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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成溢牧師

九十年前的十月一日至十一日，在上海聖馬利亞女校舉行中華基督教
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是自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南京由長老
會、公理會和倫敦會開始的教會合一商議，經歷九年後所結之成果，全國性
機體合一教會（Organic Church Union）的正式開始。當時出席代表大會的全
國代表八十七人，北至哈爾濱，南至海南，西至成都。此外，亦有其他宗派
的列席代表。 1一九二七年全國總會成立時，由十六個宗派／教會／差會聯合
組成，在全國二十個省設有十二個大會／協會、五十一個區會、五百九十二
個堂會、二千零九十一個佈道所，信徒逾十二萬人，佔當時全國基督徒三份
之一。 2

總

首任全國總會總幹事高伯蘭牧師曾為中華基督教會下了一個簡單的定
義：中華基督教會是由中國信徒根據正宗信仰自動組成的教會，不倡導宗
派，不分國界，為求適應中國國情，回應中國的需要。他更強調，中華基督
教會不是新生的宗派，也永不會成立一個甚麼宗派，乃是鼓吹信徒共認一個
教會，一個只高舉耶穌基督的合一教會。 3此外，高牧師亦列出了全國總會當
時的七個期望：（一）以靈性的合一作為組成教會聯合的基礎，（二）努
力實踐傳揚福音、改革社會和服事社群的使命，（三）倡導男女平等。
尤其重視婦女能在教會與男界相同的角色，（四）著重靈性培育，強化
宗教教育，（五）作守法的教會，能得廣大群眾的認同，（六）建立自養
自治的教會，能更有效發展本色化宣教工作，（七）以合而為一的精神
與外籍同工彼此合作，真正實現一個不分宗派、種族、性別和階級的基
督教會。4
作為中華基督教會的教牧和信徒，在九十年後的今天，應從先賢的異象
和承擔有所學習。我認為以下的四方面，值得大家去繼續思考和努力實踐。
（一） 使中華基督教會成為一個運動，繼續推動合一，又促使教會進入社
會，結連社群。
（二） 倡議平等，强調不分宗派、種族、性別、階級的共融精神，鼓勵搭建
不同合作平台去見證福音，服務人群。
（三） 重視信徒培育工作，加強領袖栽培計劃，使教會在建構本色神學，發
展處境牧養及推動福音、辦學、服務等事工，更有前瞻性和果效。
（四） 推動平等參與共同協作的事奉模式，鼓勵不同年齡信徒，無論是兒
童、少年、青年、青成、成年及金齡組別，均能領受上主使命，在教
會、學校、家庭、社區和職場，為基督作見證。（全文完）
1
2
3
4

高伯蘭：〈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概述〉，《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十）》（台北：中國教會研究中
心、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再版），頁叁7。
同上，頁叁1。
同上，頁叁2。
同上，頁叁3-5。

屬靈雋語
「耶穌的復活和升天，讓我們看見神以人勝利的形象出現，神
進住我們的內心深處—神作為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史 密 德 （ L e wi s B . Sm e d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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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完第一小學

「停一停，玩一玩 」
尋找優質之親子關係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日趨
發達，彷彿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隨著無線網絡的普及，智
能手機配上社交媒體簡直已是雙
生兒，只要我們滑動手機，便可
即時分享當時的所見所聞、心情
等，即使親友身處萬里外，亦可
利用視像通話，無時無刻與友人
保持溝通。因此，「速食文化」
無可避免地成為現代社會主流，
人人以最快掌握最新資訊而沾沾
自喜，所謂「你不愛競爭，但競
爭會找上你！」、「慢人一步，甚
麼理想都達不到」⋯⋯。就是這
樣，科技給人們帶來方便，但人
們卻比以前更繁忙了：無時無刻
手機不離手─ 忙著上載、留
言、瀏覽……即使身處聚會，大
家卻寧願捧著手機，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反而變得「這麼近，那麼
遠」。
作為教育工作者，更讓我痛
心的是不時在餐廳目睹父母與子
女共膳時，卻「各自各精彩」，
每人手捧各自的電子產品，聚精
會神地進入數碼世界，對當時周
遭發生的任何事都漠不關心，整
整一頓飯，一家人有一句沒一句
的，食物上桌了，「吃東西吧，
食物快涼了」、「知道了。」說的
時候頭也不抬一下，然後大家又
繼續閉嘴，重回數碼世界裏。香
港人工作繁忙，難得能和家人相
聚共膳，明明就是聊聊天，分享
彼此生活喜與悲、增進親子感情
的好時機，但都白白浪費掉了！
又有些父母帶著小孩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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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朋友聚會，為貪一己方便，
甫坐下來便馬上奉上「電子奶
咀」—手機或是平板電腦—讓小
朋友自行打發時間，避免讓孩子
們「騷擾」大人，大人便可安心
暢所欲言，吃一頓「安樂茶飯」
了。香港衛生署於二零一四年七
月發表《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
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報
告》，發現學前兒童接觸平板電
腦的年齡中位數是16個月大，
最小更不足1個月大。有專家提
醒，孩童過早接觸電子產品會為
健康帶來不同程度的風險，如影
響視力、聽覺及肌肉骨骼發展，
甚至會導致其語言發展遲緩、社
交能力及專注力下降。
這豈不是科技為人類帶來
方便的同時，換來的沉重代價？
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是不是越來越
大？為甚麼現代的父母會把孩子
的活潑、愛發問、愛玩的性格看
成是「騷擾」？為甚麼父母不願
意在生活上撥出時間，與自己的
孩子對對話、玩玩耍，營造優質
的親子時間呢？當家長們說自己
的孩子不愛說話、不太合群的同
時，是否該反省一下自己給予孩
子甚麼樣的生活模式？
希望每一對父母都能「停一
停，玩一玩」！「停」，就是在親
子時間內停止拿著手機；「玩」，
就是與子女一起玩玩遊戲。至今
我仍記得兒時有些遊戲是簡單但
非常好玩的，單在茶樓內，就可
就地取材，用牙籤來玩動腦筋的
益智遊戲，例如（一）「搬牙

