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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牧退休潮想起

蘇成溢牧師

去年九月，本人應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邀請，參與一個以教牧退休潮為題的座談
會，就本會的教牧現況、教牧訓練機制、
教會體制和神學反思四方面作出分享。有
關分享的全文已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會訊
《信息》第331期（2015年11．12月）刊
出。由於教牧退休潮是本會未來五至十年
(2020-2025年) 的重大挑戰之一，當中有
幾個關鍵之處，十分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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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牧師要退休
本會現時有八十八位牧師，六十八男，二十女。五年之內退休的將
有二十二位，十年後另多二十八位，即共五十位退休。十年內有過半數的
牧師將要退休，那麼，能否按立有同等人數以填補空缺呢？另一情況是近
年獻身事奉的人之年紀越來越大，入讀神學院已屆三、四十歲，畢業後出
來事奉的時間只有廿多年就退休。還有是受按牧職的人的年齡也是越來越
高。

公費神學生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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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的公費神學生，是接受全費資助的，必須由堂會推薦，再由區
會甄選，獲接納後，派至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攻讀，畢業後由區
會安排事奉崗位，最少服務三年。因堂會信徒申請為公費神學生的數目較
少，每年堂會向區會申請的數目比公費神學畢業生多，經常出現僧多粥少
的情況。
申請人數少情況，是因教會對公費神學生的要求太嚴格？還是由於畢
業後要接受事奉崗位至少三年而卻步？這都值得深入探究。

領受牧職非為填補空缺
我認為，面對過半數的牧師要退休，勿只求湊足人數，乃要認真看牧
職。要問：到底是上主的呼召重要，還是找個人做牧職重要？如果為解決退
休潮，盡快找辦法填補空缺，卻忽略牧職的感召，便大有問題。因為，牧職
不是一份工！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人很容易落進試探，認為牧師也是一個專業，往
往從收入、權力、金錢來衡量牧師的工作。本會教牧和信徒當曉得，我們一
直沿用改革宗聖職體制，強調牧職平等；當按立成為牧師，一生都是牧師，
不論在大、小堂會事奉或職務多寡等，牧職身分相同。
解決人手不足，為退休潮謀求對策，全在乎上主向人發出呼召，揀選那
些甘願獻上一生的人，切勿採用市場招聘策略。教會必須強調，牧職的感召
和人的忠誠回應，比推介牧師職務更為重要。我們要認定，牧師是個終身聖
職，每位教牧一踏上獻身之路，就是走進放下個人主權，畢生由主支配的生
命之旅。

屬靈雋語
「祈求上主，使我內心常美。」
— 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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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標竿

直跑
早前曾參與基真小學的運動會並以保羅在腓
立比書三章13-14節所說，作出簡單勉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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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運動會的最後一個環節是各級的接力
賽，可惜沒有設立最投入的啦啦隊獎，否則是小
三級莫屬。小三級共五班，每班都會派出一隊
參賽，有男有女，400公尺接力賽分八位同學接
力。跑道上運動健兒盡力向前跑，而觀眾台上的
同學大力為他們的同班同學打氣，力叫「加油、
加油」，更是感動的，其中四隊已到達終點站，
但有一組落後差不多50公尺，周邊的各人都以
掌聲及呼喊聲鼓勵他們繼續前進，直至到達終點
站。
在運動場跑道上的每位健兒，最大競爭對手
乃是自己，就是要去突破、去超越自己過去的
成績。可能去年短跑100米成績是25秒，冠軍是
19.8秒，現時自己要創造的成績，目標不是在於
別人所創的19.8秒，乃是要超越自己所曾做出的
25秒作為起點。更重要的不是逃避或給予自己任
何藉口，不再回到跑道上。
每位跑道上的健兒，首先要對自己有信心，
願意面對挑戰及嘗試跨越舊有所建立的成績。這
信心與挑戰；包括是對比著別人所創造的成績與
自己不同，又或自己身體或體能上種種的限制，
但仍有信心，願意接受及克服挑戰。
其次，是對自己所作決定的堅持，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在跑道的周
邊，可能有無數令自己分心的事情，例如歡呼
聲、喝倒采聲，甚或在跑道上其他跑在前或跑在
後的健兒們。然而，我們仍要專注於唯一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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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標竿插在那裡，才免致走
斜線。
人生的成長與發展路上也是一樣，我們走在
跑道上，最大的阻力與對手其實是自己，特別年
紀越長，更不願意繼續在跑道上奮力向前跑，跨
越或突破自己的局限，即使向著主耶穌要我們前
進的標竿，我們都會懼怕接受新挑戰，懼怕沒有
信心克服及面對自己的限制。我們懼怕面對在跑
道上所作出的成績，並不如個人的期望或目標，
於是便停留在跑道的一旁，自顧地懷抱著昔日曾
創造的成績，以此合理化自己在跑道上停滯不前
的決定。
然而，若我們再進深思想，便會問：到底是
由誰來釐訂這些準則？這些準則又是甚麼呢？其
實，所謂卓越、所謂驕人成績，不過是從跟別人
的比較結果中來衡量何謂卓越與驕人，但這卻不
能用來衡量每一個人的人生價值。
保羅勸勉著我們，要向著主耶穌基督為我們
而設的標竿直跑，在這生命的跑道上要有那份突
破的勇氣與信心，更要為所作決定而堅持，努力
面前，不被周邊的事物，社會所說的成與敗虛假
的價值、歡呼或喝倒采聲音所影響，向著標竿直
跑，為要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們的
獎賞。
在人生命道路上，常常保持有這份勇氣與信
心，為所作決定而堅持，實非容易！但我們是知
道，在天父上帝所建構的跑道上，並非只是自己
孤單一人向著標竿直跑！

百年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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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在普世合一運動的參與
一九一零年六月在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
是近代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新里程碑。當年全世界超
過一千二百位代表出席，其中只有十九位為非西方
出席代表，包括八名亞洲人，其中三位是華人。這三
位出席的華人代表就是倫敦會北京米市堂的誠靜怡
（Cheng Jing-yi）、上海滬江大學代理校長及浸信會
神學院教授董景安（Tong Ching-en）和上海長老會
信徒張廷榮（Chang T. Y.）。此外，當時正在英國留
學的康成醫生（又名康愛德Ida Kahn）（註1）和王寵慶
醫生（Wong C. C.）（註2），也參加了大會。（註3）
這五位華人參加者，董景安及康成分別屬浸信會
和監理會，誠靜怡及王寵慶是倫敦會背景，張廷榮是
長老會的；長老會及倫敦會正是八年後（1918年）
倡議教會合一，推動成立中華基督教會的創會成員。
自此中華基督教會便一直不遺餘力地參與教會合
一運動，不單在中國境內，遠至新加坡和馬來亞地區
的長老會，也聯合成為中華基督教會南洋大會。（註4）
到了一九四八年普世教會協會成立時，中國有四位正

