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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心聲
你要我為你做甚麼？  蘇成溢牧師

今期《匯聲》出版正值大齋期，故耶穌基督的生命態度和使命原
則，成為我撰寫分享文章的主要焦點。
耶穌基督是自有永有的太初之道，祂創造萬物、托住萬有，卻甘願
接受父的差遣到世上，成為卑微的僕人，捨棄生命作贖罪祭，完成救贖
大功，為全人類帶來出死入生的新希望。這位超越又卑微的主，祂示範
的言行，究竟給我們有何啟示？
馬可福音十章35-52節，一段緊接耶穌第三次預告自己將被殺害和
復活的記載，當日耶穌曾兩次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成為我今次
分享的焦點。第一次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是祂作為老師，對兩位
門徒請求時的回答（36節）；第二次，是祂作為大能醫治者，對失明者
求助時的另一次回答（51節）。
身為老師，主耶穌不計較位份上的主次，視門徒如兄弟姊妹；作為
受群眾擁戴的先知，祂不輕看貧困弱者，視他們為主要的服事對象。主
耶穌這兩番如僕人般所說的話，讓我們看到祂的生命態度：自己縱使是
上帝的兒子，身分神聖而超越，卻成了僕役，樂意為人隨時服務。
今日我們多從服務員口中聽到「你要我為你做甚麼？」，但這句話
竟由上帝兒子的口親自說出來。耶穌的僕人模範正提醒所有基督徒，在
教會內的事奉態度和在教會外的做事原則到底是甚麼。
此外，經文又告訴我們，雖然主耶穌兩次以僕人的態度回答求問
者，祂卻沒有完全滿足兩個不同的請求。當兩位門徒雅各和約翰向祂
求：「在你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37節）
耶穌斷然拒絕；但對討飯盲人巴底買的哀求：「可憐我吧⋯⋯可憐我吧
⋯⋯我要能看見。」（47、48、51節）主即時為他實現。由此可見耶穌
基督使命的原則，祂拒絕那些求高位求個人利益的，卻憐憫那些困苦無
助的，給他們帶來生命新希望。
今天的基督徒，不少是富足和權重的人，多數是別人向自己求，
少有自己向別人求，然而擁有極豐富資源和力量的基督徒，能學像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常存僕人的心態，樂意為人服務，隨時準備對前來的人
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
另一方面，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世要實踐祂的使命，我們要像主
一樣對那些只求私利的人說「不」；告訴每一個尋求救恩的人，要丟棄
萬事、背十字架，才配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但同時，教會要對那些求
憐憫的困苦者說「來」，歡迎他們領受主賜的恩典和福氣，使他們得着
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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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雋語
「耶穌的降生，讓我們看見上帝以人軟弱無助的形象出現，上帝
選擇與我們身處相同的位置和處境中——上帝與我們同在。」
— 史 密 德 Lewis B. Sm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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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退 休 保 障
香港扶貧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諮詢文件，期望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下旬之前搜集
公眾意見，以制定未來為退休人士提供保障。這個建議本來
是好的，但在深入討論之前，可能要對一些基本的概念加以
釐定和澄清。

工作與儲蓄
人的一生在漫漫的人生歷程裡，會透過工作獲取報酬，
作為基本的生活開支。但因每人的教育背景、際遇或工作性
質的不同，每人的工資收人也不一樣。所以，有部份工作較
優越的人士，其收入不僅足夠糊口，更可以有些剩餘資源，
作其他較高質素的活動消費，甚至有餘錢儲蓄起來，作為退
休後的生活費。
但與此同時，未必每一個有工作的人士，都能夠有足夠
的工錢來應付基本生活開支。對這類人士而言，既然日常的
收入僅足糊口，甚或不足，那又如何能夠有餘錢早作儲蓄，
以備將來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呢？特別對於低收入、失業或因
其他原因，而未能有穩定收入的人士而言，情況則更甚。

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和家庭結構改變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是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意即
人們奉行生養眾多，作為年老後的生活保障，這在傳統農耕
社會而言是較可行的。但這種形式的養老系統，隨著社會的
工業化和現代化，再加上現代社會的遲婚、遲生育、少生孩
子、核心化家庭、不婚以及其他原因，「養兒防老」這種傳
統的養老方式，時至今天已不太可行。