籤」：如何讓三個正三角形變成
五個正三角？（提示：動六根牙
籤）；（二）「紮五角星」，以五
支牙籤在沒有膠水的情況下紥成
小星星；（三）「變形星星」 ：
取五根牙籤，每根牙籤對折成V
形，在水面上排成如「火」字的
形狀，以吸管取水，滴入牙籤的
正中央，牙籤就會慢慢變形為一
顆星星了！這些遊戲看似簡單平
凡，但是樂趣無窮，並可以訓練
小孩子解難、思考、手指的大小
肌肉、學會力學、水的表面張力
等，效果定勝於一部死物。
另外，一本圖書、一張紙、
一枝筆、一盒顏色筆……信手拈
來，均可作為父母和孩子溝通的
一座橋樑，最重要的是父母與子
女一起玩玩。其實子女的要求是
非常簡單的，就是與父母一起
玩，那怕只是一些小遊戲，孩子
已滿足不已！從遊戲中教導他們
尊重別人、守規則、處理情緒、
合群等技巧，孩子更易於接受。
親密的親子關係是日積月累
而來的，沒有速成班，也沒有即
食餐。今天父母如何對待子女，
子女定會感受到，他日定會如何
對待父母，這是簡單的一個道
理，沒有人不知道的。我鼓勵父
母，從今天開始，抽出時間，放
下手機，齊來享受優質的親子時
間，那怕每天只有一小時，玩遊
戲、齊閱讀、齊分享，陪伴孩子
成長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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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學務總監

教育隨想
新西蘭長老會為昔日中華
基督教會的成員教會之一，其差
派來港的傳教士，對區會的教育
工作及傳道服務有正面影響。借
是次的專訪及交談，更能瞭解區
會早期辦學的理念，獲益良多。

（左至右）銘基書院陳潔貞校長、Mrs. Walls、Mr. Keith Walls、Mr. Rex King及
銘賢書院陳綺雯校長。

今年三月四日、十一日及十八日連續三個星期
六，分別參與了桂華山中學四十周年晚宴、銘基書院
及銘賢書院五十周年晚宴。（註）除嘉賓、校董、
老師及家長外，出席者主要是歷屆校友，場面熱鬧
非常，最令我印象深刻莫過於銘基書院創校校長Mr.
Keith Walls （& Mrs. Walls）及銘賢書院創校校長
Mr. Rex King均專程由新西蘭來港，校友非常雀躍，
不停爭相與創校校長拍照和談話。據知，校友爭相贈
予來回機票，以求於晚宴一聚。
為瞭解為何校友如此愛戴二位創校校長，我邀
請了 Mr. Keith Walls （& Mrs. Walls）作專訪，
亦另外與Mr. King交談。兩位校長有共通點：同是
由新西蘭長老會差派來港的傳教士，來港先作英語
老師，及後作創校校長（二人當時分別是三十歲及
二十八歲）。他們很注重學生的成長及各項需要，即
是「學生為本」，不停鼓勵學生，給予他們學習機
會。他們滿有教育工作者的素質：CCC（Committed,
Conscientious & Caring），即委身、勤奮及關愛。
除了受學生的愛戴外，兩位年輕創校校長亦能
感染老師團隊，塑造「共同願景」——建立優質基督
教中學，「透過學校、傳道服務」。他們能展示僕人
領導的樣式——3H（Heart, Head & Hands），用心
建立學校，用腦袋管理學校及用手親力親為作眾人榜
樣。

