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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牧師或宣教師在一間禮拜堂
的主要工作，是教育教友，和他們
一齊在所處地區作深入的服務。」

—郭乃弘、鄭世豪：〈祂要我們共事〉
（會訊 161 期，1970 年 10 月）

基督徒對公義與平安這兩個詞，並不陌生。相對於公義，大家似乎在信仰

生活中較多體認平安，例如在見面時問候或分別時祝願，都常說：「平安」；除

此之外，在主日崇拜儀節中互祝平安，更是自使徒時期已有的教會傳統。至於公

義，多數基督徒習慣把它置於社會與人際處事的範疇，認為是上帝對祂子民的群

體倫理要求。 

按聖經原文字義，平安有完滿、安康、和諧的意思，不單指個人的身體與

心靈，也包括人際間的群體關係。（1）以色列人一直渴求有一個永恆和完滿的平

安臨到他們（利廿六6；詩廿九11）；然而，平安不能靠人的努力去創造，平安

的根源在於上帝（詩八十五8；賽四十五7），祂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除

去人神與人人間一切的阻隔，為受造界奠下完全平安的基礎（西一19-23）。因

此，唯有在上帝的引導和保守下，在祂的國度裡，人才可得完全而恆久的平安

（腓四7）。（2）至於公義，乃指合乎上帝旨意的規範，這規範即人人享有平等的

對待。（3）李熾昌牧師指出，公義是上帝本身的代表，由上帝自己體現公義與公

平。上帝在創造世界的時候，將公義作為宇宙的基礎，當我們尋求公義的時候，

能在宇宙中尋到。公義要在每一個領袖身上，他們的存在就是為履行公義與公平 

（詩七十二1-4）。上帝要求祂子民的生命目標與使命，是為公義（創十八19；

詩三十三5）。（4）

然而，平安與公義是兩碼子互不相干的事嗎？平安只屬信徒間的事，公義

限於與社會問題有關嗎？絕非如此。聖經告訴我們，平安與公義是相輔相成的：

「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詩八十五10下）；「我要以和平為你的官長，以公

義為你的監督」（賽六十17下），「公義的果實是平安，公義的效果是平靜和安

穩，直到永遠」（賽三十二17），「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

來的」（雅三18）；表明無論在教會內或社會中，上帝的心意是讓人領受祂自創

世以來所預備的平安與公義。德國改革宗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認

為，上帝藉祂的公義，造出平安。壓制裡沒有平安；當不公義與暴力仍存，雖然

寂靜無抵抗之聲，依然不算有平安。舊新約聖經的神學表明，公義比平安優先，

上帝的公義造出平安，反之，單有平安，不一定帶來公義。（5）

那麼，教會作為地上的上主子民，應如何為一個紛亂和缺乏公義的世代，帶

來上帝的公義和平安呢？（待續）

註釋：
1. 黎加生：《聖經神學辭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5年，頁360-362及McKenzie, 

John S.J.,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London :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65, pp.651-652.
2. 黎加生，頁360-364。
3. 黎加生，頁456-457；McKenzie, p.651。
4. 李熾昌：〈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
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2008年5月，第4期），頁1。

5. Jurgen Moltmann, “Peace the Fruit of Justice”, Kung, Hans and Moltmann, Jurgen edited,
A Council for Peace. (Edinburgh : T & T Clark Ltd.), 1988, pp.114-11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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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紹明校長
基朗中學子牛集