香港人口結構
談到勞動人口，我們可能要認識人口金字塔。下圖為
政府統計處所得到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人口的年齡結構。
（政府統計處，2012）
人口金字塔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於二零一四年八月，
發表了一份名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有
如下說明：
「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香港總人口為707萬人，
較1961年的313萬人上升了超過一倍。近十年的人口升
幅卻見放緩，較2006年的686萬人和2001年的670萬人
分別增加3.0%和5.4%，過去五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
僅為0.6%。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衞生條件的改善，以
及醫療技術的進步，香港出生人口的預期壽命更較十年
前大幅增加，其中男性預期壽命已達80.5歲，而女性預
期壽命更是高達86.7歲。與總人口緩慢增長的趨勢形成
鮮明的對比，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的數目已超過94萬
人。以長者佔總人口的比例而言，其百分比在過去50年
不斷上升，由1961年2.8%上升至2011年的13.3%，平
均每年增長率為4.8%。無論是從數量還是比例上看，香
港老年人口的增長趨勢非常明顯。相比2001年，2011
年的年齡金字塔的中上部及頂部明顯較寬，金字塔的底
部則大幅收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
系，2014，頁14）
在同一份報告中又指出：
「201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還顯示，全港工作人口每月
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港幣為11,000元，其中男性的收入
的中位數為港幣13,000元，高於女性收入的中位數的港
幣9,500元。長者工作人口在2011年的每月主要職業收
入中位數為港幣8,500元，明顯低於全港工作人口每月
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其中男性長者的收入中位數為港
幣9,000元，而女性長者的收入中位數更僅為港幣6,940
元。長者勞動人口的收入中位數低於全港勞動人口的收
入中位數，這可能與他們的教育程度較低，只能從事薪
金較低的職業有關連。長者中，具小學教育程度或以下
的比例雖由2001年的81.6%下降至2011年的69.0%，
但比全港人口中的低教育水平人口佔比（22.7%），還
是高出許多。」（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2014，頁18）

退休保障
說了這麼多，顧名思義，其實只希望說出，退休保障就
是要討論在香港這個社會，究竟我們應有甚麼的政策或制度
去保障長者在退休或年長時，不需要依賴他人，仍能有尊嚴
地去過他的退休生活。

現時的諮詢文件
各位可能會發覺現時的諮詢文件是由扶貧委員會所草擬
的，故此香港政府都要澄清，究竟目前這份諮詢文件是希望
諮詢公眾為大眾推行退休保障，抑或是要推行扶貧。退休保
障是要保障長者在退休後的生活質素，而與為要扶助貧者，
雖然在某程度而言是可能有共過之處，但終歸是二個不同的
概念和出發點。
參考資料：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2014）。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
究報告。
政府統計處（2012）。2011人口普查：主要統計數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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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
在中國基督教合一運動的參與
在近代中國基督教歷史中，1922年在上海舉行
的全國基督教首次大會，肯定是最具代表性的全國
性基督教會議。 （1） 是次大會的參加者合共差不多
一千二百人，教會及差會的代表華人佔五百六十五，
外籍四百八十，另外賓一百三十六。說明自1807年
以來，中國基督教開始由華人任領導工作，由華人信
徒推動的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初見成果。（2）
1922年的全國基督教大會，在五百六十五位華
人代表中，長老會、公理會及當時部份省份已經組成
中華基督教會所派出的人數，達一百六十人之多。
（3） 會後，誠靜怡被委任為隨後成立的中華全國基督
教協進會會長。此外，大會共分五個委員會（當年稱
五股），討論教會的狀況、教會的任務、教會的宣
言、中國教會的領袖和機構與合作五大主題。值得留
意，五個委員會只有兩個由華人擔任主席，由誠靜怡
及余日章分別任第三「教會宣言」和第四「中國教會
領袖」之主席（股長）；而「教會宣言」的成員全為
華人，可見當年已刻意讓華人在帶領的工作上有所發
揮。（4）
以下一幅有關全國大會的歷史照片，十分珍貴。

