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期許
當撰寫這篇分享時，我尚未正式履新，故此只能說是「候任總幹事心聲」。
自確定於今年九月一日上任後，許多主內同工同道不約而同也詢問我「心情如
何？準備如何？」

我理解許多同工同道也是為我擔憂，因為區會總幹事的職務本來就是十分繁重
和複雜，再加上近年的政治環境急速變化，對於安逸數十載的香港教會來說，前面
可能出現驚濤駭浪般的挑戰，絕對不好應付。還有這幾年我在神學院的服事確實相
當愉快，當想到要離開這個服事崗位時，依依不捨的心早已蓋過其他心情了！

王家輝牧師

坦白說，我甚少因事奉的事情影響心情。其中最大原因是我相信上主必有帶
領，我這卑微的僕人只要盡力而為即可。雖然我不是工作勤快的人，但卻看重責
任感，對於已向對方作出承諾的事定必竭力完成，方能安睡。正因如此，過去在
牧職事奉上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不會令我失眠。但求對得起上主，也無愧於
心，旁人的評價我就不會放在心上，總是處之泰然。

總幹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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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怎樣準備接任總幹事一職呢？這個當然並不輕鬆吧！我相信既然上帝通
過眾執行委員的投票來顯明祂的心意，我就必須認真準備以作回應。有關對區會
未來發展的構思和計劃，稍後會在周年代表大會中跟與會代表分享，而按慣常做
法亦會在今年十一月份的《匯聲》刊登，故暫不在此累贅。

總幹事心聲
自我期許  王家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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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我認為需要在上任前向上主立志，俾使常作檢示，有否出現偏差。區會
總幹事是服膺上主的僕人領袖，無論景況如何，我認為「真誠」是每一位領袖不
可或缺的質素。因此，活出真誠就是我在上主面前的自我期許！早前在腦海中泛
起「我要真誠」（《普天頌讚》新修訂版第758首） 註 這首詩歌，跟此立志彼此呼
應，於是也把歌詞貼在社交媒體上與眾友好分享，互相勉勵。謹奉錄歌詞如下：
1. 我要真誠，毋負人家信任深；
我要真純，因為有人關心；
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
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2. 我要愛人，愛敵、也愛淪落人；
我要施贈，心誠、義重、財輕；
我要虛懷，常念己身多軟弱；
我要仰望，歡欣生活、愛人，
我要仰望，歡欣生活、愛人。
3. 我要敬虔，繁忙時刻禱告殷；
我要安靜，緊密與主相親；
我要領悟：聆聽上主微聲喚；
我要忠信，步武基督足印，
我要忠信，步武基督足印。
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作為領袖要活出真誠，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極為不
智，想法太天真。然而，耶穌給我們的榜樣，以至在世人眼中我們所作的事，
早已被看為不智（林前一18-31），與世界的標準並不匹配（如：事事講求利
益至上）。正因如此，作為上主僕人，以耶穌為榜樣，自我期許能活出真誠，
其實也是在情理之內。懇請為我禱告，求主恩助！
註：《普天頌讚》1982年版為第565首「青年向上歌」。

屬靈雋語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三章 13-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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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蒲錦昌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基督徒可以修習靜觀嗎？
香港社會近年動盪不安，世界不少地方和國家也面對
重重困難。單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就把整個世界的經濟
狀況和發展計劃打亂，疫情至今仍然未見結束的一日。有
醫學界人士認為，隨著變種病毒的出現，清零是沒可能的
了，病毒會像感冒一樣長期存在於社會，我們要學習與病
毒共存。至於香港社會方面，每天的新聞終於有「新」聞
的感覺，因為這些新聞都是聞所未聞的，跟以前「日光之
下無新事」的晨早天氣和交通報告的確不可同日而語。活
在香港，難免會焦慮和不安。
身處這樣的環境，一般人除了透過具體的行動來
回應之外，很自然地會以種種方式探索自己內心的世
界，希望安心。源自東方，傳往西方又回流東方的靜觀
(Mindfulness) 修習便是其中之一。不過，對於修習這類有
益身心的練習，基督徒往往會有一堆問題：基督徒可以修
習這些源自佛教的東西嗎？會不會違背基督信仰呢？如果
可以的話，是不是跟隨佛教的僧人修習也沒問題呢？有沒
有合乎基督宗教的靜觀練習可供採用呢？

