，一九八八年受區會

按立為牧師，一九九零年接任為主任牧師，至一九九四年；其間參與開辦在

青衣島的基博幼稚園，建立青衣志道堂。第三階段（五年多）：一九九四年至

一九九九年應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邀請並得區會批准外借，擔任社長，參與文字

宣教、學術出版和基督教文化推廣事工；其間被區會委派為嶺東堂和志道堂

（澳門）顧問牧師。第四階段（六年）：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五年經區會外借

擔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參與香港教會的普世合一運動：推動教會建造

可見的合一，聯絡教會在香港社會實踐公義和仁愛，促進香港教會與內地教會

交流及建立情誼，和加強香港教會與普世基督宗教的聯繫及參與；其間繼續任

堂會的顧問牧師。第五階段：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成為區會第五位總幹事，四

任共十六年；由二零一六年一月起至今，因應堂會的需要，任林馬堂的顧問牧

師。

離任在即，除了感謝上主豐盛的恩典，更感謝培育我、裝備我、造就我和

給我事奉機會的區會。此外，還感謝曾與我共事的區會職幹同事、教牧同工、

校長、社會服務主管、執委和常委，沒有大家的彼此配搭和同心事奉，不可

能有如期的果效。願我們每天都以感恩的心說：「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

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詩篇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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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奉路
數算主恩



鳴謝：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葉天祐校長（區會中學校長會主席）撰
寫及提供資料。

學校名稱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港
島

中西區
英華女學校 1900 蘇成溢 關翰章

灣仔區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2003 陳紹才 阮愛馨

港島東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1977 陳紹才 黃仲良

南區
培英中學 1879 蘇成溢 林淑芬

九
龍
區

九龍城
九龍真光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1872
2003

胡丙杰
陳紹才

李伊瑩
陳美儀

觀塘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1965
1974
1979

李志華
梁天明
梁天明

李淦章
呂以敏
姚靜儀

油尖旺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真光女書院

1967
1973

岑國欣
胡丙杰

李揚真
譚劍虹

深水埗
英華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1818
1966
1980

陳應城
陳應城
陳應城

鄭鈞傑
陳綺雯
梁媛琴

黃大仙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1970
1972
1963

岑國欣
杜仁廉
許俊炎

朱啟榮
薛昌華
張佩姍

新
界
東

北區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1969 李錦昌 翁港成

沙田區
沙田培英中學 1978 蒲錦昌 陳麗芬

大埔區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987 陳紹才 梅浩基

新
界
西

葵青區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1969
1977

黃成榮
蒲錦昌

葉天祐
夏麗珠

屯門區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1963
1990

王家輝
余　煊

梁文祺
鄧智光

元朗區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1982
1982
2002

張群顯
高一村
蘇成溢

鄭禮林
吳俊雄
劉家倫

區會中學（直屬、有關及堂辦中學共27所）＊

＊2021年6月1日資料

今年成立區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聯會，隨後三次

文章將分別介紹區會三個校長會（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讓大家認識區會教育事工，認識區會的學校。