此照片是大會第三專責委員會主要成員的合照，
前排從左至右是范玉榮（屬公理會，任職上海中國婦
女青年協會）、誠靜怡、趙紫辰，後排從左至右是劉
廷芳、全紹武（屬公理會，任職中華歸主運動）、梁
小初。六位委員三位屬公理會，兩位分別來自北京及
廣東的中華基督教會領袖，說明了中華基督教會當年
如何積極參與中國基督教的合一運動。

（5）

註釋：
1. 李幹忱：〈一九二二年基督教全國大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9卷，
1922年，頁176-179。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
版社，1979年三版），256-257。 K. S. Lar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J: Gorgias Press, 2009), pp.796-798.
2. “The Chinese Church Comes of Age: The China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 vol.53 No.6 (1922.6): 418-428.
3. 全紹武等編，《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上海南京路市政廳，1922
年），頁9。
4. “The Chinese Church Comes of Age: The China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419-420.
5.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53 No.6 (1922.6): 401.

（從左至右）前排—范玉榮、誠靜怡、趙紫辰；
後排—劉廷芳、全紹武、梁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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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軌孩子
近年來與學校輔導同工討論的學生個案當中，
最為棘手的要算是學生缺課個案。相信很多人很自
然會聯想到學生不願上學，甚至出現逃學、曠課等
情況，其原因不外乎是一些無心向學、頑劣成性、
或是缺乏家庭管教的孩子所使然，而且應是多數出
現於中學生身上。但在我們所接觸的個案中，不
論是初小或是高小均有學生出現缺課現象，而且缺
課情況不是三兩日，而是持續地每星期均缺課三兩
日，嚴重的更只是間歇性上學一天半天，究竟這些
學生發生何事？何故不上學？他們不上學時在做甚
麼事情？他們的父母又是甚麼的一回事？學校又如
何面對和處理？
在我們接觸的學生缺課個案中，當然不乏一些
個別特殊原因而造成的缺課情況，例如受疾病困
擾、家庭突變、情緒行為問題、學習壓力等等，學
生因而出現缺課現象，相信大家都不難理解的。
但有些學生的情況是在上學日當天突然向父母表示
不願上學，而父母也會嘗試用各種方法成功帶學生
回到學校，而學生在踏入學校門口之際又經歷一番
爭扎，最後透過學校輔導人員協助下，學生最終能
回到課室如常上課；這些學生只要回到學校上課，
他們又表現得毫無問題，與老師同學們有講有笑，
完全找不著一絲不願上學的痕跡。當然，以上的情
況會持續不斷發生，父母就未必可以次次成功帶孩
子回校，這也不難想像，當父母使用的方法不再奏
效，又或父母的耐性已耗盡，而孩子不願上學的情
況仍然持續，上述提及出現不尋常的缺課現象便因
而產生！
筆者透過所接觸的個案身上，發現了以下三大
影響因素導致上述情況出現︰
一、學校缺乏吸引力︰在筆者而言，學校吸引
的地方並非是甚麼超級豪華大校園，非是甚麼人無
我有的高格調課外活動，更非是甚麼甚麼排名獲獎
諸如此類的銜頭，學校最吸引孩子的，應該是擁有
一群懂得關愛的教師們，可是為了要應付現今層出
不窮的教育改革和可悲的競爭風氣，教師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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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力又被迫投放在哪裡呢？面對扭曲了的教育環
境以及社會氛圍，有多少教師仍能保持足夠的精神
和身心健康，去培育扶持我們的孩子成長！
二、恃寵生嬌的孩子︰就筆者所接觸的個案，
只屬少數學校裡發生的情況，但都不約而同地發現
這些缺課孩子背後都是來自一般普通家庭，母親可
以全職照顧孩子，而孩子缺課的時候均在家中過著
猶如放假的生活一般。這時候你可能會問︰為何父
母容許孩子有這種情況發生？筆者相信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慣用滿足方法來處理孩子撒嬌的父
母，難免面對較為棘手的孩子時，顯得無能為力，
而這些孩子總會製造出這樣那樣的難題來考驗父母
的能耐和智慧，同時這些父母大多會小看了孩童時
期出現的所謂「撒嬌」問題，久而久之，這些父母
便在不知不覺下種下了禍根！
三、放任式父母︰孩子出現脫軌情況，往往是
從小被父母以放任式為管教模式有關，事事太以孩
子為中心，又或對孩子沒有清晰一致的界線，甚或
父母害怕處理孩子情緒，只求換取即時安寧，這些
父母大多數都不大願意付出代價，或缺乏堅持去引
導和教導孩子，致令孩子變成了脫韁野馬！
當孩子脫離了一般人眼中的正常軌道時，大家
都會問是誰的責任？該由誰處理？父母會說孩子不
願返學定是學校的問題，是學校的責任；學校則認
為孩子在家不回校，理應是父母的責任，父母要將
孩子帶回校，學校才能幫助孩子，甚至乾脆把這問
題交社工處理。孩子未能如常上學，最後便成了社
工的問題！大家都習慣了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將矛
頭指向對方。在孩子身上究竟出現了甚麼境況，孩
子的真正需要，又有誰會真正用心關心和正確引導
成長！