在《與主相遇》一書中，博格雷特別寫了一篇附
錄 ：「 佛 教 與 天 主 教 的 覺 察 靜 修 」， 來 解 答 基 督 徒 的
疑惑。無疑，覺察靜修源自佛教八正道的正念 (Right
Mindfulness)，乃佛教徒邁向覺悟的其中一個過程。不過，
自從一九七九年起，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員卡巴金
(Jon Kabat-Zinn) 卻成功的創立了「覺察靜修減壓療法」
(MBSR)，使沒有宗教信仰者也可以修習以減輕疾病的痛
苦，促進身心的健康。覺察靜修從始可以有獨立於佛教信
仰的身份。此外，只要我們以基督信仰為基礎進行覺察靜
修，那麼，其目標就不是佛教追求的空，而是向上主全然
的委身和交託。博格雷透過心理學對人內心世界和腦部操
作的了解，結合基督信仰及歷代靈修大師的經驗，提出了
八個星期的實用性覺察靜修練習，使基督徒可以不用顧慮
又有具體可行的方法來修習，有助身心健康和靈性生活。
（註3）

我一直也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最近，讀到《與主
相遇：公教徒的覺察靜修》（註1），終於找到較有條理的答
案。

我們一定會問：那麼，基督教徒也可以用嗎？此書有
中國神學研究院的靈修學老師潘怡蓉助理教授的推薦文 （註
4），相信大家也會放心吧！（註5）只要你把書中的「天主」改
為「上帝」或「神」便可，因為這個不外是個翻譯的問題
而已。

《與主相遇》一書的作者博格雷博士 (Dr. Gregory
Bottaro) 是天主教徒，曾加入方濟修會，後來取得博士學
位，並成為天主教心理學院總監，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
務。他又創辦了「天主教覺察靜修」（註2） 網上課程，與人
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註1： 博格雷博士著，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譯：《與主相遇：公教徒的覺
察靜修》（香港：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2021年7月初版）。
註2： Mindfulness 有譯為靜觀的，此書則譯為覺察靜修。
註3： 書中各種練習可從 www.catholicmindfulness.com 網站免費下載。
註4： 同註1，推薦文三。
註5： 香港聖公會輔導服務處、聖雅各福群會、天主教的明愛全人發展培訓中
心均有提供靜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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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牛集

夏麗珠校長︱燕京書院

總結

過去

、

展望

強化電子教/學/評，提升
教學效能
相信每所學校於六月底至七月
初，均忙於參考不同的自評工具，以
檢視學校周年計劃的成效。本校也
不例外，老師在學期終結前仍刺促
不休，檢討上學年的教學成效，擬定
「保改開停」，規劃來年的工作目標和
工作計劃等。

專業領導，業界肯定
雖然上一周期的學校發展，有半
數時間是在疫情中運作的，但總結本
校2018-2021的學校發展計劃，仍然
獲得不少成果，其中最有得著的，是
老師已漸漸建立了專業的學習文化。
過往三年，本校老師透過參與教育局
的校本課程支援、學科的專業社群及
校本行動研究，拓闊了教學視野。此
外，於2020-2021學年，本校更有多
名資深老師獲得外界的專業肯定，先
後獲邀擔任教育局或大專院校主辦的
分享會的主講嘉賓：「STEM教育知
識增值系列：愛沙尼亞教育考察團分
享會」、「物理科及組合科學科（物
理部分）課程詮釋（修訂）」、高中旅
遊與款待教師培訓系列：（1）「課程
詮釋與課程領導」網上講座暨分享會
及（2）「課程規劃及學與教策略」、
「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AIM
Project）及「普通中、小學的新任特
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專業發展課程
成果分享會」。本校教師專業能力的提
升及將專業知識和經驗向業界同儕分
享、砥礪同行，實屬美事。