四月初我和區會一眾校長及老師到台灣參訪大

學，了解香港學生到台灣升學的途徑。行程包括台中的

逢甲大學，大學副董事長致歡迎詞時以台港兩地的人

都用筷子吃飯來拉近主客關係，勾起了我對筷子經濟

（Chopstick Economies）的回憶。

新思維打碎了舊智慧？

唸大學時修讀經濟，那時亞洲經濟大國是日本，

其次有合稱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

七、八十年代四小龍的經濟迅速起飛，增長率長期接近

雙位數字。因著四地的人都是用筷子進食，筷子經濟

之名不脛而走。經濟學家研究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的原

因，歸納出有利經濟發展的三個文化因素：勤奮工作、

節儉儲蓄和重視教育。這些因素是華人的傳統美德，是

市民大眾抱持的信念，是香港人引以自豪的獅子山下精

神。

時移世易，亞洲四小龍在九十年代末遇上金融風

暴，經濟發展大不如前；乘勢而起的是金磚五國：巴

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擁有豐富的天然

資源和雄厚的外匯儲備，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能

夠左右全球的經濟發展。近年內地人在港消費一擲千

金，讓港人認識富貴輪流轉的道理。

社會貧富不均，生活朝不保夕，港人開始懷疑「勤

勞致富，節儉興家，知識改變命運」這些舊智慧，嘗

試接受「食腦勝過食力，投機可以致富，識人好過識

字」這套新思維。箴言三十章七至九節：「我求你兩

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

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

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

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教育的不變信念

面對社會環境的轉變，老師要教導學生心存高遠，

追求永恆的真理，找到人生的意義。神賜給我們各人有

不同的才幹，讓我們彼此配搭，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潛

能，在社會上做一個有貢獻的人。勞動是一個使命，

過程是一種享受，成果是一份獎勵。神吩咐我們治理

這地，我們要保育環境，愛護大自然，珍惜地球資源。

我們節儉不因為缺乏，乃因為我們珍惜所有，並且願意

和別人分享。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

是聰明。教育不單改善生活，更能改變生命，使人識真

理、得自由、以服務。

香港的大學學位不足，合資格升讀大學的學生人

數超過學位數目，叫不少文憑試畢業生望門輕嘆。反觀

台灣的大學學位過剩，可以吸納香港僑生入學，並且課

程與學系十分多元化，只是各大學質素參差，有興趣到

台灣升學的同學需要多花時間選擇，還要留意學位認受

和資歷認證的問題。但假如同學看透了「書中沒有千鍾

粟，書中沒有黃金屋，書中沒有顏如玉」這個道理，便

明白讀書不是求出路，而是為興趣。能夠有這種想法的

同學，到台灣升學將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從從筷子筷子經濟說起經濟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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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碧珊牧師
本會副總幹事專心專講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

穩。」（以賽亞書三十15）

每逢九月又是忙碌新年度的開始，每天為著各大小

會議與活動已忙個不了，只能因循地按時間表完成該週

事務，實在無暇停下來，想想區會有哪些部門或小組的

事工，又或哪位同工在堂會事奉的情況，需要有特別的

關懷及跟進。

近日社會上不停地有不同人士與群體發出爭論吵嚷

聲音，無論是政制的發展、二零一七年特區政府普選行

政長官的方式、人口政策與長遠房屋及土地運用、未來

十年的房屋需求及供應計算方式、公屋輪候的人數與年

期、嚴峻的劏房問題等⋯⋯；加上從另一方傳來的，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漠視歷史的言詞及論據、巴基斯坦和