二零一八年為區會慶祝創
會一百周年，除回顧歷史、展望
未來，我亦嘗試翻閱近年區會出
版關於教育的書籍《教育文集
一：我們的願景》（2005年9月
出版）及《德育文集：生命的
塑造——德育的實踐》（2008
年12月出版），當中有頗多啟
迪，現分享如下：

一、 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九日區會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辦
學願景、使命宣言、核心價值及辦學精神以來，縱
然遇見挑戰，區會不斷提醒各屬校以積極進取的態
度，盡力自我提升，追求卓越和尋求革新，努力培
育下一代。
二、 舊約《聖經》曾指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
言二十九18）；同樣，如果辦學團體及屬校沒有
「願景」（甚至「共同願景」）則會妨礙學校發
展。區會必須堅持已訂定之辦學願景，讓屬校跟從
及落實，這是重要的。讓區會屬校均能成為關愛社
群及學習型組織，體驗全人教育之辦學精神。
三、 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曾於《我們的願景》一書提
及重新考慮設立一校一校牧計劃，當時只是在構
思階段，時至今日已有半數屬校已設立「校牧事
工」，於此可見教會辦學必須有願景，眾兄姊肯承
擔及委身，在主的恩佑帶領下，必能成事。區會必
須成為使命的教會，堅持「透過學校、傳道服務」
之理念。

最後，在迎接本會創會百周年紀念活動時，願
望眾主內兄姊多瞭解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精神、辦學
理念、學效先哲先賢和差會傳教士之委身傳道及教
育工作，培育下一代，阿門。

註：銘基創校於1967年，而銘賢則於1966年創校，但按傳統，兩所「姊
妹校」慣常於同年慶祝，因為銘基創校第一年曾借用銘賢校舍，彼此
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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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周年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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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義務宣教師、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系主任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對今天教會的啟迪與反思
引言：

二零一七年是中華基督教會特別的紀念年。首先是宗
教改革五百周年，亦是基督新教來華二百一十周年，以及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九十周年。筆者將會一連三篇文章
述說這三個周年紀念對今天教會有何啟迪與反思。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運動是一場重要的基督教會運動，因這場
運動引發後來抗羅宗（Protestant）出現，亦即是今天的
更正教或新教，而事件主角是德國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路德本屬羅馬天主教奧古斯丁（Augustinian）
隱士修院，並於一五零七年受按立為修士。一五零八年，
路德受聘於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開
始其教學生涯。一五一零年，他出差羅馬尋求修會會長支
持改革，可惜他看見教士和教廷的腐敗，故此更認定教會
需要改革。一五一一年，路德到威登堡修院工作，翌年擔
任副院長，並獲神學博士學位。
宗教改革運動始於路德於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在德國威登堡教堂門上貼上《九十五條綱論》，以反對當
時教會販賣「贖罪券」。這「贖罪券」背景，是基於羅馬
天主教補贖制度，那就是信徒犯罪後願意悔改，並向神
父告解後得到宣赦的補贖概念。然而，因著當時羅馬天主
教會教宗利奧十世（Leo X）需要大量金錢興建聖彼得大
教堂及其他開銷，於是教廷的高層領袖建議印發大量贖罪
券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信徒只要認罪悔改並付出若干
金錢，那就可以取得由教廷所發出的宣赦證明書，那就是
「贖罪券」的由來。
路德起初並沒有挑戰教廷的企圖，他也不是完全反
對補贖證明書的制度，他只反對人可以用金錢購買「贖罪
券」這補贖做法，因這是誤導信徒以為可以用錢來購買上
帝的赦罪，而這也變相讓人感到貧窮人是獲取不到上帝
的救贖。路德以拉丁文撰寫《九十五條綱論》，而非用德
文，為的是希望對這荒謬做法作出聖經和神學的批判。因
當時一般群眾並不懂得拉丁文，只有教會領袖及知識分子
才懂，所以路德並非是希望透過動員群眾來脅迫教會，而
是只希望與教會領袖對話，帶出他對「贖罪券」問題的看
法。可是，因當時歐洲印刷術出現，因此路德這《九十五
條綱論》被印刷到不同地方廣傳及討論，甚至有人更把它
翻譯為普及語文德文，這才掀起一連串的宗教改革運動。
然而，當時教廷的神職人員並沒有正視路德的信仰
質疑和意見，也無意嘗試瞭解他那份愛教會、以及重視聖
經和教義的情懷，反而認定路德是挑戰教會權威，進而不
斷派出神學學者及教會領袖與他辯論，並且強烈地要求他
收回有關言論。路德為了反駁教廷的反擊，迫使他繼續作
信仰思考和神學整合，他於是撰寫不同的著作來回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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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信》、《教會被擄於巴比
倫》、《基督徒的自由》、《論善功》等。在多場辯論後，
路德與羅馬天主教會越走越遠。最後路德在皇帝召開沃
木斯（Worms）國會上遭到審判，路德舌戰群儒，最後
更說出名句「這是我的立場（Here I stand），我不得不
如此」。而原因是「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話束縛的」。 1
一五二一年，路德最終被教廷革除教籍，他離開教會和
修會，踏上宗教改革之路。而路德這一連串的行動，亦觸
發骨牌效應，慈運理（Ulrich Zwingli）、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布塞珥（Martin Bucer）、加爾文（John
Calvin）等多位青年學者亦相繼投入這宗教改革運動行
列。 2 從此，基督教除了有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
和正教會（Orthodox Church）這主流體制外，亦開展抗
羅宗（Protestant Church，更正教或新教）這另一條分
支，而本會中華基督教會亦算是這分支之內。然而，中華
基督教會首任全國總會總幹事高伯蘭（A. R. Kepler）對
本會合一運動有一願景，他說：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使羅馬宗、希臘宗、更正宗、
以及所有的基督教會，統歸合一，這樣，才實現了耶穌
的祈禱「願他們合而為一」。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更
正宗的各教會，須先聚精會神的完成合一。然後再進而
與他們合一。3
中華基督教會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下的產物，以推
動教會合一為己任，高伯蘭希望昔日教會分裂有復和的一
天，故此他的教會合一最終目標應不止於更正教會，而是
應擴展為天主教會和正教會。雖然高伯蘭有此願景，但至
今這目標仍然相當遙遠。姑且不論與天主教會和正教會合
一這偉大目標，就連更正教的教會合一問題至今亦還未達
成。誠然，這或許是本會今天及未來教牧信徒共同努力的
目標。
宗教改革對今天的啟迪與反思

