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道日嘗
我們對社會現況的認知和判斷，相當大程度受到每日所接受的資訊影
響。例如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末期，普遍認為石油在短期內耗盡，加上當時
接連發生中東戰爭、兩伊戰爭和波斯灣戰爭等，結果石油短缺之說此起彼落。
可是到了今天，石油供應仍算穩定，甚至因疫情影響製造業與航運致油價大幅
下降。倘若今天再提石油短缺，似乎也難以令人相信。

王家輝牧師

在數據傳輸速度不斷提升的年代，我們每天也輕易地接收到大量資訊。
普通如身在遠方的親友傳來生活點滴的錄影片段，重要至影響深遠的國際新
聞，頃刻已傳送到我們的手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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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同樣受到所接收的資訊影響，除非我們願意每天抽時間認真研讀
聖經及專心禱告，否則我們對社會狀況的認知與判斷亦會跟隨世俗的方向。
詩篇第一篇1至2節有十分重要的提醒：「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
福！」抗拒跟從世俗的方向走，其秘訣在於「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
的律法」！
總幹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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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新 的 「 教 會 年 」（ 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將 臨 期 第 一 主
日」）開始，逢週一至週六，本會全體牧師和宣教師按「每日經課」（Daily
Lectionary）編定之經文，以錄影方式分享當中的信息與反思。期望讓本會各
堂兄姊、各屬校師生、各服務單位同工和受眾藉觀看錄影分享，同得啟迪。
這個計劃正名為「主道日嘗」。「主道」就是「上主聖道」，以「聖道為中
心」乃本會在崇拜及信仰生活所強調的焦點，而「日嘗」是取「日常」的諧音
和「每日飽嘗靈糧」的意思。
本會2022-2023事工中心：「上帝居首 植根聖言 立足此地 效法先賢」。
前半部份提醒我們的堂、校和社會服務單位，當聚焦在「上帝居首」之上。無
論是培育信徒、教導學生或提供社會服務皆以「上帝居首」為基礎及最重要的
原則，而怎樣達成就必須讓生命「植根聖言」。因此，「主道日嘗」計劃就是
為了配合事工中心的前半部份而設。（註）
過去一個月，有些弟兄姊妹、校長和老師向我表示十分喜歡以「主道日
嘗」來進行靈修，亦會向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推介。有些意想不到的回應是多位
兄姊對於可以透過「主道日嘗」認識不同堂會的教牧同工並且感到被牧養，而
表現雀躍和感恩。
甚願所有參與「主道日嘗」的教牧同
工和兄姊同蒙上帝賜福。誠心所願！
註： 如欲每天收看「主道日嘗」，兄姊可以在本會 YouTube
頻道 https://sl.hkcccc.org/youtube 點選「訂閱」，或
者透過本會網頁，又或從「主道日嘗」Facebook 臉書
專頁收看。

Facebook專頁

YouTube頻道

屬靈雋語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開始，我是終結。我要把
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啟示錄二十一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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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蒲錦昌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一、引言
各位牧者、弟兄姊妹、
親友和嘉賓，平安！
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
到，我們正在做一件前無古
人的事，因為中華基督教會
從來未試過獨立的舉行宣教
師差遣崇拜，也從來未試過
有這麼多宣教師同一年受差
遣。為了應對疫情，減低同
時聚集的人數，今年差遣宣
教師禮和按立及接納牧師禮
分別在不同時舉行。不知道
這個安排是否會後無來者？因為疫情過去就不需要分開舉行了。
我被區會邀請（指派）擔任講員，感到非常榮幸，做歷史中的第
一次差遣禮講員。盼望今天受差遣的宣教師也在牧職旅程中記得這日
子，成為上主在你們生命中的印記。
我今天選了三段經文和大家分享，分別是王下二1-18、徒二十
25-35和約十六29-33，三段經文都是敍述離別的場合，講到傳承。今
天的信息會特別集中在王下二1-18這一段經文。