成立宗旨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長會（以下簡稱校長會）

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舉行成立典禮，創會主席為蘇義有

校長。十一年後，正式註冊成為社團，至今近三十四年歷

史。校長會的成立共有四大宗旨：（一）加強區會中學校長

合作，促進聯校事工推展；（二）使區會中學校長有機會研

討教育政策，分享學校經驗，參與團契活動；（三）向校董

會、教育當局或外界反映學校需要及權益；（四）加強校長

與區會的溝通和合作。

顧問與會員
每年校長會均會邀請區會中學校監擔任校長會顧問，本

年度顧問共有十六位。

本年度校長會會員人數共二十七人，包括六所有關中學

校長，二十所直屬中學校長及一所堂會學校校長。

組織與工作
校長會設有職員會，共有七位職員，包括：主席葉天祐

校長、副主席兼司庫朱啟榮校長、靈修夏麗珠校長、書記張

佩姍校長、助理書記陳美儀校長、總務鄭禮林校長及助理總

務梅浩基校長。校長會定期舉行例會會議，每年約七次，一

般在每月第三主日後星期二下午舉行，例會除討論事項外，

亦會分享與教育相關事宜，以促進校長專業發展。

此外，校長會共設四個工作小組，包括：「區會事工小

組」、「學與教交流小組」、「副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培訓

小組」及「校長培訓及活動小組」。另一方面，校長會也是

一個校長們的團契，所有成員皆為主內弟兄姊妹，每次例會

均有靈修分享、唱詩時間；所有成員亦分為五個細胞小組，

大家彼此守望、代禱、勉勵和支持。

事工、活動及對外聯繫
校長會定期籌辦聯校工作坊、講座等，以促進區會學

校教師的交流，提升專業發展。校長會亦舉辦多元的聯校活

動，例如：區會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球類比賽等，發展區

會學生藝術、體育等方面的潛能。

與區會聯繫或協作的事工，主要包括：加強區會中、

小學銜接交流座談會、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禮、區會長

期服務感謝狀頒發典禮、聯繫區會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

師、推介區會慈愛券、協助賣旗活動等；為幫助會務發展，

校長會亦與外間機構保持聯繫；而校長會個別會員在不同議

會的參與，亦成為校長會與外間教育資訊交流的平台。

感謝與展望
感謝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與顧問們對校長會的指導和

勉勵，讓區會校長得到支持，不斷學習；期望繼續一起為主事

奉，服務學校及社群，榮歸上主。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長會

滙 聲．2021年7/8月2

陳俊傑︱本會學務總監專心專講  梁兆芬牧師︱基道旺角堂主僕之言



毋忘初心！不知弟兄姊妹想起甚

麼？又有何感想？

在二零一七年初，我偶然看到有

關惜食堂在天虹小學的一篇分享報導，

當中說及因很難找到地方提供食堂派飯

服務，但天虹小學卻展現出美好的見證

同果效。當時讓我也夢想：銘基書院會

是下一個可以派飯的飯堂嗎？但礙於當

時覺得很困難，於是只跟幾位友好分享

了想法。直到該年底，當我要提交成長

路向的計劃予執事會討論前，我丈夫突

然問我為何不將惜食堂的事工寫出來？

我仍說：「好難的，所以今年暫時不寫

了！」但他仍然鼓勵我要寫，說一試無

妨。結果，在二零一八年四月，我們靠

著主恩一關過了又一關，天父為我們開

展了這個在社區見證服事的好機會！當

中分享幾個較深刻的片段：

記得當天同李揚真校長分享這個夢

時，李校長二話不說：「好！天父帶我

來銘基書院就是要傳福音！雖然我不知

堂校合作是甚麼，但我們同心向天父禱

告吧！」

在申請的階段，有一位老友記靦

腆地問：「請問要坐多久才可取到熱飯

盒？」我聽完後好難過！我同自己講：

「我們絕不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強迫老友

記留不來！我們既不可急進，更要順從

聖靈的帶領。」有一日，送餐車因交通

阻塞遲遲未到，當大家正不知所措時，

我就突然想起可以同大家唱長者團契的

福音粵曲，我五音不全地唱了兩首歌

後，餐車就來了。第二日，我們如常地

閒話家常，怎知老友記卻問我們為何今

日不唱福音粵曲呢？從那天開始，我們

每次都唱兩首粵曲，然後才祈禱謝飯，

老友記均十分投入，熱衷參與！後來，

我們更邀請老友記主動報名出來表演福

音粵曲，我們送出乾糧作禮物鼓勵，看

見他們炯炯有神的雙眼及滿有尊嚴的面

容，好替他們感恩及開心！

有一個主日我去同學的教會證道，

分享了以上的這個見證，崇拜後那教會