「強化電子教／學／評，提升教
學效能」將是本校2021-2024學校發
展計劃的其中一項關注事項。未來，
我們將推動各級使用科技輔助課堂教
學，例如：利用 APP 及網絡平台，
在課堂上進行即時評估或討論，促進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課堂參與；全面落
實各科各級電子課室的使用，利用電
子課室上載自學／延伸教材及參考網
址等，幫助學生進行課後延伸或鞏固
學習；利用電子表格進行學習評估及
回饋，讓老師能更有效地審核學生
表現，調整教學策略，而學生亦能反
思自己的強弱項，改善學習策略，最
終成為自主學習者。除運用實體方式
（如壁佈，實物展覽）外，我們將以
虛擬／電子／錄像／網頁等不同方式
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信心。為提升網課和電子學習的
效果，學校已在全部課室更換了65吋
大電視，為全校老師添置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及平板電腦筆，以支援電子
教學的施行，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透過環保行動，展示人與
大自然共存共生之道
在新的學校發展計劃中，環保
教育也是我們的關注事項之一。近年
來，本校配合環境局所推行的綠色校
園2.0委實費了不少工夫，例如：參
加「採電學社」，在天台安裝了共29
塊太陽能板，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申
請環保署環保基金的「培養校園『惜

將來
食』文化 - 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獲
贈10公斤廚餘機一部，利用廚餘循環
再造成堆肥，供校園種植使用；申請
「綠色校園 2.0—智能慳電計劃」，
替換了變頻式冷氣機、發光二極管燈
和安裝實時能源監察系統；申請賽馬
會「綠建環評計劃」，更換了發光二極
管燈、體感電掣開關及全校紅外線感
應水龍頭；申請「校園『走塑』午膳
先導計劃」，添置了雪櫃、電蒸櫃及
消毒機，鼓勵學生自備可重用飯盒餐
具，減少使用即棄飯盒；申請「全城
撲水計劃」，增設冷熱飲水機；申請
「絕膠走塑—校園環保教育計劃」，
增設一部智能飲水機，鼓勵學生從小
培養「自備水樽」的習慣，減少使用
一次性塑膠，從而達致從源頭減少塑
膠廢物的目標；參加「綠在葵青—
Back to school 校園回收計劃」，身體
力行減少浪費等。雖然在過去的一年
半，上述的部分裝置因疫情關係而停
用或延期提供服務，亦有不少環保教
育活動暫停了，但一切摩厲以須，待
疫情消退後，我們便會把計劃付諸實
行，為環保教育出一分力。環保是學
生對大自然及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故本校在下一周期將致力加強推動環
保教育，進一步使學生成為一位負責
任、有承擔的公民。

總結
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本校在
教師專業能力、培育學生、對社區的
承擔、學校發展四個範疇均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去做。盼望在上主的
恩典和帶領下，本校的學生能成為一
個愛人如己、榮神益人，對自己、
家庭、社會和國家負責任、有貢獻的
人。
滙 聲．7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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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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7 1495
傳真：2787 3949
電郵：fssctr@hkcccc.org
網址：http://fssctr.hkcccc.org
Facebook ：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梁玉嫻︱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周國平

親
父
個
這

我是一個母親，讀到周國平的女兒妞妞獲悉患病
到死去，是一種入骨切肉的愛與痛；妞妞的可愛，讀來
心痛；妞妞身體上的痛，實在擔不來，將作父母內心最
難面對又最懼怕的部份，赤裸呈現，周：「昨天她（妞
妞）的啼哭也是歡樂，今天她的笑容也是哀痛。」周國
平因妞妞的出生、患病與死亡，迸發對為人父母歷程的
深刻反思和體會。蓋因周國平情深，寫情深刻細膩；另
他有勇氣和能力反省，讓痛苦得著救贖。
《妞》一書我最少讀過三次，每次讀來都心跳淚
流。心跳，因書中每一個有關父母的弱點或反省，都是
我面對過或正在面對的，周國平直視生命無常的那種恐
懼；淚流，當然 是周國平對妞妞毫無保留的愛，當那份
愛伴隨奏響的喪鐘，就顯得單純和感人。
之後，我開始閱讀周國平的哲理散文，想多認識
這位父親。周國平寫隨筆散文很好讀，言簡意精，往往
將人心所想所纏的，簡單幾句就說中梳順。初讀他的文
章，沒想到他是內地人，那種自由、淡泊與貫通，有點
讓我始料不及的。記得有一次中文大學邀請了周國平辦
講座，談叔本華的，會後有答問時間，有人問他：「在
你生活的時代和空間裡（他大學時正值文革），如何保
持這種自省和思想的自由？」這也是我想問的，周國平
回說：「在壓迫底下，我們可有兩種選擇，一是順從；
一是抵抗，而思想自由是內在的，無人能奪。」
而對他有更深的認識，是讀他的《我的心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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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
平這
個父
親