雲彩集

這

陳章華校長 |

方潤華小學

事
故
個

⋯
⋯
延
續
夠
下去
能
看著一隻隻小手在禱告時舉起，他很感動，眼

都紅了。他知道上帝在動工，而且在很久以前已經
開始。他自己也當了導師，帶著一個小組和學生們
廿多年前，有一個小孩子，他的學校辦了個福

作陪談，填寫資料，講解福音。他彷彿又看見導師

音畢業營。那時他讀基督教小學，已聽過很多聖經

在他面前帶領小組，自己如今又再重覆導師的一番

故事，唱過很多詩歌，但兩日三夜的宿營還是第

話。他知道上帝透過這個經歷，告訴他一顆種子

一次參加。那時交通很不方便，他住在柴灣，學

成長的過程，也許不知是誰播了種，也不記得誰灌

校卻安排了到粉嶺的營地，路程很遠。進到營地，

溉了，然而，惟獨耶和華叫幼苗茁壯成長，長成樹

導師帶著一大班學生，講解營規、玩集體遊戲、猜

木，結出果子。當年別人作在那小子身上，如今那

謎語。他還記得同學們都在大門口那裡，站在彩色

小子又作在其他小孩身上。

的階梯上拍大合照，在籃球場上打球，在草地上奔
馳。導師要求他們吃飯後要自己洗碗碟，晚上大伙

雖然那些孩子的將來他不知道，但他很希望這
個故事能夠延續下去……

兒排成長長的一隊，要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晚上還
有個營火會，在黑漆漆的夜裏，數十雙眼晴圍成一
個大圓圈，看著中間的營火，他從未見過，感覺新
鮮。後來導師跟這些男孩談信仰，說要帶他們返教
會，跟他們祈禱。這小孩，就決志相信主了。
孩子漸漸長大，進入社會，當了教師，後來又
有機會領導一所新的學校，帶領學生。在趕著籌備
開課期間，和同事討論校曆的安排，有人提出不如
辦個福音營吧！那時也未及細想具體做法，只深感
意念甚好，於是就安排了一天。後來，又聯絡到教
會合作和全力贊助，在短促的時間竟訂到了營地，
就是廿多年前這小孩曾到過的地方，而且還可以全
校學生一同參與，一切都十分順利。
這個人，今天再次踏上那大門口，站在那彩色
的階梯，和一眾學生拍照，他又再次走進那禮堂，
向學生分享多年前的經歷，他自己決志的故事，他
很希望學生和他當年一樣，認識主耶穌。他看著翻
新了的營地，那個已經修剪得整齊的草地，那個曾
經和同學們一起打球的籃球場，廿多年前的人和事
立時又拉近咫尺。他看著學生們唱詩歌、玩遊戲，
看著那有火的福音魔術，他想起了當年的營火會，
一雙雙聚精會神的眼晴充滿著期待的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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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香港電台中文宗教廣播顧問委員會

香港電台中文 宗 教 廣

播

顧問委員會簡介
如果要說香港教會的合一運動，香港電台中文宗
教廣播顧問委員會堪稱歷史最悠久、最默默耕耘、風
雨不改的表表者。
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電台希望在大氣電波
有一個宗教節目，便聯繫了香港基督宗教的五個宗
派：聖公會港澳教區、中華循道公會、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香港浸信教會和天主教香港區會，組成
「香港電台中文宗教廣播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
「中播會」），協力製作宗教節目。超過了半個世
紀，這幾個宗派合作無間，每逢星期六黃昏及星期日
黃昏，透過大氣電波都可以收聽到我們錄製的節目。