幹事說他自己在外有學唱福音粵曲，現

好有感動每週可來一至兩次教老友記唱

福音粵曲。之後，老友記一邊聽粵曲一

邊吃飯，津津有味，個個都好開心！

我見到天父一直開路，更感恩是到聖誕

時，有兩位老友記因惜食堂這個服務而

皈依基督教並洗禮。所以，我們全會眾

一起見證天父這奇異恩典！

去年惜食堂負責人周先生介紹了

「速凍餐自助提取機服務」的新計劃，

因可讓受眾在24小時內自由取餐，我
們縱然有感動，但學校環境談何容易？

今年年初，周先生再與我分享說因大角

咀區缺乏安裝凍餐機的位置，以至服務

未能推出！

有感未來數年香港經濟仍不景，失

業及開工不足率均會上升，市民生活更

趨艱苦，而食物更成為因疫情而受影響

人士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如能安裝速凍

餐自助提取機，深信區內人士及銘基書

院的學生家庭也能受惠。我們同工都同

感一靈，再與校長分享盼可探索部份向

街的空間能否作出改動，以安裝速凍餐

自助提取機，改裝費盼可由教會會眾受

感動而承擔。

在農曆新年前，我們基旺家竟白

白收到20萬港元的首筆遺產奉獻，真
是天父奇妙的恩典，容我與大家娓娓道

來：

早前李校長聯絡我說：「有一舊

生家人透過校友會想聯絡教會，準備有

奉獻給教會。」不久，蔡女士（銘基

書院第3、4屆畢業生何兆榮弟兄的大
嫂）聯絡了我，並奉獻了20萬港元予
教會。

蔡女士分享說：「兆榮是我先生

的弟弟，不幸地他們兩兄弟都在去年相

繼因病離世。兆榮曾在浸會醫院治療，

他的主診醫生是基督徒，因而令他信奉

了基督教。他在離世前，還沒有加入任

何教會，亦沒有受洗；他未婚亦沒有子

女。他離世前向我透露，希望把部份遺

產奉獻給教會，銘基書院所屬的教會是

他選定的其中一間。」

究竟我們該如何善用各項資源？

正如主耶穌說八福的第六福：「清心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

帝。」（馬太福音五8）求主賜我們有
智慧，同心領受異象，清心看見天父的

心懷，能善用祂所賜的，既不浪費也不

白佔地土！天父又再次指引我們如何堂

校合作——學校慷慨借出地方，堂會就

善用部份遺產奉獻作改建及安裝速凍餐

自助提取機之用。

願天父給我們憐憫的心，服事

銘基、服事社區、與有需要的鄰舍同

行：「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實在告訴

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

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節錄自馬太福音二十五35-40）

弟兄姊妹，您們又如何呢？上帝

也曾有感動讓您想為主發夢嗎？請不要

放棄！求主為您我成就一個又一個天國

夢——毋忘初心——願我們能夠有更多

感恩的事呈獻，榮耀歸主名！接受惜食堂服務的其中一位老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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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 聲．2021年7/8月4

陳智衡博士牧師︱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沙田堂百年小傳

若論對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影響較大的華人牧師，張
祝齡牧師肯定是名列三甲之一。而他不單對合一堂有重要
的影響，更對整個中華基督教會發展也有著重要貢獻。

一．生平與服事
張祝齡祖父張彩廷是巴色會（Basel Mission，即今日

崇真會）會友，曾是太平天國戶部侍郎三千歲，戰死於杭
州城。 (1)其父張聲和自小接受巴色會教育及神學訓練，被
巴色會按立為牧師。他曾牧養深水埗堂（即今日深水埗崇
真堂），更成為「基督教巴色會香港總會」會長。張祝齡於
一八七七年在廣東東莞出生，其父就曾如舊約一般把初生
兒子獻給上帝。張祝齡回憶他父親挑戰他說：「汝為吾長
子，吾於汝誕生之初，已決意食舊約選民例，將汝亦當紹
箕裘，方為肖子，否則吾夙願莫償，非常疚心，汝亦未必
能擇善業。逾於服務天國，為一永受天（恩）之人也」。(2)

張祝齡十七歲進入東莞的李朗神學院接受裝備，
二十一歲神學畢業後，被巴色會派到惠陽、東江、河原
等地方服事。(3)一九零八年，張祝齡成為香港道濟會堂傳
道，一九一三年被按立為牧師。張祝齡自擔任道濟會堂牧
者後，他改革教會組織，興辦勉勵會和少年德育會，擴充
研經班，主日學，佈道會。對外，他協力創辦大光日報，
協助監獄佈道及海面傳道會組織。此外，他亦重興英華男
書院，擔任校董會書記數十年。他更被推舉為基督教青年
會會董及新界傳道會秘書等。(4)