二、主題
1. 面對離別的心情
人在生命中總有離別，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描述離別的痛
苦和不捨。我們也經歷過很多。蘇軾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
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當我們生命中
重要的人物要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會很難接受，除了感情上的牽
繫之外，還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轉變，而轉變往往使人失去安
全感。
王下二1-18講到以利亞要離開了，他的弟子／繼任人以利沙很難
接受，也依依不捨。王下二2：「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遣我
往伯特利去，你可以留在這裡。』以利沙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由吉甲到伯特利，由伯特利
到耶利哥，由耶利哥到約但，這個對話重複了三次。連先知的門徒表
示上主今日會接走以利沙的師父，以利沙也說：「我知道，你們不要
作聲。」表現出以利沙矛盾的心情，對師父的尊重、倚靠和忠誠。
各位在座的同工，你所服務的堂會可能有主任牧師、主任宣教
師，又或者你本身就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學習像以利亞一樣，有
一天要放下，要完結上主交給我們的使命，並把任務交給下一代。我
們有以利亞一樣的灑脫嗎？我們中間，也有不少同工遲早要面對接
棒，成為牧師，擔任堂主任的職務。我們會有以利沙一樣的不安和焦
慮嗎？過去倚靠的牧者要離開了，我們要獨自面對未知的將來，我們
會恐懼驚惶嗎？

2. 對交棒者的挑戰
對於所有交棒者來，他們面對三個挑戰，就是他們是否已完成任
務，會得到怎樣的評價？他們是否找到並訓練出繼承他們的領袖？以
及如何把棒交出去？

（1）完結和評價
對於接近退休或面對離任的牧者而言，我們很自然的會問：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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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怎樣呢？有沒有盡力呢？我離
開以後，別人會怎樣說起我呢？
上主是否對我表示讚許呢？

當以利亞乘旋風升天時，以
利沙看著他離開時的氣勢，說：
「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
戰車騎兵啊！」以利沙不單只認
為以利亞像他的父親一樣，照
顧他，教導他，值得他尊敬，而
且，他和當代的以色列人，都記
得以利亞在迦密山以一人之力大
戰幾百個巴力先知，並且戰勝。
他面對當時操生殺大權的王帝亞
哈，一點也不畏懼。他就是以
色列的戰車騎兵，能夠抵擋敵人的千軍萬馬。這是一個極高的歷史評
價，也是列王紀作者對以利亞的歷史評價。
在新約徒二十章，保羅和以弗所的長老話別，並且作出了對自
己的評價：「怎樣凡事謙卑，以眼淚服侍主，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
試煉。你們也知道，凡對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隱瞞不說的⋯⋯」
（19-20節上）「所以我今日向你們作證，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因為上帝一切的旨意，我並沒有退縮不傳給你們的。」
（26-27節）「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或衣服。你們自己知道，
我靠兩隻手工作來供給我和同工的需用。」（33-34節）相信這不單只
是保羅自我的評價，也反映出使徒行傳這本初期教會歷史書的作者路
加和初期教會對保羅的評價。這也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我們怎樣評價自己呢？別人怎樣評價我呢？上主是否會稱我為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呢？

（2）培養繼承者
至於第二個問題：是否找到或者訓練出接棒的領袖？
所有做領袖的都面對同一個考驗或試探：我是否一個出色到不能
替代的領袖呢？
一個出色的領袖，其光芒是不可以掩蓋的，其他人自然會被領袖
的風範和特質所吸引，願意支持和追隨。不論這些領袖自覺或不自覺
也好，看來都是難以替代的。別人根本沒有他／她的魅力、熱誠、恩
賜、智慧、勇氣和委身等。這樣，這個領袖的宿命就是在他／她離開
以後，再找不到這樣一個領袖，而他／她所帶領的群體便會萎縮甚至
在歷史中消失。
因此，有人說，一個成功的領袖，其中一個成功的要素，就是挑
選出或訓練出繼任人，使一個運動／組織或者機構再上一層樓，而不
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根據王上十九章，在以利亞於迦密山戰勝巴力先知和被皇后耶洗
別追殺逃難到何烈山之後，上主要以利亞膏以利沙接續以利亞的先知
職。以利亞見到以利沙，便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類似中國
禪宗的傳授衣鉢給繼承者。自此以後，以利沙便追隨以利亞，像兒子
服侍父親般服侍他。以利亞也看著以利沙的成長。
到以利亞要走而以利沙依依不捨時，以利亞便問以利沙：「『我
未被接去離開你以前，你要我為你做甚麼，只管求。』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雙倍感動我。』」（王下二9）以利亞聽到以利沙的心
願時，不知道他的心情如何？他會否想：我已經這麼厲害了，你還要
比我厲害兩倍，是否自視太高了呢？以利亞顯然有容人之量，不怕青