（一）廣受歡迎的「天降甘霖」節目
頭二十年，「中播會」每周錄製「主日崇拜」，
由五個宗派派出神職人員輪流主持。到了一九八四年
中，「中播會」將此節目更名為「天降甘霖」，同時
在形式和內容中有所調整，漸次加進廣播劇，短講和
聖詩詠唱等，起初甚至是教會派出詩班親臨錄音，可
見大家都非常認真。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十分簡
單，家中的收音機是主要的娛樂來源，晚飯前後一家
人圍著收聽我們的宗教節目，其樂融融。至於在醫院
或監獄中的朋友，能夠聽到主日崇拜的廣播，更為他
們帶來安慰與祝福。
「天降甘霖」節目的廣播劇受到聽眾的歡迎與好
評。在一九八八年，「天降甘霖」還成為同時間收聽
率最高的節目，佔總收聽率的百分之三十。此外，天
主教香港教區將「天降甘霖」廣播劇置入自設的信仰
熱線選項中，也同樣地獲得公眾熱烈地反應，該項目
在九七年間共獲一萬多個來電選聽。這麼多年以來，
「天降甘霖」錄音帶也經常出現一掃而空的情況。除
了香港，「天降甘霖」的盛名還遠播海外，連紐約長
老會也慕名而來，要求允許他們在社區播放。

（二）「豐富的人生」雜誌式節目
早期的「豐富的人生」節目製作，主要交由五個
宗派各自負責。直至一九八四年，通過聘請一位全職
同工，負責製作及主持節目。這項更動，頓時為節目
注入了新的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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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讓節目開設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新環節，包括
「心橋集」，邀請香港基督教社會服務處輔導員解答
聽眾來信；報道教會活動的「每週通訊」；「生命
的詩篇」；「情簡、戀曲、輕唱和」；「像她這樣的
一個女子」；「日月之下有乜事」；「星空下的黃
昏」；「日月之下都市人」等。嘉賓主持方面亦有不
少知名人士如畢華流、翁信固、張秀芸、葉萬壽、羅
乃萱和黎泉輝等。
踏入二零零零年後，由於當時香港的經濟環境並
不理想，節目有一系列以「風暴有情天」為主題的環
節，鼓勵港人積極面對未來。幾年下來，製作的環節
還有「從心看天下」、「教會事香港情」、「有福的
人」、「醫生有心」、「靜修之旅」及「彩虹下的見
証人」等。配合「教會事香港情」系列的播出，更在
二零零六年舉辦宗教文化之旅，使廣播節目更趨立體
化。

（三）青年節目「成長路」
在一九八三年，香港電台建議我們製作兩個小時
的青年節目。為此特別聘請鄧惠欣來製作後來命名為
「成長路」的表年節目。
該節目內容以青年人所面對的問題為主，主要通
過散播以聖經為基礎的積極人生觀和對世界事物的看
法，來傳遞福音真理。該節目剛開始時只有三個單
元，因播出後深獲好評，所以後期增加至七個單元，
並以雜誌式的形式製作。
「成長路」生動活潑並貼近年青人的呈現方式，
在年輕聽眾群中引起巨大迴響。因此節目策劃組舉辦
了附加活動，促進主持人跟聽眾之間的互動與接觸，
其中包括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的「口唱心和」音樂
會、「我的成長」徵文比賽等。在一九八五年，「成
長路」甚至將節目中各環節的稿件集合成刊，出版季
刊「成長通訊」，派發給教會與學校。

（四）子夜彌撒
早期，我們每年平安夜都會義務地協助香港電台
主持子夜彌撒的轉播。到了一九八四年，正式將它列
入我們每年十二月廿四日晚的例行活動。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福音事工部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竹竹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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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滴親和婚姻治療訓練課程（單元四）