二．中華基督教會與張牧師
自一九一八年中華基督教會的合一運動出現後，倫

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背景的道濟會堂
也加入其中，張祝齡把道濟會堂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會合
一堂」。 (5)他不單認同教會合一運動，更積極參與其中。
一九三零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會議在廣
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舉行。當時常會會議職員主席是誠
靜怡，而張祝齡則被推選為大會的副主席，並同時擔任
「審查大會記錄」及「翻譯員」兩職。 (6)此外，當時全國
總會差派梁小初成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代表，而張祝
齡則擔任副代表。(7)

到一九三三年全國總會第三屆常會議案中，其中一項
決議是為全國總會成立籌募基金四十隊，香港是其中一個
籌募基金小隊，而隊長是張祝齡。 (8)是次會議，張祝齡亦
被委派為全國總會的「教會經濟委員會」委員。 (9)張祝齡
在全國總會曝光率越來越高，在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
參與更是越來越重。例如在一九三五年，張祝齡與關恩佐
及方約翰等人組成廣東協會的特別委員會，一起在香港沙
田討論修改協會典章和區會規章事宜。(10)這可見中華基督
教會領袖十分重視張祝齡的參與。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中華基督教會在青島舉行第四
屆全國總議會會議，張祝齡這次除了是廣東協會的代表成

員外，他更被選為記錄編輯
委員長，可見他在全國總會
的角色和參與日益增多。是
次會議適逢在七七盧溝橋事
變後一週，張祝齡就曾表示
這次會議是在人心惶恐的情緒下進行，他在第四屆全國總
議會會議記錄的卷首語中說：

半個月中，全體代表，都聚精會神，把四年來
執委會，幹部，和十六個大（協）會的許多提案，
逐日依序討論表決，……雖天時酷熱，會址逼窄，
時局嚴重，心境不佳，然而各代表無不精神奕奕，
不憚煩苦，絕不以動魄驚心的惡耗，擾亂神系，而
變更議程。……

我覺得會場空氣，充滿了由上而來的靈感，和
我們由微而著的篤信，在市民騷動播遷，風聲鶴唳
的當兒，耳目所及，何嘗不提心吊膽，作萬一的準
備，可是一到會場，仍然又是若無其事的繼續工
作，日夜無間，更因當前的國難家危，表示非常懇
切的熱烈的真誠祈禱……(11)

張祝齡在這次全國總會會議除了擔任行政工作外，他
亦發表題為〈我們對於教會合一事工更進一步的步驟是甚
麼〉，張祝齡說：

回憶本會合一之初，表決命名中華基督教會。
這個名稱，遠在總會成立之前，已經倫敦會顧問議
會決定了。其時兄弟和誠總幹事，陳會長（秋卿）
都在場，萬不料多宗教會合一後，也同意採用，
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當然家名的理由，是教
會屬基督的，在中華版圖內，稱為中華基督教會。
那是天經地義，不用懷疑猶豫的。若在別一國，使
稱為某國基督教會。只要凡同意加入的教會，能把
各宗原有的背景歷史等：作一次的大犧牲，當他死
了，掩埋了，而這個合一的教會產生了。我們不欲
撩動舊事，再開倒車（在廣東方面，連長老的名稱
也犧牲不用，化以執事，足以表證忘後趨前，擁護
合一的苦心）：祗願抱定「往事已非，諸事更新」
的決心，「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
日生」的態度，要把名義合一之教會，更進一步，
而為精神的合一。(12)

當第四屆全國會議結束後，中華民國亦進入全面抗日
戰爭中。當時戰火烽煙四起，受戰爭波及地區的教會近乎
癱瘓。因大量基督徒撤離到西南地區逃離戰火，誠靜怡等
全國總會領袖開始認為若已有人才避難到西南地區，那就
可以考慮探索該地的福音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至十一月十三日，全國總會組織考察團到中國西南地區探
索宣教計劃。參與這四十五天行程的考察團有四人，包括
誠靜怡（總幹事）、蔡志澄（青年幹事）、李瓊階（武昌）