式代表，除了中華基督教全國協進會總幹事吳高梓牧
師外 （註5）， 另外有三個會員教會代表，分別是華北
公理會的王梓仲牧師、中華聖公會的朱友漁主教以及
中華基督教會的李廷魁先生。（註6）
由此可見，從孕育至誕生到成長，中華基督教會
的合一使命，一直與普世合一運動有不可分割的關
係，她有機會在普世教會分享在中國的合一夢，又能
把世界各地教會的經驗帶回中國本土，豐富了合一運
動的發展。
註１： 康成屬美國監理會 (American Episcoal Methodist).
註２： 王寵慶屬香港的道濟會堂。參張祝齡：〈我所認識的誠靜怡博士〉，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公報》12.3 (1940年3月1日) ：5-6。
註３： W.W. Lockwood, “China’s Part in the Edinburgh Confer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41 No.9 (September 1910): 605.
註４： 〈總會理事會報告書〉，《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公報》20.12 (1948年
12月) ：8，11。
註５： 吳高梓屬衛理公會。
註 6 ： 〈普世基督教聯合會 創立大會消息〉，《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公報》
20.9 (1948年9月)：1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教育主日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三日）
本會一向十分看重神學教育，自一九六零年代起本合一精神聯同其他教會（包括聖公會、崇真會、循道
衛理聯合教會、潮語浸信會）共同辦理崇基學院神學院，作為本會培訓教牧同工之基地，給予凡入讀者公費
神學學額，並全力支持該神學院經費。
為培訓教牧人才，本會之神學教育學額共分有四類，即：
（甲）基本神學學額：支持教友進入本會指定之神學院攻讀第一個學位。
（乙）在職進修學額：支持在職牧者進修某一指定之神學或牧養課題。
（丙）高級學位學額：支持牧者或教友專研某一神學或牧養課題。
（丁）神學培才學額：支持本會堂會在香港或澳門各神學院全時間就讀的神學生。
本年本會有三位領取基本神學學額之神學生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就讀，另有七位領取神學培才學額之神學
生在其他神學院就讀。本年各項學額及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經費，預算支出逾七十六萬元，另支持崇
基學院神學院經費，為港幣一百三十萬元，總預算支出合共約港幣二百零六萬餘元。預計在未來的新學年，
將有二人申領基本神學學額，十五人申領神學培才學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上帝國度培訓工人更是我們所看重之事，請本會各堂同道，同心支持區會
之神學教育。
如欲奉獻支持本會之神學學額及崇基學院神學院，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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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神學教育」；或將奉獻
於本年四月三十日或以前交所屬堂會彙集繳交區會。（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者，將獲發收據用作扣減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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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帳棚（來十一9）
─合一教會之旅
三、會議內容
清奈水浸情況。

編按：蒲錦昌牧師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至十二月
一日期間，代表區會前赴印度清奈出席普世教會協會第
九屆合一教會諮詢會議。

一、前言
一如往常，出發前在互聯網上搜尋目的地的資料，掌握當
地的天氣，好收拾行李。想不到清奈原來已連續多天下大雨，到
處水淹成災，市民得用小艇作交通工具，學校也停課。我不禁
想：這趟行程究竟會否告吹呢？沒有收到宣佈會議改期的電郵，
也不見航班取消的通知，便在原定時間到達機場，乘夜機抵清
奈。還好，只碰上機場附近稍為堵車，沿途也不見淹水。

二、會議由來與性質
由一九六七年開始，每隔七年，
普世教會協會（下簡稱普協）便以信
仰與教制委員會的名義召開一次合一
教會（United and Uniting Churches，
簡稱UUC）諮詢會議，以推進教會合
一，這次已是第九屆。（註一）
顧名思義，合一教會 （註二） 就是 聖多馬堂多馬親手製作的
兩個或以上的教會正進行或已聯合組 蓮花十架。
成的教會，可以是同宗派或跨宗派的。現在，全球大約有五十個
這樣聯合而成的教會，由於他們的聯合過程可能超過一次，因此
聯合的行動可能多達150次。中華基督教會便是其中之一。至於
正商議聯合的教會大概有40個，包括15個進行中的過程。（註三）
諮詢會議的目的，一方面是了解當今普世合一運動中合一
教會的現況與動力，思考其特色與展望其未來，另一方面，也讓
合一教會有機會互相交流，彼此激勵，分享大家的經驗和見證上
主的作為。
這次會議選在清奈舉行，由南印度教會（Church of South
India，簡稱CSI）作東道主，並有北印度教會（Church of North
India，簡稱CNI）及月多馬教會（Mar Thoma Church）協助，這
三個教會也在最近組成了Communion of Churches in India。清奈
不單只是基督宗教最早到達印度的地方，南印度教會也是上世紀
四十年代教會
合一的典範，
不單只有長老
宗、公理宗、
循道衛理宗的
成員，也能成
功的與聖公宗
聯合，帶動了
教會合一的運
動。
諮詢會議全體參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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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第一天有開幕崇拜，在剛剛慶祝二百週年的CSI聖佐
治座堂舉行，由普協總幹事戴維德牧師（Rev. Dr. Olav F. Tveit）
宣道，北印度教會、南印度教會的議長、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
（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簡稱WCRC）的總
幹事費格信牧師（Rev. Dr. Christopher Fugerson）等致詞，並有
按照南印度教會禮儀進行的聖餐禮，令我們所有參加者均感到
CSI同工們對此次會議的重視。
諮詢會議的主題是「住在帳棚─合一教會之旅」，連貫着
普協釜山大會（2013）的主題和教會使命的神學思考，以希伯
來書十一章9節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以色列先祖像客旅般住
在帳棚的體驗，闡述教會乃在公義和平的道路上，朝向天國最終
的實現邁進，因此要有接受改變的信心和勇氣，不囿於現在的成
就與所有，不被環境、挑戰和困難所征服。每天的早禱、查經、
主題發言均環繞這個中心，並分成朝聖之旅、合一、公義、和
平、見証這五個分題一起思考和討論。
我印象最深的是南非聯合歸正教會的代表南非大學系統神
學副教授莫迪思博士（Dr. Leepo Modise）的主題發言。他從神
學及聖經的角度，闡述合一既為聖靈的工作，亦為基督身體──
教會最重要的事情。因為分裂和彼此排斥是罪，救恩則是使人與
上主及他人合一。同時，合一的路也是公義與和平的旅程。莫迪
思博士以南非教會的經驗為例，說明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荷
蘭歸正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不單錯解聖經，同時
是分裂上主教會，行在不公義與沒有和平的道路中，是背逆上主
的罪，亦無法叫其他教會尤其是黑人教會與他們合一。因此，合
一與公義和平的追求是彼此關連和不可分割的。南非教會的經驗
和信仰宣言，正好說明這一點。（註四）
我們四十多位來自不同合一教會的代表，也有機會在會議
中分享，包括：
1.  德國聯合教會（Evangelical Church in Germany）
2.  中國基督教協會
3.  法國聯合基督教會（United Protestant Church of
France）
4.  荷蘭基督教會（Protestant Church in the Netherlands）
5.  北印度教會（Church of North India）
6.  南印度教會（Church of South India）
7.  孟加拉教會（Church of Bangladesh）
8. （英國）聯合歸正教會（United Reformed Church）