印度不斷發生對女童殘暴的強姦案件、肯尼亞購物中心

恐怖襲擊、美國華盛頓海軍大樓槍擊案⋯⋯使人不禁陷

入忙碌、煩躁和迷惑之中。

首先發現自已很容易疏忽、遺忘了某些要跟進的事

情；每每應邀前往某堂作主日崇拜證道，於兩周前被查

詢所預備講題及經文的時候，只能非常抱歉的說可否再

給予兩天時間，然後電郵回覆。

當靜下來的時候．就會問著自己，究竟我的心為

何煩亂？於忙碌中不停處理和跟進教會大小事務，所要

成就是甚麼？若我的心不是面向那些會議中需被關懷的

人，又或那些活動及事工參加者身上，我所作的、所

忙碌的究竟是為了誰？心內不期然出現了很多不安、自

責、內疚及無助感，感到好像失卻方向，憂慮自己忙

→忘→亡。另一方面，我又發現自己身體出現一些

警號：頭痛、失眠、眼睛出現紅筋。

正正此際，忽然一句「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

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三十15），

再次提醒我反思，究竟上帝要我們所作的是甚麼？

上帝不是要我們翻天覆地地改變社會的不公義、或

作完美無瑕的事工、或舉辦千人聚會在其中讓眾人受感

動、又或要我們每天日以繼夜地全天候投身事奉⋯⋯，

深信以上一切都不是祂的意願！

經文指出得救和得力的秘訣。甚麼是得救呢？對昔

日的猶太人來說，他們認為人得救或得上帝的眷顧，是

必須努力的工作，守住律法及規條。然而基督教的信仰

並不如此，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我們的好行為，

也不是靠我們的能力與工作。我們是藉主耶穌釘身在十

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認識到自己內裡的那份罪性、私

慾、自義，也認識到自己的無能與局限，我們需要仰賴

上帝、信靠祂。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上帝面對著那些期望從亞述、巴比倫等強國手中得著拯

救的猶太人，祂指出得救並不是奔走於國際之間，試圖

運用任何外交的手段，更不是把大馬色的神像請回耶和

華的聖殿；得救乃是歸回、仰望上帝。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提醒著我們放棄倚靠自己，要讓聖靈在我們裡面成為我

們的力量，以面對忙碌與挑戰；縱使我們在運用自己的

思維、體力去作事，內心深處卻須聖靈的導引，全然倚

靠那位掌管者。只有在這份平靜與信靠中，縱然我們生

活仍舊忙碌中，但整個身心都在祂之內，我們便仍有那

份平靜。

「你若在一省之中見窮人受欺壓，並奪去公義

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詫異；因有一位高過居高位的

鑒察，在他們以上還有更高的。」（傳道書五8）。

我們真的未能洞察周遭的事情，但一切仍在這位造物主

手裡掌管，祂所要的乃是我們「歸回」！以仰望的心過

每天的生活，做每件事情！

吳碧碧珊牧牧師
本會會副總幹幹事專心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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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聚焦「政改」，台灣醞釀「家變」