張祝齡牧師示範

「中華基督教會」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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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張祝齡（香港）。他們完成行程後，全國總會於一九三八
年十一月隨即在香港的沙田道風山舉行會議，報告考察團
的成果及商討「開拓邊省宣教事工」。當開始有關的宣教
事工後，張祝齡所牧養的合一堂有四位信徒為表支持這宣
教事工，故此一起奉獻一個風琴給予貴陽教會。(13)

三．受苦者張祝齡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發動太洋戰爭，隨即

揮軍進入英國殖民地香港。經過十八日的戰事，香港終於
淪陷，成為日本佔領地。因著英美是日本的敵對國，故此
對英美背景的教會也特別留意。日軍佔領香港不久，日人
已鎖定合一堂為需要調查的對象。由一九四二年五月到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期間，憲兵調查合一堂共十五次之
多。憲兵經過九次的調查後，張祝齡於一九四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上午被帶到西區憲兵部問話和遭到拘禁，日人認
定張祝齡是重慶間諜的疑犯。張祝齡憶述說：

一九四三年十月廿一日十一時，西地區警署忽
傳予往問話，蓋平日常常如此，不以為意，詎一到
則情形大異，獨坐牢外至下午三時，殺人王石井入
來問話，不數句、予不明所以，答非所問，則斥
於下跪，再問亦不滿所答，則以竹杖力樸，繼以木
棍，見予手杖在旁，拾而擊予肩背，我伸臂格之，
斷為三截，予雖痛，仍不知罪所在，乃施以放飛機
毒刑，背手綑吊，身懸空制，又以棍毒打無數，我
立暈，暈後縋臥地上，以水淋射，及醒，覺內外濕
透且凍，不能起行，則挾持入獄之十號室……(14)

張祝齡第一天入獄受刑後，共被囚禁共十九天，被如
此審問亦共有十一次之多，其間受盡酷刑折磨，他曾回憶
當時的情況：

一連數日毒刑屈打，斷折數棒，拳打腳踢，絕
不人道，所問不得要領，則施背手倒吊之刑，高懸
空際（刑名放飛機）頻以厚皮鞭打無數，力盡，又
著台灣通譯何本，以回藤纜結為雙鞭，猛力抽打，
頭面項背，吊不五分鐘，肩較已脫，吳以鞭打，我
氣窒暈絕如死，則鬆繩墮地，以冰水淋灌令醒，挽
入監房第十號，三次所受均如此，終無確據，死而
甦者三，宣佈殺頭者亦三，計共羈囚十九天。(15)

張祝齡除了經歷各種酷刑及殺頭威嚇外，他亦曾因三十
多小時滴水不沾而奄奄一息，幸得鄰室的囚犯指示，從此每
天才得到飯團兩個和熱水兩杯。此外，因張祝齡被憲兵帶走
時沒有人通知家人，所以完全沒有人知道他身在何處。因
此，當有人把張祝齡失蹤的消息告之日籍牧師鮫島盛隆的時
候，鮫島盛隆立即四處查探，過了很久才得知張祝齡被憲兵
隊帶到西區偵探部。於是鮫島盛隆與日籍基督徒平岡貞立即
到該處探望張祝齡，並且嘗試進行營救。(16)

張祝齡被拘禁期間，每天受盡折磨，不時被日本憲
兵力踢其身軀，這使張祝齡的部分胸骨移位。在監獄中，
張祝齡藉著信仰的幫助來渡過每一天。及後，他在祈禱時
求上帝給予他夢兆，好讓他知道自己能否離開。張祝齡後
來被釋放，就到執事曾本初家致電家人接其回家。醫生荷
連立即到曾本初家中給予張祝齡服藥打針，但可惜張祝齡
仍骨痛難止。之後，執事歐炳光介紹跌打醫師陳照施以手