普世教會協會總幹事戴
維德牧師（Rev. Dr. Olav
F. Tveit）在南印度教會聖佐
治座堂宣道。

與 南 印 度 教 會 殘 疾 人
士關懷事工幹事J.John
Samadhanam合照。

9. （美國）聯合基督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0. 加拿大聯合教會（United Church of Canada）
11. 澳洲聯合教會（UnitingChurch in Australia）
12. 牙買加及開曼群島聯合教會（The United Church in
Jamaica and Cayman Islands）
13. 南非聯合歸正教會（United Reformed Church of
Southern Africa）
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輪到我分享時，我略述了中國近代史和中華基督教會成立
的背景和精神─合一、本色、三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內地的變化
和香港區會的獨立發展，與及今日所面對的挑戰：合一教會或宗
派教會的身分認同，合一與多元的張力，開放與價值傳承的矛盾
等。其實，在不少聯合教會中，也碰到類似的問題。

四、參訪與主日崇拜
十一月廿八日下午，我們到清奈的聖
多馬丘及天主教會聖多馬堂參觀。一個是傳
說中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馬曾藏匿的地方，另
一個則是他殉道的地點。聖多馬不單只在印
度宣教，也在這兩個地方留下他的腳印、親
自雕刻的十字架和他自己的遺骨。我在這兩
個地方，見到非常類似景教碑蓮花十架的十
字架，有金屬的、水泥的和石造的。如果傳
說屬實，那麼，聖多馬可能就是蓮花十架 聖馬可堂廣場的金屬
的創作者。因為在聖多馬堂所見的石刻十 製蓮花十架柱身。
架，據說就是他的傑作，並且曾染有他的血
迹。（註五）
十一月廿九日，我們分成六組到不同
教會崇拜，我被安排到月多馬教會。這個教
會據說是多馬所建立，屬正教傳統，禮儀隆
重而莊嚴，兩小時半左右的崇拜，以聖餐禮
為高潮，在唱頌、檀香和禮儀的氛圍中，我
享受着與平日完全不同的崇拜體驗，領會到
聖多馬丘的蓮花十架。
上主教會的多元，而月多馬教會容許我們
兩位牧師在聖壇上而不是坐在會眾中，得以觀察分隔神職人員與
會眾的圍幕內的每個細節，又在正教體系的教會內一同領受主的
身體和寶血，這還是我生平的第一遭！主內一家和聖徒相通，都
在那一刻得以具體的實現，更希望這一天能早日在普世教會中出
現，讓世人看到教會在主裡面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我在會議期中把握機會，向熟悉禮儀和教會歷史的月多馬
教會代表約瑟博士（Rev. Dr. Ipe Joseph）請教聖多馬堂十架的
事情，他肯定地說那是蓮花十架的造型。那麼，景教和印度的教
會，很可能是有淵源的，甚至是同出一源。究竟我們是甚麼關係
呢？同為分支或景教自印度的教會而來呢？這是個十分有趣但不
容易得到確切答案的問題。

五、會議成果
1. 參加者再次肯定合一教會（UUC）有機聯合（organic
union）是教會合一的其中一個有效和可行的途徑，並非歷史遺
物，近年才成功聯合的法國聯合基督教會、瑞典教會（Church of
Sweden）及其他合一中的教會乃最佳明証。
2. 合一教會（UUC）再次確認自我的身分認同並非宗派性
的，像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CRC）般，因此，不需要太強調

組織性和架構，而像
一個網絡，多元而彼此
連結。由一九六七年開
始，合一教會（UUC）
已召開九次的諮詢會，
seph及荷蘭聯
這種會議應繼續，以深
Rev. Dr. Ipe Jo
月多馬教會內與
合照。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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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彼此聯繫，交流彼此的 合歸正教會的Dr. Leo K
經驗，推動教會合一。
3. 普協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素來也負有促進教會對談和合一
的責任，參與了合一教會（UUC）的會議。近年普協雖然面對財
政的困難和同工減少，但普協既為普世合一組織，理應繼續支持
這類諮詢會議，在人手上提供支援，聯絡其成員及友好，瞭解會
議的議題及合一教會運動的進展。
4. 合一教會（UUC）肯定其組合本身便是多元而合一，
合一教會之間並無依循同一合一規則，其成員也各有不同。這
種合一反映三一上主的合一與多元，亦可成為教會／宗派兩方
對談（bilateral dialogue）與教會／宗派多方對談（multilateral
dialogue）的參考。（註六）

六、後話
我們享受了幾天晴朗的天氣，十一月廿九日（星期日）開始
便有雨，而且雨勢有時頗大。十二月一日（星期二）會議結束當
日，雨一整天都沒停過，道路都有淹水。我和一位來自法國的牧
師一同提早趕往機場準備搭機離開，却發現沿途都嚴重淹水，水
浸及膝，整個城市像在水中一般。到達機場以後，才知道所有航
班都取消，停機坪也淹水，沒法讓航班升降。我們在半夜裡不知
如何是好，最後唯有和比我們早到機場但仍滯留的費格信牧師致
電南印度教會的同工來接我們。由機場回賓館的路上，到處都看
見汽車拋錨，我們在一片漆黑、視野模糊、下着傾盤大雨、正前
方像一條河流般的道路上前進，險象環生，甚至連我們坐的小巴
引擎也冒煙。當我們最終抵達賓館時，已是半夜三時多，我們都
充滿感恩，也認識到全球氣候變化和南亞雨季（Monsoon Rain）
的威力！
十二月二日（星期三）清奈機場當局宣佈機場運作暫停一
天，最早十二月三日（星期四）下午才有可能恢復。我們十多名
從世界各地來的參加者都焦急等待消息並和家人聯絡報平安，又
與任職機構聯絡，取消一些原來安排的活動等。十二月三日（星
期四）由於停機坪積水還未清理妥當，機場當局又把機場運作暫
停至星期日。我們都認為等下去不是辦法，於是與CSI的同工商
量，決定取道內陸的城市離開印度。CSI同工忙了兩天，最後於星
期五、六把我們十七人由清奈送往班加羅爾（Bangalore），我則
再由班加羅爾搭機往海德拉巴（Hyderabad）再轉機回港。
在印度滯留了四天回到香港，忽然覺得這個我熟識的城市有
多安全和可愛，還有我最愛的親人、朋友和弟兄姊妹！
註一：見本次會議文件Previous United and Uniting Churches Consultations and their Themes
and Recommendations。
註二：英語是United and Uniting Churches，包括完成合一過程而成立的聯合教會，也包括
正在進行合一過程的教會，中文則可同時包含這兩種含義。
註三：見本次會議文件The United and Uniting Church Families。
註四：參Leepo Modise,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in South African Churches：Uniting and
United Churches Living in a Tent, 會上發表論文。
註五：參Hermes D’Souza, In The Steps of St. Thomas, Chennai：Progressive Prints，
6thedition, 2012。
註六：參The Statement of United and Uniting Churches 9thConsultation, Chenna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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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同工、柴灣堂會友、本會小學學生家長