原先想就「佔中」分享個人意見，但中秋之際，

收到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的

呼籲，要求在這代表一家團聚的節日聯署反對修法，維

護家庭。同日新聞報導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表示：委

員達成共識，認同應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訂立反歧視法

例，並於明年進行研究和諮詢，以了瞭解他們正在面對

的問題。由於港台同種同文，政治與社會亦頗為類同，

這次的修法與護家的爭持，香港的教會和教育界實在不

容忽視。因此改變話題，不談香港「佔中」，先講台灣

「家變」。

男女雙方

台灣立法委員尤美女要將民法親屬編第972條「婚

姻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中的「男女」改為「雙

方」，目的是使同性婚姻合法化。這法案已經在立法院

通過一讀，並在新會期推動二讀。另一方面，由許秀雯

律師帶領的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

則更進一步推動「多元成家」民法修正案。修正案有四

個重點，「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人家屬，收養制

度」，並會與尤美女的「同性婚姻法案」分路闖關。然

而，這是代表「進步」，還是表示「出界」？我們身為

教會一份子和教育參與者，不但要有所識別，並且必需

有所回應。

伴侶盟提出的「多元成家」民法修正案，其實遠超

同性婚姻的訴求。因為同性婚姻仍然在「婚姻」的框架

之內，伴侶制度卻是連「婚姻」也不要了。雙方（異性

或同性）均無需立約，單方就可以決定解除伴侶關係，

是真正的合則來，不合則去。如果爭取同性婚姻是對婚

姻還有一點尊重，伴侶制度則是對婚姻徹底的否定。但

這還不止，伴侶盟再進一步要求「多人家屬」，即是無

論是婚姻或伴侶，都可以多於二人，或是三人、四人，

甚至更多人。伴侶盟爭取的已經不是同性婚姻，而且多

性伴侶，然而他們卻要享有「家庭」的權利。

收養制度

由於同性婚姻或伴侶都不能生育，但有些「家庭」

卻十分希望有孩子，所以收養制度亦成為同志的爭取目

標。因為這樣不但能夠「填補」同性婚姻的不足，亦可

以進一步弱化異性婚姻的優異性。但對於被收養的孩

子，這將會有怎樣的結果？《時代論壇》1359期，楊

思言翻譯Benoit Talleu〈我不是你的獎品，不是你的權

利—一名孤兒的心聲〉在這問題上提出了最尖銳和

有力的反駁。伴侶盟以人權為至上，但被收養者的人權

又如何得到尊重和保護？他們都是小孩子，而且是孤

兒，如果政府、人權組織和教會不保護他們，他們只會

成為別人的權利和獎品。

一場實實在在的政治搏鬥

如果台灣這次的修法（把男女改為雙方）得到通

過，不但對台灣會帶來深遠的影響，香港和大陸亦會受

到衝擊，而伴侶盟的「多元成家」也會增加了可能性。

因此台灣的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

正全力動員台灣的宗教界及社會力量，希望阻止法案

通過。由於這不只是輿論戰，而是已經去到立法戰的階

段，所以護家盟除了在理論上反駁之外，還要動員社會

力量，更要遊說立法委員，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政治搏

鬥。

香港和台灣雖然不同，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亦有分

別；但社會的結構和自由度卻是相若。因此在政治運動

方面經常參考台灣，或是取其成功經驗，或是汲取失敗

教訓。其實除了政治，台灣的社會運動，就如「同志

平權運動」的趨勢與攻防，也值得我們關注與參考。關

係香港前途的「政改」當然重要，但對於「家變」的可

能，我們豈不更應該關心？

參考資料：

1. 支持（4分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FkB4AiPNTk
2. 反對（3分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ivhpY5eVpg
3. 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 http://taiwanfam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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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聚焦「政改」，台台灣醞 「釀「家變」 收養制度



淺談管教的

鬆與緊

暖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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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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fssctr.hkcccc.org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區 會 家 庭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梁玉嫻梁玉嫻
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曾在一次管教講座，與家長探討有關管教鬆緊的