術及敷藥包紮，經過二十多天治療後，張祝齡的傷勢才漸
漸復原。然而，因著張祝齡曾被三次背手倒吊，故其肩較
已脫，而且每次被綑綁的繩結重壓脈門，故手臂及掌失去
了知覺。跌打醫師陳照認為這需要電療方可痊癒，之後就
請西醫馬祿臣為張祝齡電療數十次，並且請人揉揑八個月
之後，張祝齡方才能夠執筆書寫。但手指仍然屈曲不能伸
直，而筋骨在風雨前夕亦頻頻作痛，這些痛楚更一直持續
多年。(17)

四．結語
張祝齡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五

歲。(18)香港教會在日治時期均受到若干重創，戰後大家都
急於恢復堂會教務。但張祝齡不單只關心合一堂的恢復，
他更關心整個香港的中華基督教會堂會。一九四五年香港
重光後，張祝齡所牧養的合一堂更承擔整個中華基督教會
新界堂會的復員工作，支援和協助這些堂會盡快復員和自
養。而當時元朗堂、屯門堂、大埔堂、全完堂、大澳堂及
長洲堂也因此才可以在短時間內恢復過來了。(19)

在時局動盪的日子，張祝齡的服事對今日中華基督教
會有很重要的提醒。張祝齡的家族與巴色會有深厚淵源，
他在巴色會成長，接受巴色會的神學訓練和思想教育。
但當他加入道濟會堂後就擁抱道濟會堂，他不單牧養和關
心自己的堂會發展，他關懷的眼目更廣及整個中華基督教
會。他肯定教會合一運動，擁抱整個中華基督教會，故此
他對整個中華基督教會也有著重要貢獻和影響。

張祝齡深知道在動盪時局及艱難歲月中，教會領袖及
地方堂會不能再各自為政，不能再各人只顧自己的事。而
是更需要彼此連結，互相支援，這才可以共同面對風浪。
「中華基督教會」這牌匾所蘊含教會合一的真諦，張祝齡
為今日的教會作了一個重要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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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少雲牧師︱國語堂特 稿  