50分 到
200分 的 忍耐
火星人媽媽
一向以為自己對人很少發脾氣，忍耐力理應不低，
直到小兒子出世後，我才知道甚麼是真正的「忍耐」。
小兒子自少已有自己的想法，喜歡發問，尋根究
柢，自我要求高，若做不到便會自暴自棄，很小事也會
發脾氣，加上頑強倔強不受教的態度，經常令我暴跳如
雷。
以現代急促的生活節奏，放學回家後便要趕著做
功課及溫習等，未必有空間給他慢慢?究，慢慢發現。
但他對學校不實用的學科知識卻提不起興趣，一坐下來
溫習便想逃避，人在心不在，問這問哪，答得未夠詳盡
便發脾氣，而時間緊迫，再問便無法溫習，每次都令我
心煩。因他很討厭抄寫，曾試過寫一個中文字要用五分
鐘，寫六個詞語廿五個字便用了半小時。試過請補習姐
姐幫他，他都不會專心。碰著很嚴厲的姐姐，他會哭鬧
迫我以後不要雇用她；面對溫柔的，他便問這問哪、上
廁所，浪費時間。至於獎勵計劃，他覺得很幼稚，獎勵
未能推動他！
有一次幫他溫習，他卻整天想這想哪，只得我乾
著急，很激氣，我惟有合上眼祈禱，他知我扮辛苦，於
是用鄙視的眼神挑戰我說：「要不要叫救護車來救你
呀？」又有一次爸爸問他自己在他心目中的排名，他
說：「個個都咁錫我，只有你鬧我，所以排最尾！」他
很懂得說些令我們傷心的話。
嬲怒、責備、禁止再發問、發脾氣等，成為跟他溫
習的惡性循環。溫習成為戰場，跟他溫習心力交瘁，每
想到在這戰場還要捱多少年，便非常無望了。如何教育
他，成為我每天的張力！
就在這樣的拉鋸中，開始發覺他愛好發問的次數逐
漸減少，學習動機持續下降，真叫人痛心，擔心他的前
路、擔心他到中學階段會完全失去學習動機、擔心他變
成廢青、會尋死⋯⋯一想到此更覺得絕望，經常跌入無
止境的低谷。別人說我的忍耐力已經非常高，但面對一
個經常測試我底線、經常挑戰規矩、經常不服從、經常
為不合理事發脾氣又無心向學的九歲兒童，到底要有怎
樣的耐力才足夠？該如何教他，苦無頭緒！
直到有一天，我心情極度低落，他知道後問我為甚
麼？我有感而發的對他說：「不知上天為何賜你這個孩
子給我？我覺得好大挑戰！」他抱住我認真的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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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妳學耐性，妳現在得50分，神要妳有200分。」當時
我想：「若你聽話，我便不需要200分！為何你說我得
50分？你不按我的要求去做，偏有自己的意見，我怎樣
忍你呢？」我沒有100分，都有80分啦。但突然想難道
我的耐性真的有問題？難道神透過兒子和我說話？

曙光初現
直至遇到美國關係介入法（RDI）顧問周Sir，我們
的生命有了變化。
周Sir陪他玩一些記憶或解難有挑戰性遊戲，他很
認真玩，非常專心。在玩的過程中，他沒有催促他，沒
有批評他，沒有壓迫他，我很訝異有不少情況原來他是
做得到的！有一次我見他亂放圖卡，周Sir也不制止他，
結果，他有他的方法完成周Sir要他做的聯想。周Sir給予
空間讓他嘗試，非常信任他！他覺得活動很有趣及很有
挑戰性，所以提升了推動力及自信心。與周Sir見面幾次
之後，他整個人已經改變了很多，他的學習態度好了，
情緒控制也改善了，對人體貼了！有一天晚上他祈禱
說：「將來出來做工，希望可以賺錢比爸爸媽媽做生活
費！」他從前很討厭我們，但現在變得窩心了！
我發現，原來我一直擔心兒子缺少內在推動力，結
果愈擔心，便愈給他增添無形的壓力！他沒有自信，是
因為我一點一滴地對他增加不滿，無論身體語言、眼神
或催促的狀態，一直表達著我對他的不信任，忽視他有
興趣的課題。直至周Sir要我們兩夫婦一同上家長課，他
告訴我們：「你們的兒子是非一般的孩子，你向左，他
向右，要有一套適合他的教育模式。」
周Sir請我們拍影片給他看，第一天影片中他大發脾
氣：「為甚麼溫習這麼多中文卻不溫習常識？」周Sir告
訴我，不能定太多目標要他完成，他會想死的，他喜歡
科學書卻不能看，只溫習他認為沉悶的中文，所以很不
開心。於是，我學習減少溫習的數量及目標。
第二天藉影片周Sir教我學習「忍耐」—容許他自
己溫習，即使他一坐下就起來找零食、玩文具、心不在
焉，浪費時間，周Sir都叫我「忍」。他說這是一個學習
過程，我惟有信他，終於他真的會自己埋位溫習。
第三天我再給他影片，他教我學習「等」。很多時
教他，他都不回答，好像沒有聽到，惟有等等等等⋯⋯
不要迫他也不要催他，要給他空間慢慢消化及思考。當

我以為已經完了，到第四天仍有不足，他一邊溫習一邊
彈魔術棒。周Sir吩咐我要接納他一邊玩一邊思考，因為
他說有些人的學習模式是與我們不一樣，我們都是火星
人，如果同專家同類，我惟有接受他。
到第五天我以為已經畢業了，誰不知，周Sir給我
意見是：沒有跟兒子有眼神接觸，沒有和他交流，沒有
回應他的分享，自己有自己教，他有他遊魂。周Sir要
我學習認真聽他的分享。直至這一天，我容許他不停發
問，等他慢慢思考，按著他的步伐行。我開始看見新的
一天，他沒有發脾氣，他超可愛，他有節制，他很有自
信，溫習變得很開心，因為他發問很多很多非常有趣的
科學問題，只要我靜心聽，便會樂在其中！因為我的改
變，他開始自覺地完成要做的事情。我只說一次：我相
信你會自己做！然後我便去洗澡。果然，他安靜用心地
做，效率很高！原來對他表示強烈的信任，在輕鬆的氣
氛下玩樂，這些真的增強了他的自信心，提升他的能力
感！少嚕囌，少批評，這是我學到的理念，看到前後十
天的強烈對比，真的非常感恩！