宗教改革運動觸發點是「贖罪券」問題，但歸根究
底其實是教會經過千百年發展後，教廷內部除了逐漸出現
僵化及腐化問題外，他們處理教內異見人士的方法亦值得
商榷。教廷為了建大教堂卻苦於資金缺乏，故此作出扭曲
基督信仰的集資方法來應對。然而，適逢當時出現一位敢
言、倔強、以及對聖經、神學、教義既執著又認真的年青
知識分子──馬丁路德。當這兩個元素同時出現的時候，
那就掀起影響深遠的宗教改革運動，這亦是今天教會值得
思考的地方。
誠然，馬丁路德起初並沒有挑戰教會，亦沒有與教
會對著幹的企圖，他只是一心本著基督信仰來表達對教
會某個事工背後的質疑。可是教廷對待馬丁路德的方法實
在令人失望和遺憾，他們沒有視路德為更新教會的人材

宣教萬花筒

陳滙寶宣教師 |

元朗堂

宣教與成長
每年區會福音事工部的宣教事工小組，都會舉辦內
地及海外短宣活動，目標是聯繫各堂推動內地及海外宣教
事工，透過持續和定點的聯繫，建立宣教網絡。筆者三年
前開始加入宣教事工小組，並參與內地的「探訪服侍學習
團」，幾年來也是到同一教會服侍。宣教事工小組的理念
是以五年為目標，積極擔當聯繫的工作，開始一些堂點的
前線事奉，與鄉村教會建立互信後，邀請區會的堂會接續
宣教的工作，長遠支持內地有需要的教會，讓堂會可落實
前線宣教。
每年的內地「探訪服侍學習團」為鄉村的小朋友及青
年留下深刻、美好的回憶。由20至30人組成的團隊，來
自區會不同堂會，分兩個堂點服侍，每個堂點吸引村內約
100多個小學至中學青少年參加。我們為小學生舉辦一連
三日的暑期樂園班，內容是聽聖經故事、唱詩、做手工、
玩遊戲、背金句及食茶點等。我們為中學生舉辦英文班，
派發並教他們使用字典、拼音、生字、文法並以英文演話
劇。在兩個課程完結後我們會舉辦福音聚會，透過見證、
詩歌、短片及信息，讓他們認識信仰，並邀請他們信主。
雖然每年我們在當地只工作數天，但對村內教會有一

和動力，反而認定他是挑戰教會權威，是
教內的搞事份子。教廷的處理不自覺地，
製造一群對信仰忠誠的年青知識分子群體
對抗自己，最終迫使他們另起爐灶，改旗
易幟，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信徒加入宗教
改革運動行列。教廷除了因此而流失了大
量人材資源外，亦白白浪費了一次重要的
教會更新和改革的機會。雖然歷史是沒有
如果的，但倘若教廷以溝通和吸納取代打
壓，視路德為推動教會更新動力而非搞事
分子，讓有理想、對信仰認真、有新思維
的新一代逐漸成為教會核心領袖，或許教
會發展有另一番局面。奈何當時教廷並非
如此選擇，這實在是今天教會須引以為
鑑。
1
2