從《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開始讀周國平，這
書記述作者女兒妞妞短暫的一生；作者在序文這樣寫：
「妞妞出生後不久就被診斷患有絕症，帶著這絕症極可
愛也極可憐地度過了短促的一生。在這本書中，我寫下
了妞妞的可愛和可憐，我們在死亡陰影籠罩下撫育女兒
的愛哀交加的心境，我在搖籃旁兼墓畔的思考。」

傳 》。 周
國平在這書中詳細
記錄他自小的精神生活與心
靈世界，坦然分享他的各樣掙扎，包
括情慾。有人對周國平的婚姻生活有保留，但讀
此書，你會理解他，他將自已在每段感情的信念、
掙扎和學習道來，我反而認識了他的坦誠、單純、
求真精神和對人的尊重。在此書中，他也用頗多的
篇幅記錄了他和郭志英（郭沬若的兒子）的情誼，
周國平毫不掩飾對郭的敬佩和感激，郭是開拓了
他，帶他走進敞大的文學及哲學世界，從周對郭的
感情，他是一個真情、多情又念情的人。這確是一
本特別的書，不是傳記，是「心」記。
周國平也有些嚴肅的學術作品，他的本業是哲
學，主力研究尼采，也出版過有關尼采的著作，亦
有翻譯尼采作品，文字簡潔，哲學作品若再加上艱
澀文字就更難讀，周的卻易讀易明；特別一提二零
一八年出版的《中國人缺少了甚麼？》，對中國面
對的問題及困難作出了獨特的分析。近期內地出了
周國平的演講集，主要是輯錄了周國平在各大學或
機構演講內容，將講座的主題分類，出版了洋洋四
大冊，最好看是與學生問答的部分，顯出周國平的
幽默、真誠和貫徹。
周國平是一個父親，他對生命、對骨肉之情，
是真情投入，初心常存；周國平是一個哲學家，他
愛智慧，對未知未想通的承認並繼續探究，七十多歲
了，仍熱情洋溢，心靈仍是青春的，很有感染力。他
寫的不是「心靈雞湯」，而是歷練和深思後對生命的
認識和指向，有時甚至不容易嚥下，硬將你在盲目的
生活中叫醒，要繼續睡的人，會看不下去。

中 華 基 督教會香港區會

教 育主 日 宣 言
（ 二 零 二 一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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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推動

區 會 主日

「 校 牧 事 工 計 劃 」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日）

二零二一年籌款目標：
港幣四十八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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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信同道同工本受託與分享精神，當樂於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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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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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萬元，
作為支持本年度29間堂校合作推動之校牧事工。
敬請本會各堂於本年十月四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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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愛樂捐的人。」（哥林多後書九：七）

凡捐款HK$100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作申請免稅之用，捐款

註： 凡捐款HK$100或以上者可獲發收據作申請

HK$100以下者恕不另發獨立收據。

免稅之用，捐款HK$100以下者恕不另發獨

如對於捐款辦法有任何問題，敬請致電 2397 1022 與會計部陳

立收據。

玲姑娘聯絡。

滙 聲．769期

5

特稿

余英嶽牧師︱本會退休牧師

童 活

動

兒

區會於五十年代已假何福堂會所舉辦少年夏令營。

約在六十年前區會的兒童和青少
年活動，多是由倫敦傳道會差派來的
女宣教士主持。她們是韋雪珍、顧愛
理、晏露漪、汪長仁等，隨後有區會
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幹事胡慰荊姑娘
的協助。
當年區會屬下各堂均辦有主日
學，因此每年均舉行聖經問答測試。
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組，由各堂的
主日學生報名參加。他們在指定的日
期，由主日學老師帶領前往應試。考
場地點多選在望覺堂，可能是因為該
堂有英華書院的課室可供使用。雖然
是聖經科的考試，各堂主日學生並未
覺得有壓力。因為他們經常參加主日
學，所以熟記聖經金句和聖經故事內
容，就能輕鬆的應付。成績約在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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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時期最渴望參加的，是每
年的區會兒童夏令營（後稱區會少年
夏令營）。營期最初是三日兩夜，後
來延長至四日三夜；營址是青山新墟
何福堂會所。當時青山還未發展成為
今日的屯門新市鎮，前往青山要乘坐
新界長途巴士。在狹窄曲折多彎的青
山公路顛簸，約兩小時才能抵達。