從50到200—未完成的功課
原來孩子的反叛是因為父母對他的不信任，形成惡
性循環！
轉了這個模式，他便180度大轉變——從前要人監
管才做到功課，現在只要告訴他：「我相信你能夠做得
到」，他便會非常認真完成。他比我更著緊自己的默書
及溫習，只是短短時間便起了變化，原來「忍耐」的功
效是那麼大。
我終於知道「不罵」、「不惡」、「停頓」、
「慢」、「等」、「千般的忍耐」，「令溫習充滿樂
趣」、「減少要求」，「減少期望」，「享受過程」等
等，都是未來我要繼續學習及努力的功課。現在改變了
模式，有一次我說：「你還有兩天便默書，你懂的就不
用溫習，若不懂便自己溫習吧！」於是他問：「為甚麼
不跟我一同溫習？」又有一晚，我說：「後天背默，今
晚太夜了，不要溫習啦，我現在去洗澡，你覺得需要便
看一下課文吧！」三分鐘後，他說：「你甚麼時候洗完
澡幫我？」成功！由原來我主導轉為他比我還著緊。最
後，他自己背，自己對，是他主動要求我幫他，而不是
我給他指示。
又有一次，在平日緊湊的返學日子，碰巧是大兒
子十八歲生日，一家人想晚上出外慶祝，卻擔心他未完
成功課，於是打電話給他要他六時前完成功課，準時外
出。怎知他很緊張地說：「還要完成默書啊！」原來第
二天還要默書，但最終他都能按時完成溫習，並可以一
起外出吃晚餐，真是非常大的突破！
還有一晚，他說喜歡看百科全書，從前他很懶，要

我讀給他聽，那天他說我讀得太敷衍，不如自己讀，於
是開始很專心地閱讀密密麻麻的百科全書，看到我能不
感動嗎？原來他喜歡的科目，他是有學習動機的！
當然在管教的路上，仍會有很多波折，要常常變
陣，智慧及耐力少些都不行。但周Sir告訴我：「要放慢
步伐，要著重過程，不是著重結果。不是所有問題都可
以解決的，更加不是能即時解決便是好事，因為無人能
知道上帝的時間表，但肯定的是不會對我們不利！」
當靜下來自省，原來我做人一向很急，很容易不耐
煩。小兒子的出現，正是要歷煉我的忍耐力。終於明白
為何他說我的耐力只得50分，原來他的評估沒錯，我真
的只得50分，還需要多多學習，向「200」分的耐力邁
進！

2016-2017年度招生
大公教會傳統
道成肉身模式

保守與自由互相尊重
靈性與學術彼此結合

本院乃唯一設於華人公立大學中的神學院，由五個宗派教
會支持，結合學術訓練與靈命培育，致力培訓教牧人才，
裝備信徒領袖，促進神學反省，回應上帝此時此地的召
喚。我們本大公精神，不囿於特定神學立場，鼓勵同學按
照聖經、教會傳統、屬靈經驗和理性原則，建構自己的神
學立場，並學習彼此聆聽、尊重差異、實踐合一。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學位課程（2016年3月31日截止報名）
神道學碩士（M.Div.）
文學碩士（基督教研究）（M.A. in Christian Studies）
（可兼讀）
文學碩士（神學研究）（M.A. in Theological Studies）
（可兼讀）
崇基學院神學院學位課程
（截止報名：非本地生2016年3月31日／本地生2016年4月30日）
神道學學士（B.D.）
（與神道學碩士（M.Div.）同等，專職同工可兼讀）
教牧學碩士（M.Min.）（可兼讀）
神學碩士（M.Theol.）
（可兼讀，分修課式及研究式課程）
神學博士（D.Theol.）（可兼讀）
欲查詢詳情或索取簡章可聯絡本院：
電話：（852）3943 5979 郭小姐
網址：http://www.theology.cuhk.edu.hk/
或瀏覽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
http//www.cuhk.edu.hk/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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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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ccc.org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梁玉嫻 |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的輔導工作
由一九九九年至今，家庭支援服務中心已成立超
過15年了。輔導一向是中心的主要服務，多年來我們
的輔導工作，有以下的重點，趁年初作點回顧，繼續
前行就更知分寸。

婚外情
基於社會的需要，以及同事的專長和負擔，中
心輔導服務主要集中處理婚姻問題，由婚前輔導至婚
姻衝突，由預防性至危機介入都有涉及，當中以婚外
情的個案最多，介入亦最複雜，由有婚外情者、其配
偶以及家中的孩子也要關顧到，讓同工們有很多學習
和挑戰。在接觸的婚外情個案中，同工們發現幾個現
象：第一，早十年前婚外情的個案，大部份沒有信仰
背景，而現在則有很多轉介來自教會；第二，發生婚
外情的夫婦本身婚姻沒有明顯的困難或衝突；第三，
發生婚外情夫婦原生家庭及成長經驗，沒有嚴重創傷
或扭曲……這種種觀察，體會婚姻在現今社會正受着
前所未有的挑戰。

婚前輔導
由於接觸很多有婚姻困難的夫婦，促使我們團
隊對婚前輔導更重視，而且更積極反省當中的內容重
點。二零一三年曾應內地社福機構邀請，為內地社工
提供婚前輔導的訓練，同工藉此機會整理婚前輔導小
組及個別婚前輔導的內容，重新制定了小組課程，例
如增加婚姻意義和婚外情方面的探討；三位同工更使
用新的課程，一同帶領過一次婚前輔導小組，反覆作
出修訂及檢討，當中投入的時間與資源不少，但十分
有價值，讓提供婚前輔導的同工，在婚姻價值觀及現
社會婚姻狀況，有更深的認識和內省。

由遊戲治療到家長輔導
由於本會眾多小學及幼稚園，加上處理婚外情或
婚姻衝突的個案，很多時有需要輔導小朋友，中心所
有輔導員都接受了遊戲治療的訓練，協助小朋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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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為上的障礙，同工們深深體會遊戲對小朋友的治
療作用；而我們更深的體會是，家長的醒覺及態度，
對小朋友的情緒、行為及成長才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因我們深信家長若明白小朋友的需要，或了解家庭互
動對小朋友的影響，甚或是覺察到自身的成長經驗對
管教的影響，對小朋友的幫助是更長遠的。所以，若
家長願意，經遊戲治療後，小朋友情況較為穩定，我
們都會將輔導的重點放回家長身上，經驗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當然，也有其他類型的求助個案，但團隊仍會將
輔導資源集中在以上三類的個案上，希望專注一點，
能累積更多經驗和反省，繼續守望有困難的家庭，與
有困難的家庭同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主辦

一生一世婚前輔導小組（第二十三期）
小組內容：（1）適婚程度檢視
（2）婚後溝通衝突處理
（3）瞭解原生家庭對夫婦相處之影響
（4）婚後適應
（5）憧憬未來，共建理想
小組日期：2016年3月31日至5月12日（逢週四，共7次）
時
間：晚上7:30-9:30
對
象：計劃於兩年內結婚／再婚之情侶
費
用：每對＄1,200（其中一人為本會會友）
每對＄1,500（非本會會友）
名
額：10對準新人
地
點：本中心一樓講室
導
師：薛玉女姑娘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寄回本中心；報名表格可於本中心網頁
下載，或致電本中心索取。
證
書：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明
地
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中心網頁：http://fssctr.hkcccc.org/
查詢電話：23971495（馮小姐／薛姑娘）