問題，一位家長分享，表示自己一早看透了，孩子早晚

也會接觸社會，因此不會主動但也不會限制孩子接觸電

視、雜誌、粗言穢語等。這位家長的分享，引發其他參

與講座的家長熱烈的討論，範圍圍繞管教時「鬆緊的調

節」和「收放的藝術」！

觀乎家長們的擔心，主要有兩方面：第一，管得太

緊的，擔心子女太被保護，可能變成窩囊廢，一旦反抗

起來又怕關係緊張。第二，任子女自由發揮，寬鬆少限

制的話，又憂心他們任意妄為，目中無人。鬆緊收放的

控制，莫衷一是，使為人父母親的裡外不是人，進退兩

難！

這一代的父母，一方面在較傳統的管教模式下成

長，對尊敬父母、孝順、忍耐、謙讓、顧全大局等教導

十分重視；但現今社會卻強調個人、人權、自由、獨立

與批判；無怪乎當代父母們進退為艱，常於矛盾當中。

鬆緊有緻

家長在管教的鬆緊上產生困難，若能分辨當中涉

及的範疇，矛盾可能就會消失。緊的方面，或應該稱為

根基部份，包括方向、態度、生活習慣／紀律、承擔責

任及價值觀等；鬆的方面，或許應該稱為自由發揮的部

分，包括表達（意願，情感及意見）、創作、探索及有

有限度的抉擇等。

具體來說，建立子女良好嗜好，例如閱讀，每晚

可定下閱讀時間，但書籍種類可由子女自由選擇；又或

教導子女尊重長輩，但遇到長輩有不合理時，仍可讓子

女表達感受；甚至在教導子女重視學業，盡力考試的同

時，亦繼續為子女提供探索世界和知識的機會。

當然，眾所周知「易放難收」的道理，特別對於

年紀較小的孩子，管教上不妨在根基部份多下功夫，讓

子女在價值觀、生活規律，承擔責任上有基本輪廓，反

之，若進入青少年期才開始在這方面建立，孩子這時既

開始追求自我身分認同，加上已有經年建立了的模式和

習慣，難度就大大增加了！

就如文章開頭所提及的家長，子女在價值觀獨立思

考方面尚未穩固，不限制他們接觸不同的媒體，子女會

不由分寸地吸收，受當中的價值觀、畫面、語言所影響

和塑造；當要再修正或改變時，就十分困難了。

不斷反省的親職歷程

生兒育女是為人父母者再成長

的機會，沒有比子女更能推動我

們反省、付出及調節。作父母的

我們只是平凡人，犯錯是常情，只要

不斷反省、調節、再上路，沒有太遲，

因為我們永遠都是孩子的父母。 



今年五月初到河南省周口市的交流，是本會自二零一一

年起與該市基督教兩會建立聯繫交往以來的第三次。去年本

會兩位同工應邀為當地兩個培訓中心的學員（全為堂會及聚

會點的傳道人），分別主領密集式專題培訓，今年再次應邀

前往，由於時間要稍作調整，最終只有本人能夠成行。

是次到周口市進行的交流培訓，對象是去年同一批堂

會及聚會點的傳道人，人數逾百，向他們教授「基督教倫理

學」。

五月八、九、十日三天，從早上九時到下午四時每天三

節，三天共進行了九節課。由於是密集式專題，我透過講授

三方面，向周口教會的傳道同工提綱挈領地介紹了基督教倫

理的要點：（一）基麼是倫理學和基督教倫理，如何作倫理

判斷；（二）從聖經看基督教倫理原則，主要從舊約的十誡

與律法書和新約的山上寶訓，教導學員認識當中的聖經倫理

原則；（三）列出四個現代人經常要面對的倫理課題：其一

是性倫理，包括性與婚姻和同性戀問題；其二是生命倫理，

包括安樂死和墮胎問題；其三是政治倫理，包括戰爭、暴

力、人權問題；其四是財富倫理，包括信仰與財富和財富與

責任問題。

對於周口教會的傳道人來說，基督教倫理學是個比較新

的學科。他們在培訓中心接受兩年的神學培訓，絕大部份集

中在聖經書卷的學習，因為中國大陸教會認為，牧養信徒最

重要是講解聖經，所以傳道人最基本的裝備，就是認識整本

聖經。然而，信徒在現實生活中，其實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問

題和挑戰，在婚姻、家庭、生活、工作、做生意、社會和政

治等方面均有考驗，很多時不單要作個人抉擇，甚而涉及整

個群體的課題，要思量是非黑白，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原則和

價值觀。

在內地那幾天期間，剛巧從電視的新聞報導中看到兩

則消息。一是北京市實施向不遵守交通燈指示亂過馬路者罰

款，首天被罰者竟達萬人！二是國家審計處經仔細查核後，

向一些上市的大型國企公司發出指令，要他們為呈交的周年

財政報告作出更正跟進。這兩則消息一方面反映出今天的中

國大陸，上至大型國企下至一般市民，在守法自律上仍然欠

妥；但另一方面又似乎說明了，國家能務實地正視存在的各

種問題，無論是誰，若有錯誤必須糾正。

作為活在中國大地的上帝的兒女，信徒不單要為主見證

福音，也需成為主在社會中的光和鹽，把基督教的價值觀行

出來，讓世人曉得上帝對人對社會的要求是甚麼。期望五月

初在周口市有關基督教倫理學的交流培訓，為建立內地教牧

與信徒的倫理觀作一點工夫，成為日後中國信徒倫理的堅實

基礎之一，進而啟發廣大群眾，認同道德價值對民族發展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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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蘇成溢牧師
本會總幹事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金禧活動
金禧神學日
日期：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3:3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內容： (1) 神學組前主任及退休教師分享神學教育心得