洋杉樹。泳池是在紅屋前面，也是在
白屋的右邊；而白屋的左邊就是涼
亭和飯堂。何福堂會所的運動場有
兩個，一個是在正門入口右邊的大運
動場，包括有標準的田徑跑道和足球
場；另一個是在飯堂和拔臣學校課室
之間的小型運動場。在飯堂右邊還有
一個有蓋的陰雨操場；由陰雨操場向
上行，就可以通 往各座宿舍和宿舍側
邊的園林或草地。

何福堂會所最當眼的是紅屋、
白屋、泳池、涼亭、飯堂和運動場，
背後是三座金字頂的宿舍。紅屋是由
紅磚砌成的兩層西式樓房；左邊白屋
是中西合壁的雙層建築，在西式建築
的天台建有一座綠色琉璃瓦的中式亭
台，更在正門左右種有兩棵高大的南

至於會所的對面，就是青山新
墟。走過青山公路，就有墟內著名的
「鹿苑」中式茶樓，園林內設有木亭
和荷花池塘。我們是因為留在營內，
所以沒有前往品茗，最多只是由導師
帶領去品嚐新墟的「貴記」山水豆腐
花。 （系列二，未完）

後一個月公佈，各級設有第一、二、
三和優異名次，並頒發獎狀和獎品。

特稿

張漢強牧師︱望覺堂

我還要
跟隨誰？

特稿

跌得

林玉英牧師︱梁發紀念禮拜堂

越

多，

「我已經在英國了」、「我在台灣已經買了屋
啦」……這半年多以來，或者您與我都有相類近的
經驗，有些朋友，在忽然或不忽然之間，他／她告
知您：「移民了」！同時，在一些社交媒體，無論
是教內或教外的，「移民」的話題亦多了，而且不
斷有估計移出的數字有多少多少……。在這種種氛
圍下，聽到有一些朋友分享，「我是否也應該移民
呢？」「我若果不移民，是否有『問題』呢？」突然
間，「移民」的聲音始起彼落，不絕於耳！
其實，香港有移民潮，已經不是第一次，相信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最早一次發生在一九四五年，
在香港重光之後；第二次較為人知的，是一九六七
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後。以後一次較大的移民潮則是
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到一九九七主權移交
前後，再有大量香港人移居外地。直到今天國安法
立法以後，移民潮再次湧現。事實上，我相信，大
部份移民的朋友、弟兄姊妹，都是經過深思熟慮，
或考慮子女、或考慮經濟與政治、或考慮自由、或
考慮一些個人因素，甚或認為要去「外地宣教」等
等，總之，每個人的抉擇，都是很值得尊重，無容
置喙！對於留守本土的呢？對於那些，即使明知當
前處境深感艱難，卻仍然願意「留守」的每一個；
對於他們，一樣令人充滿敬意！
當然，對於我們已信主的人，也實在毋須糾纏
於去去留留！無論在「這裡」，或是在「那裡」，
無論在「自由」的國度，還是在自由「不再」的地
方，我們的焦點，只要始終都放在基督耶穌那裡，
就錯不了！還記得，《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基督
論及自己就是「永生糧」這番驚人說話之後，嚇怕
嚇走了不少人（約六22-66）。主耶穌隨即問十二
個門徒：「你們也要離開我嗎？」彼得代表了眾門
徒，「立刻」說：「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要跟從誰
呢？」（v68當代譯本）是的，弟兄姊妹，或在這裡或
在那裡，我們都要始終如一，回歸初心，以跟從耶
穌基督為首要及全部！但願上主賜福每一個忠心跟
從者，無論身在那裡，都始終如一地，以耶穌基督
的教訓及使命，活出人生，愛護及守護身邊所能接
觸到的每一個人！願主幫助我們。誠心所願！