二零一五年本會大事紀要
█

二零一五年事工中心為「在基督裡 群生同享豐盛生命」。

一月
4日 大埔堂富善佈道所舉行自立感恩崇拜，會於註冊後正
名為「中華基督教會富善堂」。
5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跨越百載 邁向未來」2011-2020
本會神學的建立與發展四個專業小組其中兩個組「教會合
一組及處境信仰組分享神學會議後之成果」研討會。
9日 神學牧職部於晚上舉行2015年畢業的神學生聚會，
關顧和守望剛踏出學院第一年步入工場的同工；又於翌日
舉行2016年畢業的神學生聚會，關顧仍面對學業、實習及
個人生命成長的同學。
13日至2月10日
（逢週二）。

2015年上半年度新入職同工課程開課

23日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舉辦分區探訪活動，探訪合一
堂馬鞍山堂，共有51位弟兄姊妹參加。
24日 教育心理服務於協和小學舉行「網中人—探討青少
年上網問題」聯校中學家長講座，講員：許龍杰醫生（葵
涌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副顧問醫生）及鄭依玲姑娘
（東華三院「不再迷網—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服務計劃」
負責社工）。
31日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原定舉辦「2014-15足印．第
二步」體驗日，因參加人數不足取消。
二月
2日 神學牧職部舉行牧師與宣教師迎春長洲一天遊活動。
13日 常務委員會發出《我們對「2017行政長官普選辦
法」的意見》聲明，全文於二月中上載於區會網頁，並刊
於4月出版之會訊《匯聲》。
14日 前區會牧師謝以信牧師，於美國主懷安息。
27日 區會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辦直屬小學聯校教師
發展日。
28日 學校支援服務社工楊劭承先生離職。

8日 本會神學教育主日，出版《神學教育主日特刊
2015》；本年為神學教育經費230餘萬繼續向各堂呼籲奉
獻，用於支持公費神學生、神學培才學額及本會支持之崇
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經費。
13日 區會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辦直屬及堂會幼稚園
及幼兒園之聯校教師發展日，主題「雙贏的親師合作」，
約400人參與。
20日 直屬中小學中央校董會之學與教專責小組舉行「四
分課是怎樣來的？」教師培訓，由葉祖賢校長擔任嘉賓講
員，對象是中學教師。
22日 信徒培育部聖頌團應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邀請，於
第六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中，參與「華文詩歌發展之路」
講習音樂會的服事；同日青年小組假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辦
「運動場上服事的啟機」隊牧事工簡介會，講員：鄭政浩
牧師（基督教國際神召會），共有23人參加。
3月底 回應內地一所幼兒園有特殊教育需要，總幹事與社
會服務總協調主任往訪該所幼兒園，商討裝備該院幼師之
策略與方法。
四月
2日 晚上假望覺堂舉行2015年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
崇拜，是年主題「一條新命令」（約十三31-35），由胡丙
杰牧師擔任講員，聖頌團獻詩。
13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佔中後的神學及牧養反省」研討
會，講員為葉青華教授及王家輝牧師。
15日 區會退休校長高作偕先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主懷安
息
20日 七位廣東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及中聯辦協調部同工
探訪本會，由總幹事、副總幹事及許開明牧師接待。
25日 區會於長老堂舉行「小學模範生頒獎禮」，共28間
直屬及有關小學的94位同學領獎。
五月
本會退休牧師劉育佳牧師編譯之《生命之靈》全年靈修
手冊出版，印量1,000冊，免費送贈全體區會執委及堂校同
工同道，反應理想。
█

三月
2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牧職領導的發展與構思」研討會，
由麥漢勳牧師分享。
3-24日 2015年度校牧課程（選修科）開課（逢週二下午
共四講），講員包括彭培剛法政牧師、唐偉權先生、陳月
晶女士、伍維烈修士、陳永佳先生，以及本會校長及牧師
等。
5日 學校支援服務社工羅浩言先生履新。
6日 區會新聘辦公室助理馬靜芬女士履新。
7日 英華女學校於下午舉行新校舍奠基禮，由李清詞牧師
主持基石揭幕；本會6所幼稚園舉行直屬幼稚園新春感恩崇
拜；教育心理服務於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辦「見『焦』
拆招——了解及處理兒童焦慮情緒」聯校小學家長講座，
由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主管陳國齡顧問醫生，以
及「兒情」計劃（九龍西）社工李愷晴姑娘擔任講員，超
過350位家長參加。

3日 公理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按立蔡王玉萍女士、莊志
恆先生、周永基先生、梁靈智先生、吳保羅先生及胡緯麟
先生為執事聖職。
16日 本年度區會學校教職員長期服務感謝狀頒發典禮於
上午假長老堂舉行，共226位教職員工獲頒感謝狀（12人
服務滿35年，17人服務滿30年，73人服務滿25年，124人
服務滿20年）；下午假香港閩南堂北角堂舉行2015年度牧
師長執交流會，由麥漢勳牧師主講專題「對第二代教友子
弟的牧養與挑戰」。
18日 宣教師團契於基道堂第三堂舉行宣教師團契座談會
日，主題：「如何面對變幻中的牧養」，由王家輝牧師、
游鳳賢宣教師及謝君豪宣教師分享。
20日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畢業典禮假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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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邀得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教授及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院長陳偉光教授分別擔任上、下午兩場典禮的主禮嘉
賓。

年共有3位新聘中學校長及3位新聘小學校長。

22日 婦女小組假鰂魚涌堂舉行「這是天父世界」婦女靈
修操練，由陳淑儀宣教師擔任講員，共有37位本會信徒參
加。

八月
1日 總幹事發出《上主是人隨時的幫助》牧函，全文於8
月初上載於區會網頁，並刊於9月出版之會訊《匯聲》。

24日 本會分享主日；是年所收奉獻，將撥助廣東省基督
教兩會山區教牧同工津助及愛德基金會活水工程。
29日至6月8日 世界傳道會宣教探訪小組5位代表，來港
探訪本會堂、校及機構，其間與總幹事、神學牧職部職員
及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成員進行交流分享。
六月
█
教務行政部接納鰂魚涌堂推薦其分堂基富堂，成為本會
非自養堂。
6日 區會第三度舉行全港賣旗日，為社會服務各項事工籌
募服務經費，本年共有125個單位合共逾3千多位義工參與
賣旗，校內及堂內響應售賣金旗或旗袋的堂校共84間，截
至9月共計籌得＄2,017,612.51。
13日 婦女小姐舉辦分區探訪活動，探訪梁發紀念禮拜
堂，共有50位弟兄姊妹參加。
15日 舉行「與退休牧師共晉午膳」聚會。
16日至7月7日 本年度聖道職事工作坊開課（逢週二上午
共4講），講員：馬慧儀牧師、蒲錦昌牧師、蘇成溢牧師及
王家輝牧師。
21日 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培訓小組原定假香港志道堂舉
行「2015兒童事工工作坊暨資源共享平台分享會」，探討
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牧養與關顧，以及探討教友子弟（信二
代）的牧養與需要，因報名人數未如理想決定延期舉行。
24日 區會直屬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假荃灣大會堂舉行。
26-29日 區會中學於青年廣場Y劇場舉行「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中學聯校視覺展覽2015」，展覽主題：「藝術無
限26」。
28日 聖頌團假望覺協和堂舉辦「更美的事奉：從詩班開
始的頌讚」詩班學習交流工作坊，共有160位本會信徒參
加。
七月
差派王家輝牧師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擔任教
牧事工部副主任職，為期3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
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吳炳華牧師（服務本會31年）榮休；
基富堂曾慧詩宣教師榮休。
█