我從小認識的端午節，是談及忠臣

屈原以生命作諫。他生於戰國時代屬楚

國人，忠心為國為民。可惜，楚王聽信奸

臣的讒言，將屈原流放驅逐。他因此內心

失望、悲憤不平，於是抱石跳入汨羅江。

楚國百姓得悉後悲痛萬分，主動前往汨羅江

弔唁。百姓們划船來回汨羅江，希望可以尋回

屈原的身體，又準備了竹葉包入食米投入江中，

藉此免江裡面的魚吃掉屈原的身體。自此，「划龍

舟」、「吃糭子」就成了端午節的習俗，用來紀念愛

國詩人屈原輕生。

今年的端午節假期，我選看了一套本地製作的電

影——《濁水漂流》。導演根據二零一二年政府在無事前

通知下，突然到深水埗清走露宿者物品，後被露宿者聯合

入稟索償作為故事藍本，由一個個真人真事故事改編而

成，透過最貼地和最真實的畫面，幫助一群露宿者發聲，

道出他們的心聲及他們生命的哀歌。「漂流」是他們生活

的狀態，電影裡由吳鎮宇飾演的阿輝，多次道出「深水埗

是窮人住的地方」，當一棟又一棟的高尚住宅落成，與此

同時，表示他們將要被逼遷離開，以免影響市容。他們的

生命就如「濁水」，只會向下流，流入污水渠，融入大

海，彷彿消失於無形間，他們及其家當，都被視為垃圾。

社工協助這班露宿者向政府追討賠償及道歉，當事

件曝光，換來的是各大傳媒爭相報導，還有慈善機構及社

會人士的表面關心，其實只是想知道他們為何要露宿？反

而造成對露宿者的二次消費。這個追討事件，政府拒絕道

歉，只向每位受影響的露宿者賠償二千元，只有吳鎮宇拒

絕接受。社工反問吳鎮宇：「一句道歉是否真的這麼重

要？」。「道歉」表示「政府承認過失」，也可挽回露宿

者應有的尊嚴。最後一場大火，帶給我難以承受的沉重，

是無奈還是對社會的控訴？是意外還是爭取尊嚴而負上的

代價呢？

當我聽見有人以生命作諫，內心總浮現一個問題：

生命何價，是否值得？在二零一九年六月反修例事件期

間，第一位墮樓身亡梁凌杰先生，被部份香港人認為他是

以生命作諫，希望政府撤回條例。他的死因研訊於上月

審理，由5人陪審團經過多日研訊，裁定其墮樓屬「死於
不幸」。雖然，他曾在網絡搜尋有關自殺等資料，又在錢

包內發現一張事發當天才簽署的綠色殯葬心願登記表格。

惟事發時，他在架上達數小時之久，卻沒有表明有意圖自

殺，而他爬出棚架外的意圖只能視作疑點，表示「事主當

時是想表達某些想法，或擔心不能表達訴求而爬出架外，

惟他可能判斷錯誤以為自己可以跌在氣墊上，但最終跌在

行人路，傷重不治。」從司法制度看，案件正式畫上句

號。希望死者得安息，而生者也得安慰。

事實上，以生命作諫這種想法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主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的人。羅馬書五章8節：「惟有基督在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

們顯明了。」耶穌以生命作諫，勸導活在罪中的人，悔改

回轉歸向上帝，脫離罪的捆綁，藉祂死在十架上，讓人可

以與那位創天造地的主上帝，重修破裂的關係，重獲上帝

子女的身份，可以在主裡面作自由人。

這一兩年，面對社會的轉變，內心常被沉重、無奈所

籠罩。若不是基督的死是帶來盼望、生命，也不曉得如何

走過。每當灰心、失望時，想起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

他的死帶來復活的盼望，須暫時是灰懞懞一片，但我仍然

相信，上帝對世人的應許不會落空，只是時間仍未來到，

仍要等待。作為跟隨主的人，更覺任重道遠，在不滯的時

勢，持守真理，活出見證，成為別人的祝福。求主幫助，

阿們！

以生命作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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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界屯門井財街29號4樓