3

林鴻信：《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台
北：禮記出版社，2000），頁19-25。
麥 格 夫 著 ， 蔡 錦 圖 、 陳 佐 人 譯 ：《 宗 教 改 革 運
動 思 潮 （ 增 訂 版 ） 》（ 香 港 ： 基 道 出 版 社 ，
2006），頁119-135。
高伯蘭著，文南斗譯：〈合而為一〉，《公報》第
二十卷第5期(1948年5月)，頁7。

定的幫助。當地傳道說村民起初對這間教會座落村內感抗
拒，認為是外來的信仰。但自從四年前區會在當地舉辦暑
期福音活動，當地居民就開始對基督教改觀，漸漸認為教
會是好的，也更願意到教會聚會。
除了當地教會得著幫助，隊員也經歷生命的更新。從
香港的準備工作到當地「火熱」的服侍，過程中需預備教
材、準備福音聚會及分享見證，考驗大家的創意、互相補
位、刻苦耐勞及對主的委身，讓參與者得到充分的鍛鍊和
發揮。此外，他們透過了解當地教會的歷史，及親眼看見
福音被傳廣，可深深感受上帝救恩的大能。這絕對是一個
寶貴及有價值的信仰經驗。
對於本會的堂會，區會已為開闢宣教路作出努力，建
立了非常好的宣教脈絡，讓堂會可承接已聯繫的鄉村教會
工作，從而推動教會的宣教使命、訓練門徒。這些資源若
得到適切運用，定必為本地及內地教會帶來雙贏。
今年「探訪服侍學習團」定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至七
日（共六天）舉行，誠邀本會同工、信徒及本會學校基督
徒學生參與，去年參與的隊員已有大半決定今年再參加，
由此可見，參與內地的服侍絕對是極好經歷上帝的機會。

宣教小故事：
冰天雪地中的福音花
漢斯‧艾奇德牧師感到上帝呼召
他，要他向格陵蘭島的愛斯基摩人傳
福音。他等了多年，艾奇德牧師終於
在一七二一年與一家丹麥貿易公司一
起到了格陵蘭島。那時，格陵蘭的愛
斯基摩人從來沒有聽說過上帝和祂的
話語。他們是一個非常野蠻的民族。
如果船遇上了風暴，擱淺在他們的海
岸，他們就把船上的人殺了，把貨物
掠走。人命對他們來說是一錢不值。
當他們來到這個寒冷的國家，艾
奇德牧師首先用土、石頭和木板為家
人搭建了一間小屋，然後學習愛斯基
摩語，到他們的圓頂屋去拜訪他們。
愛斯基摩人用鯨油取暖，燒出來的味
道簡直叫牧師無法忍受。但他還是忍
下來了。他試圖跟他們談神、罪、在
基督耶穌裏的救恩，但他們只是感到
好笑。貿易公司的人決定不再在這鬼
地方呆了。他們要牧師同他們一起

葉青華牧師 |

合一堂北角堂

走。到那時為止，牧師已經在島上工
作了兩年，但還沒有一個人聽他的。
他該離開嗎？
許多年過去了，他的傳道仍然
沒結任何果子。後來一場天花蔓延開
來，好幾個愛斯基摩人都受感染死
去。當時若有人染上了它，就沒人再
敢去他家裏。只有牧師經常去探訪病
人，跟他們談話，努力幫助他們。這
一幕深深地打動了愛斯基摩人。天花
過後，有幾個愛斯基摩人開始來聽他
講道，接著越來越多的人來了。上帝
賜福了他的佈道，開始有人悔改歸
主，結出果子。你能想像得出，辛勤
耕作了十五年，能親眼目睹許多人完
全改變的喜悅嗎？
這個故事正告訴我們一個怎麼樣
的宣教道理？筆者的領受是：宣教就
是要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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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傳鏗牧師 |