6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牧職培訓計劃及按立差遣程序諮
詢」交流會，由麥漢勳牧師、林玉英牧師及馬志民牧師分
享。
17日至8月21日 逢週五晚上（共6講）舉行2015年暑期
聖經課程，主題：「豐盛生命與使命實踐」，講員包括：
許開明牧師、張敏儀牧師、梁遠耀牧師、姚兆祥牧師、蒲
錦昌牧師及鍾立光牧師，有來自14間堂會共36位信徒報名
參加。
21-27日 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舉辦泰國烏汶府短宣
體驗團，由葉青華牧師擔任領隊，共有6人參與。
21日 區會舉行中、小學「新聘校長入職簡介會」，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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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神學牧職部為基真小學事件舉行祈禱會；其後再於
8月11日及9月7日舉辦了兩次祈禱會。

5至10日 福音事工部舉辦「內地探訪服事學習團」，由
李煥華牧師擔任領隊，地點：廣東省，共24人參加。
31日 學校支援服務社工林晶女士、駐校社工楊采薇女士
及陳繼富先生，以及服務幹事林家汶女士離職。
九月
教育事工部成功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贊助，開展主
題為「提升幼稚園中層教師之人力資源管理、課程領導、
團隊領導及處變解難等能力，建立高效能教師團隊與加強
組織效能」計劃。
█

基真小學法團校董會於9月發出《「真誠檢討 持續改
善」重要聲明》，全文刊於9月出版之會訊《匯聲》。
█

受社會福利署邀請，於福幼幼兒園提供為期三年之幼兒
延展時間服務。
█

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於月初，帶同一批本會特殊教育
專業同工，往訪內地一所幼兒園，展開一連兩天的交流培
訓，此為本會社會服務部於內地另一項服事事工。
█

█
本年兩位新公費神學生開課：澳門海南堂符沐甘（神道
學學士三年級）及合一堂九龍堂甄健中（神道學學士二年
級。）
█

神學牧職部於九至十月舉辦晚間新入職同工課程。

█
新學年開始，本會協助推行之「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
由國語堂、望覺堂及香港閩南堂共同承擔，期望幫助本會
處於逆境中的中、小學生訂立個人成長目標。

1日 年初獲教育局接納申請，於已結束之方潤華小學原
址開辦全新註冊小學，新校沿用「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
學」為校名，並獲方潤華先生捐贈100萬元，於是日正式開
課。
本學年新聘校長：鄭禮林校長（桂華山中學）、李淦章校
長（基智中學）、梅浩基校長（馮梁結紀念中學）、林淑
芬校長（培英中學）、鄧瑞瑩校長（基華小學）、翁美茵
校長（基法小學）及陳章華校長（方潤華小學）。由原
校副校長晉升：關翰章校長（英華女學校）及陳麗芬校長
（沙田培英中學）。校長調任安排：陳綺雯校長調任為銘
賢書院校長、簡燕玲校長調任為協和小學校長、何寶鈴校
長調任為基慧小學（馬灣）校長。校長離職：培英中學黃
慧文校長及基法小學黃侶詩校長離職。
同日，區會新聘學務總監陳紹才先生、學校支援服務新聘
服務幹事陳倩虹女士、駐校社工邱玉婷女士及許詩雅女士
履新。
同日，區會學務總監余煊博士（服務本會3年）、合一堂
馬鞍山堂堂主任李信堅牧師（服務本會37年）、基督教聯
合醫院資深院牧徐珍妮牧師（服務本會17年）、英華女學
校石玉如校長（服務本會23年）、沙田培英中學邱藹源校
長（服務本會35年）、銘賢書院陳紹才校長（服務本會20
年）、基智中學阮德富校長（服務本會15年）、馮梁結紀

念中學余嘉蓮校長（服務本會34年）及協和小學辛列有校
長（服務本會36年）正式榮休。
2日 教育心理學家關匡宏先生離職。

十一月
原定舉行之紅色及綠色〈門徒〉導師訓練營，因報名人
數不足取消。
█

7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跨越百載 邁向未來」2011-2020
本會神學的建立與發展四個專責小組其中一組「牧職牧養
組分享神學會議後之成果」研討會。

2日 元朗堂陳鄧妙嫦執事安息主懷。

9日 學校支援服務新聘社工曾健華先生履新。

7日 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神學日，本會公費神學生陳國
輝（全完堂）獲頒最具牧者心腸之神學生獎學金，另有蘇
永翰（深愛堂）獲頒崇基學院班級獎，余靄陶（香港志道
堂）獲頒陳贊一靈修獎學金，姚君璧（合一堂北角堂）獲
頒最具領袖才華獎學金，劉瑞玲（望覺堂）獲頒洪德身神
學教育獎學金及李貞明牧師紀念獎學金；由本會支持之汪
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頒予黎珺瑜（聖公會諸聖堂）。本
年度應屆畢業之本會會友張潔儀（屯門堂）獲頒神道學學
士，歐景光（錦江紀念禮拜堂）獲頒神道學碩士，余大
海（合一堂香港堂）獲頒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本年度進
入崇基學院神學院接受栽培之本會會友共六位，包括兩
位公費神學生符沐甘（澳門海南堂）及甄健中（合一堂九
龍堂）修讀神道學學士，蘇明沅（公理堂）修讀教牧學碩
士（兼讀制），葉漢輝（沙田堂）修讀神學碩士（兼讀
制），趙學衡（香港志道堂）及吳清清（香港閩南堂）修
讀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兼讀制）。

10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候任牧師講座，探討聖禮之施行及
其他禮儀。
11日至10月2日 逢週五上午共四節，婦女小組舉行「關
愛受造世界」婦女環保查經，共有18位本會信徒參加。
12-16日 世界傳道會於香港舉行會員教會總幹事
會議，又於17-18日舉行「伙伴宣教諮詢會議（PIM
Consultation）。
19日 舉行區會中、小學「新聘教師座談會」；同日上午
舉行神學生聚會，主題：「神學路上苦與樂」。
20日 本會教育主日；本年為「校牧事工計劃」專款向堂
會進行募捐，目標：80萬元
22-24日 本年度宣教師退修會於長洲思維靜院舉行，主
題：情緒與靈修，由許德謙牧師擔任導師。
28日
息。