與期望

　　　(2) 新同學奉獻禮

　　　(3) 畢業生差遣禮

　　　(4) 感恩聚餐—同日下午7:00於太和廣場美心

皇宮(憑票入座)

查詢：金禧神學日— 黃小姐(39436708)

　　　感　恩　聚　餐— 陸小姐(39436706)

「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
日期：2013年11月4-5日(星期一至二)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窩打老道54號)

講員：11月4日(一)上午9:30 -下午6:00

　　　謝品然、劉翠玉、盧龍光、陳龍斌、鄭赤琰、

　　　陳健民、戴耀廷、譚惠珠

　　　11月5日(二)上午9:30 -下午4:30

　　　邢福增、龔立人、葉菁華、關瑞文、夏其龍

　　　下午4:30-5:30為聯合聖餐崇拜

費用：港幣$100(5位以上七折)；崇基神學院校友及 

　　　菁英會員七折$70；全日制學生$50

詳情：http://www.cuhk.edu.hk/theology/50

查詢：曾小姐(3943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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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 主辦
「資源共享」換物及賣物會
目　　的： 響應環保及珍惜地球資源
日　　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10:00至11:00 ‧「資源共享」換物會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 賣物會
地　　點： 本會四樓禮堂
 （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對　　象： （1） 凡將物資送交下列其中一間堂會之弟兄姊

妹，將獲派發該堂會蓋章之收條乙張，用以
參加「資源共享」換物之用。

　　　　 （2） 沒有參與「資源共享」換物會之弟兄姊妹，
歡迎參與賣物會。

查詢電話： 23971022李恩德宣教師
「資源共享」換物會收集物資詳情：
收集物資：只限（1）衣物（全新）或八成新以上（並清洗乾淨）　　　　　　　（2）手飾或襯衫飾物
　　　　　　　（3）家居用品或裝飾用品（八成新以上）　　　　　　　（4）小型家庭用品（全新）
收集物資日期：十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十日
　　　　　　　上午9:30至下午4:30
收集物資地點：合一堂九龍堂（九龍何文田巴富街2號）　　　　　　　香港閩南堂（香港跑馬地山村道9號）　　　　　　　深愛堂（九龍石硤尾窩仔街80號）
所得款項扣除開支後，將交由本會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轉交慈善團體或作慈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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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華堂誠聘宣教師及幹事／福音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為一駐校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

（一） 宣教師：須神學畢業，對聖工有抱負及恩賜，具團

隊精神；負責兒童事工及發展家長福音工作，協助

青少年事工。

（二） 幹事／福音幹事：負責幹事職務，具事奉心志及責

任心，中學畢業懂會計、電腦、及行政事務，需週

六日工作。

請函履歷寄九龍塘牛津道1B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鄧宣教師

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公理堂誠聘宣教師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誠聘委身兒童事工全職宣教師一

名，上環區工作，成熟獨立具合適心志、恩賜與學歷。

有意者請於十月三十一日前繕履歷及撰文分享牧養異

象，寄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人力

資源委員會收。（申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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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按立牧師、接納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
本會謹訂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晚上七時三十

分，於本會合一堂九龍堂(九龍何文田巴富街頭2號)舉行「二零
一三年按立牧師、接納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敦請本
會陳熾彬牧師證道，按立基禾堂鍾立光宣教師、馬灣基慧堂何

湛亮宣教師、大埔堂富善
佈道所李煥華宣教師、大
角咀基全堂馮浩樑宣教師
及梁發紀念禮拜堂高國雄
宣教師為牧師，接納深愛
堂陳嘉恩牧師為本會牧
師，並差遣趙玉琼女士
(馬灣基慧堂)、林淑嫺女
士(長沙灣基道堂)、伍寶
如女士(大埔堂)、馬慶鴻
先生(鰂魚涌堂分堂基富

堂)、何玉婷女士(長沙灣基道堂)、李弘遠先生(長沙灣基道堂)、
林培德先生(鰂魚涌堂)、葉英傑先生(傳恩堂)及李瑞文女士(合一
堂香港堂)為本會宣教師。

本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及議事會
本會謹定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