電話：24414833

傳真：24414805

電郵：familyweb@hkcccc.org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情軒

家情軒於多年前經不同渠道，

認識了一個由有心人士組成的慈善

團體——樂餉社（F e e d i n g  H o n g 
Kong），並開始了與他們一起並肩作
戰的奇妙旅程。

家情軒成立初期，主要是希望

能夠代表區會對新界大西北地區（包

括屯門、元朗、天水圍）的需要作出

回應。屯門、元朗這兩個經常被標榜

為悲情城市、偏遠地區的地方，給人

的觀感往往是貧窮、落後、不方便、

罪惡的溫床等等，但身處其中，服事

這個社區時，我們卻應當反思上帝當

天在這個地方設立這樣的一個支援中

心的目的是甚麼？我相信定有祂的美

意。

由於服事群體多處於較貧窮的

群組，家情軒於多年前已開始了不同

程度的食物援助計劃，由最先與聖雅

各福群會合作，提供非政府資助的食

物銀行服務，到後期與聖公會合作，

提供受政府資助的食物銀行等服務。

這段期間，我們也持續與樂餉社一同

合作，提供一個較人性化的食物援助

服務。顧名思義，較人性化服務即是

我們不會過份審查受助者的背景，著

眼於協助他們解決當下所面對突如其

來的困難，令他們在接受援助時，得

到應得的尊重及按需要得到合適的幫

助，體現聖經教導的「我實在告訴

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馬太福音二十五40） 

二零二零年，全世界都陷入動盪

的一年，前來尋求協助的家庭有增無

減，樂餉社卻總在我們物資缺乏時，

給予我們足夠的補給，為水深火熱

的家庭提供了這一杯涼水，解燃眉之

急。樂餉社就像是上帝給予家情軒一

個同行的天使，每當我們有缺乏時，

他們總適時的給予我們所想要的物

資。我相信這是從上帝而來的賜福。

在這多年的合作中，他們給予的除了

物質上的援助外，更是一個與我們同

行的夥伴。

在疫情嚴竣的時候，樂餉社給

予我們大量的食物援助，這一年中，

因著這些支援，我們協助了接近一百

個因疫情而受影響的家庭，同時，在

學校開始復課後，社會服務部亦於家

情軒增設緊急食物援助計劃，供中、

小、幼學校及堂會，因應學生或教友

的需要，提供緊急食物援助，短短一

個月內的運作，家情軒已收到接近20
個個案申請。

以下，容讓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和

我們並肩作戰的機構的資料：

樂餉社為香港註冊慈善機構，致

力對抗香港飢餓問題，並同時減少高

質素的食物被送到垃圾堆填區。他們

從食物零售商、分銷商和製造商收集

原本會被棄置的高質素剩食，把食物

分類，儲存，並重新分配給各慈善機

構合作夥伴，由他們把食物送至數以

千計的有需要人士。

樂餉社亦致力提高大眾對香港

貧窮及糧食不足問題的意識，推廣健

康飲食及營養教育。樂餉社是國際食

物銀行網絡的會員，此網絡為國際性

非牟利組織，致力於建立和加強各國

食物銀行和它們之間的網絡和聯繫。

（資料由樂餉社提供）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

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

幫助。」（詩篇四十六1）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讀到一篇禱文，很受感動，願與您分享，也盼望上主幫

助我們，願意跟著這篇禱文禱告，更成為我們每天禱告的內容：

主耶穌，救我脫離

    期待被愛的欲求，受人表揚的欲求，

    受人讚賞的欲求，被人選取的欲求，

    被人請教的欲求，得人認可的欲求，

    受人歡迎的欲求。

主耶穌，救我脫離

    被人羞辱的恐懼，被人輕視的恐懼，

    被人責備的恐懼，被人遺忘的恐懼，

    被人虧待的恐懼，被人取笑的恐懼，

    別人比我更被愛的恐懼。

主耶穌，求祢施恩，使我渴求

    別人比我更受尊重，

    在世人看到，別人興旺我衰微，

    別人被選上而我卻落選，

    別人被讚賞而我被忽略，

    別人比我更聖潔，而我已盡力追求聖潔。

    十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

當我試著用這篇禱文禱告的時候，看到自己內心的不情願，

但我知道，這是通往自由的道路，這是通往平安的道路，這也是

通往「長成基督身量」的道路。主啊！幫助我心口如一的每天為

自己如斯的禱告。阿們。

您的牧者

  玉英 (Grace)
  二零二一年六月六日

各校校慶消息

基新中學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因疫

情改於十月十三日（星期三）舉行；基法幼稚

園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已於七月十二日舉

行。

望覺協和堂舉行執事按立禮 

望覺協和堂定於九月十二日（主日）舉行

執事按立禮，按立勞佩琪女士為該堂執事。

英華堂 

英華堂定於八月八日（主日）舉行按立執

事典禮，按立譚偉豪先生、馮樹求先生及羅婉

薇女士為該堂執事。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大埔堂自七月二日起，聘得

李興邦牧師為該堂主任牧師；望覺堂自七月一

日起，聘得劉俊謙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同工離

任：基禾堂鍾立光牧師，自六月二十一日起退

任該堂部份時間牧師職務；基道堂第三堂陳潔

儀宣教師，自六月一日起離任；元朗堂分堂基

元堂李恩德宣教師，自五月一日起離任。人事

動態：沙田堂佘健誠牧師，自七月一日起擔任

該堂堂主任。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定於九月十四至十六

日（星期二至四），假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

主題為藝術靈修，由伍維烈修士擔任靈修導

師；請各堂宣教師預留時間參加。

區會人事動態

區會助理執行幹事陳立怡宣教師因個人原

因請辭（服務本會逾九年），自七月一日起離

任。

中華基督教會信徒培育部主辦

2021年暑期信徒課程
主　　題： 從歷史看大時代下中華基督教會領袖的使命與挑戰
講　　員： 陳智衡博士牧師（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本會沙田堂牧師）
日　　期： 2021年7月30日至8月27日（逢周五，共五堂）
時　　間： 晚上7:30-9:30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內　　容： 30/7 重視本會教會的誠靜怡
 6/8 建構合一教會的高伯蘭
 13/8 關心時代需要的范定九
 20/8 接下非常任務的張伯懷
 27/8 大時代轉變下的崔憲祥
對　　象： 本會信徒
費　　用： 每位$50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bNQrkVUKd24BBYVx8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
查詢電話： 23971022 與本會事工部王綺雯姊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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