？
近
功越
成
離

各位弟兄姊妹，您懂得駕御獨輪單車嗎？我不懂，但相信，
要能駕御，並不容易。我想像，在學懂的過程中，必然經過好多
次跌倒，甚至會令自己受傷，有些人選擇不再「攞苦來辛」；如果
看到周圍的人，好像很快就學會，亦容易萌生放棄的念頭，怪責
自己愚鈍，以為自己永遠都學不懂。
有人說「失敗乃成功之母」，但失敗到幾多次才會成功呢？沒
有人可以給我們準確的答案。「屢敗屢戰」，是不屈不撓的精神，
還是不自量力，浪費時間呢？未有成果之前，人傾向質疑自己。
台灣有一位牧師，教導誤入歧途的青少年踏獨輪單車，幫
助他們重拾自信，重回正軌。這些青少年，都是輸在起跑線的一
群，年少時經驗很多挫折，以至內化了自己不及他人的信念，相
信自己無論多努力，也不會有成功的可能。
牧師讓他們相信，要成功駕御獨輪單車，一定會跌倒很多
次，有時還跌得很慘痛，但跌倒一百次後，就必然能學懂，必會
成功。於是，青少年人每跌倒一次，不是讓他們越發認定，自己
是失敗者，而是走上肯定「自己努力，必有成果」的道途上；越
跌得多，不是失敗者的標記，而是離成功越近。
是故，他們彼此追問：「您跌倒幾多次？嘩，七十五次？您就
快成功，加油啊！」當然，吊詭的是，每次踏上獨輪車，都在努
力讓自己不要跌倒，那個「盡力不讓自己跌倒」而跌倒了，才有
意義，才會一小步一小步，有一天終能成功駕御獨輪單車。
我想起耶穌吩咐我們饒恕別人七十個七次，這不單要對人如
此，對自己更要這樣。這不是給自己懶惰、去犯罪、再做錯事的
藉口，上主深明我們的本質，尤其是對付一些罪、壞習慣、沉溺
行為、生活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過來；需要像學習駕御
獨輪單車般，努力讓自己不要跌倒，但若果跌倒了，那個跌倒是
有意義的。不要埋怨、責備自己，或心存內疚，而是跟自己說，
我不要放棄，靠著上主，我是會成功的，加油啊！因這是邁向成
功的必經過程，說不定，要跌四百九十次呢！
各位弟兄姊妹，加油啊，每次跌倒時（想改變自己卻又再一
次失敗），不要對自己失望啊，因為上帝都沒有對您失望，祂期待
您再次站起來，再作嘗試，而上主，也一直站在您旁邊，為您加
油，給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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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幹事；天約堂自六月一日起，聘得戴文綺女士為該堂半職宣
教師。

新任總幹事履新
區會新任總幹事王家輝牧師，已於九月一日履新；同日辭
任區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及投資委員會主席兩職。

總幹事榮休
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服務本會共三十六年），自九月一
日起榮休。

區會人事動態
學務部新聘學務幹事謝國顏女士，已於九月一日履新。

公理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公理堂定於十月三十一日（主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於銅
鑼灣禮頓道公理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葉樹蓁女士及陳業
基先生為執事聖職。歡迎主內同工同道蒞臨，同頌主恩。

同工離任：長老堂張亦農牧師，自九月一日起離任；大
埔堂林鳳蓮牧師，自八月二十九日起離任；基富堂堂主任馬慶
鴻牧師及蘇慧梅宣教師，自八月一日起離任；國語堂福音幹事
葉綺暉女士，自七月三十一日起離任；長老堂葉希聖宣教師，
自七月十四日起離任；柴灣堂署理堂主任林家賢牧師，自七月
十一日起離任；鰂魚涌堂林培德牧師及黃穎文宣教師自七月一
日起離任，楊能邦宣教師自五月三日起離任；基灣堂福音幹事
林忻曼女士，自六月一日起離任。
人事動態：柴灣堂自七月十一日起，由郭廣輝執事以義務
身份擔任該堂署理堂主任；又其義務宣教師汪寶雄先生，自九
月一日起轉任該堂宣教師。基富堂自七月十六日起，由寇海成
宣教師擔任該堂署理堂主任。