本會牧師、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

憶述劉育佳牧師二三事
三月十三日
傍晚，剛開完區
會執行委員會會
議，回到家中，從
WhatsApp知悉，
劉育佳牧師已於三
月十二日在泰國安
息主懷，雖然劉牧
二零一零年攝於佛丕華僑基督教
師已患病一段時
會的劉育佳牧師，當年劉牧師已
間，住院亦超過一
九十三歲。
年。理論上，我應
作了心理準備，但
仍然感到傷痛，或許劉牧師在我牧職的初期，委實
佔了重要的地位。我年少時，熱心區會青年事工，
成為青年事奉促進會的核心成員，為了增進傳揚福
音的熱誠，我們曾到福音初至之地—澳門訪問學
習，得蒙澳門志道堂主任劉育佳牧師接待，其實她
本身就是為了延續傳揚福音才毅然從泰國長途跋涉
到澳門牧會，因為澳門教會一向很難找到傳道人，
所以從她身上感受到在缺乏之中，看到上帝的補
足。
猶記得神學畢業典禮的那天，我與父母在崇
基學院與她相遇，我邀請她一起拍照，並介紹父母
與她認識，她立即關心父母是否信徒。事後我告訴
她，父親自小成長於汕頭教會，但自從與篤信佛教
的母親結婚後，一方面為了生計奔波勞碌，另一方
面或多或少受了母親影響，所以疏遠教會，她聽完
之後，表示會每天為我父母禱告。感謝上帝！父親
於九零年代初中風，住院期間讓他有空間再思想生
命問題，並得到院牧的支援及鼓勵，出院後，他不
用我介紹，獨個兒到家居附近的堂會再慕道，終在
一九九五年聖誕節受洗重歸主的羊欄。往後由於他
勤守主日，以及受到我的家庭影響，母親也於二零
一二年夏天受洗，此後得享全家歸主的福氣。寫到
這裏，我要由衷感激劉牧師的關心和每天不斷地代
禱。
八十年代後期，她退休後來港入住何福堂退
休之家，由於我與吳振智牧師（當時全完堂主任）
以及她有些在全完堂親戚皆為潮州人，所以她經常
協助教會聖工，包括講道、撰寫週刊文章、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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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部事工、探訪工作……還記得有一次約了關門
口村的教友，可惜對方臨時不在家，一向比較嚴肅
的她，開玩笑說：「你們不知道這裏是關門口嗎？
所以『摸門釘』是自然的。」與她同工的日子，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用原稿紙逐字寫講章，一般內
容用藍色字，引述聖經則用紅色字，非常嚴謹及有
條不紊，因着我慣於急就成章（大多數是亂章），
常感汗顏不已。另一方面，我剛神學畢業，初出茅
廬，缺乏經驗，她經常鼓勵我，幫助我，指引我做
個與主同工的傳道人，特別是一九九零年因着移民
潮，教會缺乏同工，我走馬上任接任全完堂主任
職，由於經驗不足，所以常常碰釘，劉牧師也給予
很多實際的指導，使我的事奉逐漸走上軌道。由於
工作繁重，除了堂務，也要兼顧幼稚園和墓園，以
及區會的一所中學和四所小學，有時會積勞成疾。
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久久未能痊癒，劉牧師知
道我習慣吃中藥，她每天早上從老遠的屯門煎好藥
後，親自送到荃灣給我，有時我外出辦事，她總會
細心詢問職幹人員，進一步瞭解我病情的進展，可
見她深具牧者心腸，對人關懷備至。多少時候她會
打聽我們何時舉行同工會，然後送來點心，為同工
們打打氣。這些微小的事情，卻顯出她經常流露上
帝的大愛。
後來，她決定離港返回泰國事奉，以感謝泰國
教會對她的栽培之恩，我們仍經常有通訊，至少每
年聖誕必定互相道賀及問候，直至前年為止。期間
她先後翻譯了英文靈修書籍Gifts為泰文《生命的嗎
哪》，後來再翻譯為中文《生命之道》，吩咐我交由
區會出版，印刷費更在她的退休金內扣除，可見她
雖然身在泰國，仍然關心我們的靈命成長。
綜觀她的一生，我覺得可以《生命之道》的一
段作結：
「親愛的主，請潔淨我，使我成為公義。
因為我需要，有標準的生活，像唱讚美的詩歌，
表彰歡樂。
在崇拜的時候，在那安靜神聖的地方，是屬於主
的。」
劉牧師！你已安靜在主神聖的懷中，我們會常
以你為榜樣，延續福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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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23949
電郵：fssctr@hkcccc.org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守護家庭，守候夫婦關係