出於藍，不怕教識徒弟無師父，只說：「你求的是一件難事。我被接
去離開你的時候，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若不然，就得不著了。」
（王下二10）結果，以利沙不單看見以利亞被接升天，而且也拾起
以利亞的外衣來打水，使水神蹟地左右分開，就像以利亞做的一樣。
（王下2:11-14，8）之後，以利沙也行過各種的神蹟，充分表現出他
的自信和上主使用他來當先知。他還帶領著一班門徒，像孔子有追隨
他的學生，墨子有追隨他的門人一樣。最終，以利沙在臨終時得到以
色列王約阿施的探候，還伏在他臉上哭泣，說：「我父啊！我父啊！
以色列的戰車和騎兵啊！」（王下十三14）他得到以利亞一模一樣的
歷史評價，而且還從國家元首的口中作出。

協助你完成一些事情，不再有公事上的職位和名片，信用咭公司不再
接受你申請新的信用卡，在家一覺醒來發覺無事要做，無人要見。不
知道你會有甚麼感覺？

當然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連雙生子女也不是。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和約瑟等族長各有各的性格和特質；摩西和約書亞亦有不
同的個性，他們身處不同的時代，對以色列民族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士師記中的士師更有不同的人格特徵；以利亞和以利沙也是不同時代
的人物，也留下了不同的事蹟。我們在不同的時代也需要不同個性和
特質的領袖，才能面對時代的挑戰，不需要照抄上一代的領導風格和
模式。

話說禪宗五祖弘忍發現慧能有很高的悟性，在測試後決定傳衣鉢
給這個二十三歲，未正式受過禪修訓練，甚至未接受過最基本佛理訓
練的南蠻，成為禪宗六祖。弘忍擔心其他弟子會妒忌和傷害慧能，於
是漏夜把衣鉢及頓教法門傳給他，並一起坐船渡過長江。在渡河的時
候，弘忍和慧能爭著操槳。弘忍說：「應該是我來渡你過河。」慧能卻
回答說：「迷時師渡，悟時自渡。」弘忍聽了，大為讚賞，並預言佛法
會因慧能而大盛。有一天，我們中間有一些同工會成為接棒人，不能
夠再倚賴師傅了，要有信心負起責任，倚靠上主，走下一程的人生。

各位同工，大家都可以在教會中成為出色的領袖，不是靠我們的
力量，而是倚靠呼召的主和他的靈。

（3）交棒
第三個問題：如何交棒？
在王下二章，我們讀到以利沙怎樣死命的跟著以利亞，寸步不
離，但是，又意識到他要離開。他更希望自己日後有師父以利亞一樣
的能力和成就，不負上主所託和以利亞的栽培。以利亞則十分淡定，
在最適當的時候，在上主安排的時間，一點也不匆忙，頭也不回的乘
旋風而去。
不知道我們在退休或離任時，是否有以利亞一樣的瀟灑？
如果有一天，牧者要退休了，要和熟悉的弟兄姊妹說再見，教會
辦公室不會再有你的位置，不可以請其他宣教同工、幹事和弟兄姊妹