婚姻治療實務基礎篇
導
師：陳霍玉蓮女士（婚姻及家庭治療師、臨床督導、作家）
課程特色：著重輔導室實務練習，以個案、錄影片分享及現場練
習，仔細訓練婚姻治療的扎馬功夫。
內
容：（1）西方婚姻治療發展的路程
（2）現場練習：改變的三個層次、綜向橫向關係動力
等治療概念
（3）綜向練習：如何聆聽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渴
望、動機、適應模式與回應選擇
（4）橫向練習：如何聆聽角色、功能、界限、以及各
種各類關係動力
（5）如何作出多層次個案評估
（6）系統理論、相依理論、情緒為本理論、現代與後
現代思維、點滴親和思維、方法論、知識論一覽
（7）個案起步至結案的整體流程
上課日期：2016年4月2日（六）及4日（一，公假）
時
間：上午9:30至下午5:00
地
點：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四樓禮堂
上課日期：2016年4月11日（一）
時
間：下午2:30至晚上9:30
地
點：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對
象：社工、輔導員、心理學家及教牧同工
名
額：150人
費
用：每人＄2,400
報
名：填妥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寄回九龍太子道西191號一樓 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婚姻及家庭輔導學苑；報名表格可於http://
fssctr.hkcccc.org 下載。
合辦機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婚姻及家庭輔導學苑
基督為依婚姻及家庭治療使命團

2016年勇獅野外歷奇（福音工作者訓練）
勇獅一級山藝訓練證書（4月）課程（3月18日截止報名）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理論課

4月1、22日（五）

晚上7-10時

聖光堂

遠足實習課

4月9、30日（六）

下午2-8時

待定

小組重聚匯報

6月3日（五）

晚上7-9時

聖光堂

遠足服事體驗課

5月1日（日）或
7月1日（五）

下午2-7時 或
全日9:30-6:30

待定

勇獅一級山藝訓練證書（8月）課程（7月22日截止報名）
內容

日期

時間

地點

理論課
遠足實習課

8月5、12日（五）
8月7、14日（六）

晚上7-10時
下午2-8時

聖光堂
待定

小組重聚匯報

9月2日（五）

晚上7-9時

聖光堂

遠足服事體驗課

9月18日（日）

下午2-7時

待定

對 象：12歲或以上任何有興趣人士，歡迎親子同行（18歲以下人士需填
寫家長同意書與報名表一併交回）
費 用：每位＄380（勇獅野外天地會員）／＄420（非會員）（費用不包括
申請香港攀山總會證書費＄30／截止報名日期後報名需另繳＄30行
政費用）
導 師：由香港攀山總會認可之山藝教練教授山藝訓練部份

勇獅二級山藝訓練證書（8月）課程（8月12日截止報名）
內容
理論課
露營實習課
(二級筆試)
小組重聚匯報

日期
8月19、26日（五）
8月20-21日（六及日）
8月27-28日（六及日）
9月2日（五）

時間
晚上7-10時
(六) 下午2時
至 (日)下午4時

地點
聖光堂
待定

晚上7-9時

聖光堂

遠足服事體驗課

9月18日（日）

下午2-7時

待定

對 象：16歲或以上任何有興趣及有心志以野外福音服事，並已考獲一級山藝
證書人士（18歲以下人士需填寫家長同意書與報名表一併交回）
費 用：每位＄880（勇獅野外天地會員）／＄930（非會員）
（費用不包括申請香港攀山總會證書費＄30／截止報名日期後報名需
另繳＄30行政費用）
導 師：由香港攀山總會認可之山藝教練教授山藝訓練部份

勇獅三級山藝（山藝領袖）訓練證書（11-12月）課程（10月21日截止報名）
內容
理論課

日期
11月4、11、 18日（五）

時間
晚上7-10時

地點
聖光堂

露營實習課
(三級實習試及筆試)