趙國慧 |

家庭支援服務中心輔導員

可以為家庭做的五件事
剛完成中心舉辦的婚前輔導課程最
後一節，主題是介紹「家庭生命週期」
的概念及為家訂下「以家以愛為本的十年計劃」，這是特別的課
堂，因本中心共三位已婚的輔導員也會出席，分享維繫家庭的心
得及不同家庭發展階段的體驗，目的讓準婚朋友能更「到肉地」
聽聽「守護家庭、守候夫婦關係」的心路歷程，而最主要是我們
總結了夫婦長久可為家庭做的五件事。
一‧增進家庭生活及人生發展階段的知識（Knowledge）
兩個相愛的人決定㩦手創建他們的新家庭，夫婦二人各自成
長，有一些人生發展任務是必經的，也對家庭生活經驗帶來重要
的衝擊及挑戰；生兒育女，雙方姻親也有其獨特的人生發展階段
知識需要我們具體去裝備，包括心理上的預備，實務上的安排或
如何陪伴家人共同適應等，全都是真實生活重要的內容，也需預
留心靈及生活的空間去過度，如果我們有這些心理知識，進入各
家庭新階段時「心中有數」及有心理準備，就可減低適應的迷網
及身心負苛。
二‧在初婚便尋找能提點陪伴的同行長輩（Mentor）
婚姻生活是一種磨合，有喜有傷，每一次挑戰也會經歷一場
感情受創或進深的考驗，如準婚夫婦能從初婚階段便有較成熟的
夫婦作他們長久的同行者，一方面有守候關係的榜樣，夫婦各自
亦有空間傾訴，亦有年長的人提點。這最好是一種並非只是解難
式的關係，而是定時定候探望見面，有計劃會找他們商量，讓他
們有機會多些認識夫婦二人的性格和處事作風等。
三‧尋找志同道合的夫婦友伴（Peers）
夫婦需有共同信念去發展家庭，同時也需要共同信念的友
儕夫婦同行，俗語云：「你『群』甚麼人就會跟著他們追求甚麼
⋯⋯」面對現今社會文化價值、是非觀念的負面洪流，你越想持
守信念，越是迎難而上，單靠夫婦二人去面對，孤單之餘亦容
易乏力，如能有群體同行，總有機會「自成氣候」。所以，要
「群」好的夫婦朋友，這種緣份並非輕易得來，隨手可得，要經
過長時間觀察，刻意尋覓，用心栽培才有機會遇上。
四‧為生活空間「留白」（Space）
社會的生活節奏往往像漩渦，很容易被捲入忙忙亂亂的生
活安排及各色各樣的要求或期望中，生活總不能長時間被填得滿
滿：工作、進修、照顧兒女、各類活動或聚會等⋯⋯長此下去，
身心就只能應付生活，而非自主生活。如身心長時間只過著應付
式的生活，沒有空間休息、反省、重整，很難有勇氣追求自己想
過的生活，甚至家庭會有很多隱憂衍生問題。
五‧夫婦定時定候進修（Retreat）
我們三位同事中，有其中一位同事夫婦自初婚階段已和丈夫
有一個一年一次的夫婦退修日，以聆聽彼此在過去一年對夫婦關

係及家庭大事之個人感受；此習慣至今已持守了十多二十年。同
事娓娓道來，這夫婦傳統有很微妙的鞏固感情作用，習慣回望、
分享、整理、交流，令彼此能在一段時間便能在和平、安全、誠
懇的態度下聆聽對方，彼此可更深度的溝通。夫婦長久的婚姻關
係便在這種承托下彼此尊重，互相扶持走人生路。
總

結
看似很簡單的五件事，但這很值得我們花心思去建立，成為
夫婦維繫家庭及婚姻的重要原素，在婚姻輔導經驗反省中，深信
初婚是重要的關鍵，「個頭要開得好」，在家庭旅程上奠下重要的
根基及好習慣，不單單以個人情緒喜好去回應婚姻及家庭生活的
衝搫，有知識、有群體扶持、有個人空間及退修，讓婚姻及家庭
生活有好的承托及滋養。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福音事工部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主辦

「漁夫計劃」青少年導師（野外）訓練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路加福音五：10
內

容：透過參與勇獅野外福音工作者（山藝）訓練，學習
裝備自己成為具野外服事經驗之領袖
對
象：16歲或以上基督徒，具服事青少年人及傳福音的
心志
預計時期：2017年－2018年－2019年（可按個人需要選擇
參與培訓日期）
要
求：必須完成四個階段之全部訓練，可獲發Fisherman
(Wild) Project畢業證書
階段一：參與1次「漁夫計劃」免費講座＋出席1次遠足活動
◎ 第一次講座：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晚上8:30-9: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銅鑼灣東院道7號）
◎ 第二次講座：2017年6月2日
（星期五）晚上8:30-9: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銅鑼灣東院道7號）
◎ 第一次遠足活動：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端午公假）下午2:00-7:00
地點：陰澳
◎ 第二次遠足活動：2017年7月16日（星期日）下
午2:00-7:00
地點：柏鰂石澗
階段二：參與野外福音工作者一級山藝訓練
（參與2017年7月或8月或2018年4月其中一次）
階段三：參與野外福音工作者二級山藝訓練
（參與2017年10-11月或2018年5-6月其中次）
階段四：參與「勇獅義工組」野外服事實習
（建議2018年1-6月或7-12月）
歡迎出席「漁夫計劃」免費講座，以瞭解計劃詳情！
出席講座留座方法：請電郵至kwwong@hkcccc.org 與區會
事工部黃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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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堂