如果有長執向將要退休的牧者表示：牧師，教會不可以沒有你
的，你健康還可以，年青的同工還需要你栽培，不如遲一點退休吧？
你會怎樣想？這是我這樣年紀的牧師不得不想的問題。我希望自己在
退休時，有以利亞一樣的瀟灑，沒有掃羅王一樣的自以為是。

三、結語：給接棒者的鼓勵
最後，我想講一個故事和幾句鼓勵接棒者的說話。

主耶穌在面對十字架苦杯和門徒星散的情況下，他仍然鼓勵他的
門徒：「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約十六33）
保羅在米利都也對以弗所的長老表示他離開以後，教會要面對內
外的困難和挑戰。另一方面，他又鼓勵他們說：「現在我把你們交託
給上帝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使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
基業。」（徒二十32）
我們雖然會面對艱難的處境，急劇變化的世界，上主會保守他的
教會，也會賜福每一位事奉他的人。願上主的靈加倍與這一代的牧者
同在，使他們成為上主合用的器皿，榮耀他的聖名。阿們！
編註： 本文為本會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下午舉行之二零二一年差遣宣教師感
恩崇拜中宣道之講章。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教育主日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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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本會有一位領取基本神學學額之神學生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就讀，另有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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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支出逾六十七萬元，另支持崇基學院神學院經
費，為港幣一百七十萬元，總預算支出合逾港幣二百三十七萬元。本年神學教育主日所收捐款，將作為支持上述各項
經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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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部收，奉獻請註明「支持神學教育」；或將奉獻逕交所屬堂會彙
集繳交區會會計部收；捐款截止日期：本年四月十四日或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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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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牛集

鄭禮林校長︱基元中學

留下來
—守護這一代
香港最近掀起一片「移民潮」，在教育界有很多教師
都辭職移民外地，各人離開都有不同的原因及考慮，本文
並沒有任何批評之意。但對於教育界來講，很多學校去年
度離職的人數非常龐大，根據香港中學校長會及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及評估中心於十一月進行的【學生退學
及教師離職問卷調查】研究報告 1，教師離職人數倍增，達
到每校平均有7.1人離職，有些學校甚至達到雙位數字，聞
說有學校近一半教師離開，情況實在令人憂慮！

移民潮與退休潮夾擊
除了「移民潮」之外，因應香港人口結構老化，介乎
退休年齡的教師佔比十分高，所以另一個令到教育界人手
短缺的原因，就是「退休潮」！每間學校近年都有不少教
師達退休之年齡，需要退下來，所以在「移民潮」及「退
休潮」雙重夾擊下，教育界人手嚴重短缺。
再者，本年度聘請新教師也是很困難，有很多校長都
表達「請人」困難，有些請了又離開，有些登了廣告並沒
有人應徵，要再登多次廣告，才能聘請合適人選；有些新
教師剛完成教育學院學位，已經有兩三間學校向他招手；
有些學校更加降低要求，只要有學位已經立即聘請，可見
教育行業缺人的情況有多嚴重！

師資的重要性
學校教育很注重教師的質素，在學與教方面，教師累
積的教學經驗、對課程及評估的熟悉程度都十分影響教學
質素；在培育學生方面，教師的經驗更加起關鍵作用，不
論成熟程度、與學生相處的經驗、處理情緒及與家長接觸
及面談的經驗，全部都是十分重要，所以有經驗的教師對
於整體教育起著重要的關鍵，流失人才對教育事業將會造
成很大的影響。
一般行業要累積10,000小時經驗才能達致專業
（Ericsson & Smith, 1991） 2，教師也是一樣，學校往往
培訓一位專業的教師都需要最少五年，要培訓有實力的教
師就更加需要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學校過去非常注重培訓
教師，用於培訓的資源也十分龐大，經年累月的培訓及分
享交流，目的都是要培育卓越的教師、促進教師們的專業