11月12-13日（六及日）
11月19-20日（六及日）
11月26-27日（六及日）

(六) 下午2時
至 (日)下午4時

待定

小組重聚匯報
野外歷奇福音工作
者服事體驗課

12月2日（五）
2017年（為期半年）

晚上7-9時
待定

聖光堂
待定

對象：18歲或以上任何有興趣及有心志以野外福音服事，並已考獲二
級山藝證書人士
費用：每位＄1,780（勇獅野外天地會員）／＄1,830（非會員）
（費用不包括申請香港攀山總會證書費＄30／截止報名日期後
報名需另繳＄30行政費用）
導師：由香港攀山總會認可之山藝教練教授山藝訓練部份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後並連同費用（劃線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於課程截止日期前電郵（ymwong@hkcccc.
org）、傳真（23977405）、或寄回本會辦事處事工部王小
姐收，信封面請註明報讀的課程。
本會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查詢電話：23971022 王小姐
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http://lion.hkc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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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小組分享探訪聚會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二零一六年第一次分區探訪聚
會已於三月八日舉行，是次探訪鰂魚涌堂，內容包括崇
拜、分享交流及健康講座—自助按摩。
婦女小組舉辦台灣靜修之旅
信徒培育部婦女小組定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
日，舉辦台灣靜修之旅—同遊生命中的花園，名額20
人，費用每人＄2,800，三月三十一日截止報名，查詢電
話：23971022王綺雯姊妹。
兒童事工培訓小組舉辦2016兒童事工同工分享會
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培訓小組定於四月十八日下午
四時至六時，於區會禮堂舉辦2016兒童事工同工分享
會－暑期聖經班籌辦分享，由陳鶴靈傳道、劉寶珊宣教
師及何玉婷宣教師擔任分享嘉賓，三月三十一日截止報
名，查詢電話：23971022王綺雯姊妹。
足印計劃2016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足印計劃，二零一六年以支援
堂會團契／小組聚會為重點，透過足印體驗活動，鼓勵同
工帶領青年認識本會堂會及其特色。本年內擬舉辦三次活
動，包括：堂會與大澳社區（四月十六日探訪雅各堂）、
基層與弱勢群體（八月二十日探訪九龍區堂會），以及靈
修與建築之旅（十月十五日探訪聖光堂）。
第五十六卷《匯聲》合訂本已製作完成
第五十六卷《匯聲》合訂本（1/2015-12/2015，
第689期至第700期）已製作完成，歡迎堂校成員親臨本
會太子道西辦事處索取，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吳周德恩師母主懷安息
退休牧師吳天安牧師之夫人吳周德恩師母已於二月
十一日主懷安息，並於二月十九日晚上於香港殯儀館設
靈，翌日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假公理堂舉行安息禮拜；
願主安慰吳牧師及其家人，扶持他們渡過哀傷時刻。
更正資料
第701/702期《匯聲》（2016
年1/2月）特稿文章：〈住在帳棚—
合一教會之旅〉，圖片說明應為
「南印度教會為諮詢會議所製作的
標誌」。

堂

會

基灣堂舉辦「四福音導覽」聖經講座
基灣堂主日學部定於四月一日（星期五）晚上七時
三十分，舉辦「四福音導覽」聖經講座，由環球聖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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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培訓總監黎永明先生擔任講員，費用全免，歡迎各堂
弟兄姊妹踴躍出席。

喜訊
國語堂余啟民宣教師與梁發紀念禮拜堂伍柏芝宣
教師，已於二月廿八日（主日）下午假梁發紀念禮拜
堂舉行結婚典禮；祝願一對新人在主裡永結同心，主
恩永偕。
各堂人事動態
同工離任：合一堂北角堂張光富牧師，自三月一日
起離任；聖光堂侯健婉牧師，自二月十五日起離任；望
覺堂戴國璋牧師，自二月一日起約滿離任；屯門堂何建
基牧師因進修需要，自一月一日起離任；海南堂林真義
宣教師，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離任。

學

校

小學校長會已舉辦教育交流訪問團
小學校長會一行四十五人，已於三月四至六日前往
佛山進行考察及交流訪問。
各校校慶消息
元朗真光小學定於四月三十日舉行創校一百一十
周年感恩崇拜；基法幼稚園定於四月三十日舉行創校
三十五周年感恩崇拜；全完第一小學定於四月二十九
日舉行創校一百一十周年感恩崇拜；協和小學已於
二月十九日舉行創校一百零五周年感恩崇拜；協和
小學（長沙灣）已於二月十九日舉行創校一百零五周
年感恩崇拜；基真幼稚園已於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創校
三十五周年感恩崇拜。
人事動態
福幼第二幼稚園暨育嬰園謝玉嬋校長（服務本會
十年），自三月一日起離任，已聘得麥桂英女士為新
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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