長老堂資深已退休女宣教師梁亦儂宣教師主懷安

十月
6至8日 神學牧職部舉行候任牧師／差遣宣教師退修會。
10日 學務部舉行「加強區會中、小學銜接交流座談
會」。
11日 本會區會主日；為區會福音事工、人才培訓、教育
事工、社會服務等籌募200萬元經費。
23日 晚上假望覺協和堂舉行按立牧師、接納牧師暨差遣
宣教師感恩崇拜，由陸輝牧師證道，按立沙田堂王桂芳宣
教師、廣福堂李筱波宣教師、柴灣堂林志文宣教師及沙田
堂林家賢宣教師為牧師，接納梅窩堂張幼麟牧師及合一堂
葉青華牧師為本會牧師，並差遣何敬賢（基愛堂）、張綺
珊（公理堂）、梁嘉華（天約堂）、麥明因（公理堂）、
曾婉華（大角咀基全堂）、楊淑芳（青衣全完堂）、鄧建
仍（基道堂第三堂）、鄧秋婷（錦江紀念禮拜堂）、薛凱
健（天約堂）及關匡強（屯門堂）為本會宣教師。本年度
受差遣的校牧事工團隊包括：龍門堂與何福堂小學、協和
堂與協和書院、上水堂與基新中學、深愛堂與銘賢書院
等。
24日 下午假長老堂舉行2015年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
其後於區會4樓禮堂舉行2015年度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
議事會中接納澳門海南堂、富善堂及青衣全完堂申請加入
為本會自養堂會，並選出新一屆12位執行委員：包括（男
介代表）黃成榮、郭偉強、歐陽志剛、梁天明；（女界代
表）莫湘萍、李淑儀、鄭亦好、陳嫣虹；（青年代表）吳
家聰、岑志星、施惠元、羅國柱。
元朗堂宋李勵業執事安息主懷。
25日 基灣堂舉行聯合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按立李寶娟
女士及歐陽志剛先生為執事聖職。

3-5日 本年度牧師退修會假青青世界舉行，主題：「放
下、拿起、與主同行」。

16日 宣教師團契舉辦11月活動，內容包括探訪大埔堂，
及於大尾篤舉行自助燒烤團契活動。
20日至12月11日
程。

逢週五下午共4天舉辦8講校董培訓課

21日 本年度婦女聯誼郊遊活動，行程包括上午於基新堂
崇拜，參觀基新堂及上水堂，盆菜午膳後參觀羅太豆腐花
及水耕種植，共120位來自15間堂會的弟兄姊妹參加。
28日 舉行區會小學教師培訓講座，主題：「四分課是怎
樣來的」，講員為葉祖賢校長。
十二月
11日 假望覺堂舉行〈門徒〉課程聯合畢業典禮，本年度
共有6間堂會舉辦紅色〈門徒〉課程，52人畢業；6間堂
會舉辦綠色〈門徒〉課程，43人畢業；2間堂會舉辦紫色
〈門徒〉課程，18人畢業。
14日 晚上假京華酒樓舉行2015年度執行委員會聖誕聚
餐，本年筵開20席近240位本會教牧同工、校長、長執、
部員、組長、榮休同工、神學生及區會同工出席，共慶聖
誕。當晚致送紀念品予本年度榮休同工：（牧師）李信堅
牧師、徐珍妮牧師、吳炳華牧師、（校長）石玉女校長、
邱藹源校長、余嘉蓮校長、阮德富校長、陳紹才校長、辛
列有校長、（區會同工）余煊博士、江滄浪女士及伍嚴月
好女士；並致送長期服務獎予14位於本會服務滿20年之教
牧同工及各堂執事：王家輝牧師、李景賢宣教師、葉美婷
宣教師、陳余碧霞執事、趙宗義執事、朱嘉華執事、潘恩
執事、翁偉業執事、梁校楨執事、李錦昌執事、蘇定光執
事、張冰儀執事、顏振光執事及陳奇芳執事；並頒發201415年度慈愛券各組別之最高籌募獎。
15日 全完堂舉行110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青衣全完堂自
養感恩崇拜暨按立盧美珠女士及趙君義先生為執事聖職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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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福音事工部舉辦校牧交流分享會
福音事工部學校事工小組轄下的校牧事工小
組，定於三月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時舉行「校牧
交流分享會」，分享內容：老師牧養，期望藉此凝
聚各堂負責校牧事工的同工們，建立區會校牧團隊
團交流。

第六屆校牧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本會第六屆校牧課程定於四月五至五月三日
（逢星期二）於區會舉行，講員包括周惠賢博士及
本會校長及教牧同工，內容包括：本會校牧事工理
念、校牧的工作範圍、認識學校場境及宗教課安
排，以及建立個人素質與經驗分享，三月四日截止
報名。

新入職同工課程
二零一五年下半部份「新入職同工課程」定於
一月十二、十九、二十六及二月二及十九日舉行，
已報名同工，請按時出席。

二零一六年畢業神學生聚會
神學生關顧小組定於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於區會舉行二零一六年畢業神學生聚會，內
容：交流分享、禱告及午膳，歡迎本會各堂應屆
（2016年）畢業之神學生及本會同工出席，以表
達對畢業神學生的關心，費用每位＄60，神學生免
費。

李熾昌牧師榮休
本會牧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
授李熾昌牧師，其於香港中文大學之職務已於二零
一五年七月底正式結束，自八月一日起榮休；祝願
李牧師退休後生活愉快，主恩豐盈。

堂

會

公理堂協辦聖經經文書法展
公理堂禮頓道堂於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於
地下大堂及一樓舉行聖經經文書法展，展出作品包
括第一屆全港聖經經文書法比賽的得獎作品、公理
堂書法班和會友的書法作品，以及示範書法作品
等；是次活動主辦單位為語蜜工房，展覽期間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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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預約導賞服務，查詢請致電21267376（語蜜工
房）。

兩間堂會參與香港藝術節2016
本年香港藝術節有兩項特備節目，本會兩間堂
會參與其中，包括：（1）「音樂與教堂之旅」，於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舉行之「香港教堂導
賞遊」的第三條路線：半山／西營盤，導賞路線包
括合一堂香港堂及公理堂必列者士街堂；（2）「本
地聖樂作品欣賞」，於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假公理堂
禮頓道堂舉行之「管風琴音樂會」，公理堂為合作
伙伴，此項目為免費入場。

各堂人事動態
自本年一月一日起，龍門堂鄭淑儀宣教師轉為
半職同工，趙楚雲宣教師轉為全職同工；灣仔堂自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聘請本會退休牧師吳炳
華牧師擔任部份時間同工；林馬堂義務顧問黃常教
牧師，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離任，林馬
堂已邀請總幹事蘇成溢牧師，自二零一六年一月起
擔任該堂之顧問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