分，於本會長老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A)舉行「二零一三年周
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敦請本會李熾昌牧師證道。同日下午
四時三十分於本會總辦事處四樓禮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
遜紀念會所)舉行「二零一三年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敬請各
堂校同工及代表垂注，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十月份教牧同工專題分享會
英國聯合歸正教會議長及執行幹事應邀出席本會本年度周年

代表大會，現安排該會兩位領袖於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
於區會舉行專題分享會，題目：「在當前英國社會處境中教會
宣教的挑戰與發展」，費用全免，歡迎本會教牧踴躍出席，查
詢或報名，請致電23971022鄭萍女士；演講以英語進行。

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
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定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舉

行，是次行程包括上午於香港閩南堂舉行崇拜及活動，午膳於
深灣珍寶海鮮舫，下午參觀風之塔及遊覽赤柱美利樓。每堂名
額八位，婦女每位收費＄80(餘數由區會津貼)，男士及18歲以
下青少年收費＄120，2歲以下不佔座位幼兒免費。查詢請致電
23971022李恩德宣教師。

區會人事動態
社會服務部學校支援服務社工曾秀梅女士，自九月一日起晉

升為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合一堂開基一百七十周年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
合一堂定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主日)下午三時，於合一堂香港

堂舉行開基一百七十周年感恩崇拜，並按立文成安弟兄、袁楝
謙弟兄及周劉翠萍姊妹為執事聖職。

公理堂開基一百三十周年紀念
公理堂定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六)下午及晚上，於公理堂大樓

六樓演奏廳公演兩場開基一百三十周年紀念宣教話劇，劇目為
「喜有始理」；翌日(主日)舉行開基一百三十周年感恩崇拜。

元朗堂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活動
元朗堂為慶祝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於十月舉辦多項堂慶

活動，包括於六日由全體教友投票選出堂慶標語設計及堂慶徽
號、十二日舉行堂慶感恩之旅、十三日(主日)崇拜後拍攝堂慶感
恩大合照、二十日(主日)舉行堂慶感恩崇拜，由翁傳鏗牧師擔任
講員，同日晚上舉行堂慶感恩聚餐。

田景堂二十三周年堂慶主日
田景堂已於十月六日(主日)舉行二十三周年堂慶主日，由香

港宣道差會訓練主任吳艷嫻博士證道，崇拜後設有愛筵及電影
欣賞及信息分享會。

沙田堂三十一周年堂慶聯合崇拜
沙田堂已於九月十五日(主日)上午，假新界鄉議局大樓一樓

大劇院舉行沙田堂三十一周年堂慶聯合崇拜，由陸輝牧師擔任
講員。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鰂魚涌堂已於九月一日起，聘請寇海成先生為該

堂宣教師；紅磡基道堂已於九月一日起，聘請李美蓮女士為該
堂宣教師。
同工離任：大埔堂廖天雲宣教師，已於十月一日起離任；基

愛堂何健星宣教師，已於九月十六日起離任；紅磡基道堂吳金
妍宣教師，已於八月三十一日起離任；望覺堂福音幹事劉瑞玲
女士，已於九月一日起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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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會 堂　 會

學　 校

中學校長互選出席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執行
委員會代表名單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直屬中學校長互選出席執行委員會

名單：方順源、朱啟榮、姚靜儀、陳俊傑、陳紹才、黃偉耀、
葉天祐、葉信德、鄧陳慧筠、歐陽家強。(按筆劃多少為序)

小學校長互選出席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執行
委員會代表名單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直屬小學校長互選出席執行委員會

名單：辛列有、何麗雯、何寶鈴、周任玲、林偉雄、梁淑儀、
鄭雪英、劉惠明、蔡世鴻、簡燕玲。(按筆劃多少為序)

鍾立光宣教師 何湛亮宣教師 李煥華宣教師

馮浩樑宣教師 高國雄宣教師 陳嘉恩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