只有祝福，
7 7 7 毋須咒詛
在特首選舉之時，感覺就像一場對賭。林鄭月
娥（林鄭）這邊廂，是強調建制及亞爺支持；曾俊
華的那邊廂，就挾「民意」等同「民主」的勢 1 ，去
與競爭者對決。在被認為是亞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
後，也有好些人一如對待上屆特首，將她所得的票數
的777，不斷拿來開玩笑。當中固然不乏創意 2 及嘲
弄 3 ，但總的，就是對當選者表示不滿，以及貶抑對
她所屬的背後力量。而坊間亦有一些言之鑿鑿的表
達，「有『大多數』香港人不滿意結果」、「今次的
選舉結果有違『大多數』香港人的民意」，坦率說，
這「大多數」，有幾大多數，我們不知道 4 。不過，
這種「大多數」的表達，其潛台詞，無非在預言林鄭
未夠資格代表香港人，由她管治香港，一定衰！此
外，也有一些人解讀她背後的競選班子，都是金融
或地產界別的人，然後「發預言」判準林鄭將來施
政，必定向為富者傾斜⋯⋯。但是，事實上，林鄭到
今年的七月一日才正式接任特首之職，連施政都未開
始，就被「睇死」 5，按常識，這合乎理嗎？！
我們都不是上帝，要預言或斷言一個人，似乎
是超出了我們所能和所應該做的事！我們都是基督
徒，也期盼香港會變得更好，故此，我們毋須參予預
言或詛咒，讓我們落實公民責任，去監察政府，為施
政者為新一屆政府代禱與祝福，豈不更好嗎？！惟願
上主，讓我們香港人，重新建立對香港的希望！
1
2

3
4

5

可參黃偉豪：《民意不等如民主：慎防跌入Good Cop與Bad Cop的陷
阱》（網址：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9543）。
：比如，將777與《聖經》詩篇的七十七篇第7節關連起來。雖然有點
奇怪及牽強，甚至文章的作者，本意是要告誡新任特首；卻因為作者
此章此節經文，容易使人望文生意，以為他要為新任特首背書。（事
實上，新任特首在競選初期，就曾揚言自己有上主的旨意去參選。）
比如，689-777=88（拜拜啦）。又比如，689一個冇【7】用，777
一個多【7】用。當中不乏嘲笑及貶意。
通常憑印象所講的「大多數」，一般都止於自己所屬的生活圈子，及
自己所接觸的同溫層內所得的印象。即使用較科學的民調，比如戴教
授的「特首民投」，最終也只有6.5萬人投票，其結果能否代表「大多
數」香港人，值得商榷！
或者，這種「睇死」，可能會帶來很吊詭的效果。因為，當林鄭上任
特首前，被描述為「負資產」，連「零」分都未到。故此，當她當政
及施政前的起步點，很有利。這意味著有好些人對她沒有期望。正正
在沒有期望之下去施政，只要林太及她的班子，能做出一點成績來，
她立時就會得到民心及民意。在這一種意義下，將林太負面形象廣為
散播的人士，卻吊詭地成了為林太背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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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部補選署理主席
社會服務部已於二月份會議中，通過補選高國雄牧師為該部
署理主席，任期由本年四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執行委員會會議當日
止。

聖頌團舉辦「2017年詩班學習交流工作坊—指揮與司琴團」
信徒培育部聖頌團定於六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二至六時，
於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辦「2017年詩班學習交流工作坊—指揮
與司琴團」，主題：崇拜領唱群體在今天的角色及功能，內容包括
講座、工作坊及大合唱，查詢電話：23971022黃嘉慧姊妹。

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舉行同行者計劃交流會及重聚日
福音事工部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定於五月十一日（星期四）
晚上六時，假基富堂舉行同行者計劃交流會，讓參與成為同行者的
弟兄姊妹，分享關心同學的情況；又定於六月三十日（星期五）下
午三時三十分舉辦奮進計劃重聚日，讓參與計劃之本會學生分享學
習過程。

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勇獅）五月遠足活動
福音事工部野外福音事工小組定於五月三十日（星期二端午
公假）下午，舉辦五月遠足活動：陰澳、鹿頸，歡迎已登記成為勇
獅野外天地（永久）會員報名參加，費用$10，截止報名日期為五
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有關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歡迎瀏覽相關
網頁http://lion.hkcccc.org。

第五十七卷《匯聲》合訂本已製作完成
第五十七卷《匯聲》合訂本（1/2016-12/2016，第701期
至第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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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會人事動態
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陳永佳執事服務本會八年多，已於四月
一日起榮休，新任社會服務總協調主任郭偉強先生已於同日履新，
交接工作已於三月二十一日進行。

退休牧師劉育佳牧師主懷安息
本會退休牧師劉育佳牧師已於三月十二日下午於泰國安息主
懷，其安息禮拜已於三月二十四日晚上舉行，三月二十五日早上舉
行火化儀式；願主安慰劉牧師之家人。

堂

會

合一堂資深會友鮑瑞美女士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合一堂資深會友鮑瑞美女士，於本年度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
社會科學博士，頒授典禮已於三月十四日於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

李何慧明師母主懷安息
本會退休牧師李仰安牧師之夫人李何慧明師母，已於二月
二十一日主懷安息，並於三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正假香港
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請在禱告中紀念李牧師及其家人，扶持他們
度過哀傷時刻。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柴灣堂自二月起，聘得梁鳳芯女士為該堂宣教
師。人事動態：鰂魚涌堂堂主任陳熾彬牧師自三月三十一日起退下
堂主任職，該堂余學深宣教師自四月一日起接任堂主任一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