馬灣基慧堂黃慶深牧師丁母憂
馬灣基慧堂黃慶深牧師之母親黃黃笑容女士，已於七月
二十二日深夜在睡夢中蒙主寵召，安返天家；其安息禮已於八
月十四日假九龍殯儀館舉行；請同工同道在禱告中紀念黃牧師
一家，願主安慰扶持。

基順愛的家劉寶珊牧師丁母憂
基順愛的家劉寶珊牧師之母親劉張雪芳女士，已於八月
二十八日息勞歸主，並已於九月十日晚上假鑽石山殯儀館舉行
安息禮拜；願主安慰劉牧師及其家人。

望覺協和堂成立十周年堂慶主日崇拜暨執事按立禮
望覺協和堂已於九月十二日（主日）上午十時於協和小學
（長沙灣）禮堂舉行成立十周年堂慶主日崇拜暨執事按立禮，
按立勞佩琪女士為該堂執事。當日由本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
證道，並連同陳志堅牧師及許開明牧師擔任按立團成員。

望覺堂舉行九十三周年堂慶主日暨按立執事典禮
望覺堂已於九月五日（主日）舉行九十三周年堂慶主日，
崇拜中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羅裕華先生、鄭佩雯女士及溫
達嘉女士為該堂第十六屆執事。

鰂魚涌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鰂魚涌堂已於五月二十三日（主日）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按立陳圖正先生及姚翩翩女士為該堂執事。

深愛堂榮獲「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第十七屆卓越機構獎
（服務與支援）
深愛堂榮獲由香港都會大學（前身為香港公開大學）主辦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第十七屆卓越機構獎（服務與支援），為
連續第八年榮獲有關殊榮；畢業典禮已於八月二十六日假香港
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內舉行。深愛堂推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每學期約有二百五十人報讀，過去有學員因此計劃認識福音，
參加主日崇拜及受洗。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油麻地基道堂自九月一日起，聘得林綿興先生
為該堂半職宣教師；英華堂自八月十四日起，聘得黃海樑先生
為該堂宣教師；合一堂自八月一日起，聘得萬家諭女士為該堂
馬鞍山堂宣教師，又自七月二日起，聘得李敏慧女士為該堂香
港堂宣教師；錦江紀念禮拜堂自七月二十八日起，聘得朱凱筠
女士為該堂宣教師；梁發紀念禮拜堂自七月十七日起，聘得黃
偉然先生為該堂宣教師；國語堂自七月一日起，聘得林顯基先
生為該堂宣教師，並自八月一日起，聘得趙美玲女士為該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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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學務部活動
學務部定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上午舉行中學、小學
及幼稚園「新聘教師座談會」，又定於十月九日（星期六）上午
舉行「加強區會中學、小學銜接交流座談會」。

人事動態
新任校長：自九月一日起，基協中學聘得羅裕安先生為
該校校長；英華書院校董會委任陳狄安先生為該校校長；培英
中學聘得陳俊賢先生為該校校長；方潤華小學聘得謝家盈女士
為該校校長，基真幼稚園聘得林凱汶女士為該校校長。校長調
任：自九月一日起，銘基書院李揚真校長調任為銘賢書院校
長；基協中學張佩姍校長調任為銘基書院校長。校長離任：英
華書院鄭鈞傑校長（服務本會二十七年）、方潤華小學吳恩瀚校
長（服務本會兩年），自九月一日起離任。

校長榮休
銘賢書院陳綺雯校長（服務本會三十五年）、培英中學林淑
芬校長（服務本會三十五年）及基真幼稚園賴彩霞校長（服務
本會十五年），自本年九月一日起榮休，本會感謝三位校長過往
多年投身教育，作育英才，不遺餘力，貢獻良多，祝願三位校
長退休後生活愉快，主恩豐盈。

青衣志道堂誠聘半職事務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青衣志道堂誠聘半職事務幹事一名，需懂
電腦、文書及投影片製作，基本上班時間為周三下午、
周 五 下 午、 周 六 及 日。 請 將 履 歷 及 要 求 待 遇， 電 郵 至
tychito@church.org.hk。
（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只供招聘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