4 滙聲．2022年1/2月

及提升教學效能，因此教育界流失有經驗教師的狀況，實
在有點可惜！

學生也退學
除了教師離職外，根據【學生退學及教師離職問卷調
查】研究報告，這段時間亦有很多學生退學，平均每校有
32人退學，初中是高中的兩倍，有些是因為家人要移民而
一同離開香港，有一些是因為要到外國留學而離開香港，
所以部份留下來的，可能是一些相對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
及學生，而這些留下來的學生比起香港任何時代的學生都
更需要教師的指導！
香港人移民外地並不是新鮮事，早在九七年已經有很
多人移民外地，教師也不少，各人都為著自己的前途及家
人子女的未來著想，希望尋找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這也
是無可厚非的！但在考慮自身情況的同時，我希望教師們
也可以考慮一下這一代學生的需要，留下來守護他們。

兩個呼籲
耶穌曾三次問彼得：「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
彼得回答對耶穌說：「主啊，你無所不知；你知道我愛
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約二十一17）
期望更多人可選擇留下來守護這一代學生，我有以下
的呼籲：
（一） 沒 有 迫 切 需 要 離 開 的 人 ， 盡 可 能 留 得 越 久 越
好，最理想是待退休才離開。
（二） 在任的校長及有經驗的教師，要做好培訓及交
接的工作，多角度培訓新人接棒。
最後，我以「反斗奇兵」中的金句作結：「當離開你
的人越來越多，留下來的人就越來越重要。」
Toy Story quotes:“As more and more people leave
you, th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ose who remain
become.”
參考資料：
1. 香港中學校長會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及評估中心（2021）。【學生
退學及教師離職問卷調查】研究報告。
2. Ericsson, K. A. & Smith, J. (199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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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hk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fssctr

與家 長 學 習

梁玉嫻︱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近年與家長一起學習靜觀，分別舉辦了一些小組和講座，主要是讓家長初步認識靜觀和情緒的關
係，家長有機會嘗試靜觀各樣的練習，親身體會，並一起探索如何將靜觀實踐在家庭生活中。

靜觀，又一新興的潮流？
香港社會就是喜歡趕潮流，育兒的方法亦然，近幾年鋪天蓋地的「靜觀」訓練，任何界別都湊湊熱
鬧，家長及兒童當然少不了。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已開始。「靜觀」或稱「正念」(Mindfulness)，概念雖源自於佛教，但在西方的心
理治療領域裡，與宗教信仰沒有關係。美國分子生物科學家 Dr. Jon Kabat-Zinn，於七十年代到東方學習
靜坐冥想，一九七九年更於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創立靜觀減壓診所，並一直為身有頑疾或受日常生活問
題困擾的人士教授「靜觀減壓課程」。研究顯示靜觀課程能有效地提高腦功能及免疫力，減輕身心疾病的
徵狀，且能促進身心健康。
所以，大家不要把「靜觀」當作潮流趕，它是源流久遠的生活操練，十分藉得我們去認識和體會。

靜觀

靜觀是一種生活態度

靜觀訓練通常由呼吸—留意身體各部份—留意周圍聲音—或是伸展動作入門，但這些並不是
靜觀的主要意思。正確來說，靜觀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對初學者而言，由身體感官入手比較容易掌握。
譬如觀察自己的呼吸，感受吸入時的涼氣和呼出時的暖風，以及腹部的收縮和擴張；又或者是進行靜觀
飲食，例如觀察葡萄乾的大小、顏色、光澤，再用兩邊鼻孔去嗅嗅其味道，細細留意食物在口腔的感
覺；甚至在步行時對每步的留意，舉步、踏上再提步的經驗等。這些由五感出發的靜觀訓練，都非常適
合初學者，但其實靜觀訓練並不限於感官，較深層次的進階學習，是觀察內心思維和感受。

家長學習靜觀
對家長而言，面對千百樣標準及功利的教育體系，很容易迷失；更由於生活沒有空間，自己在成長
過程所經驗的傷、痛和各樣舊患，根本沒有處理過，加上生活壓力，在管教上出現種種困難和問題。靜
觀訓練是一道門，讓家長開始覺察自己的狀態、想法、情緒，甚至情緒的來源，這種覺察令我們不只是
慣性反應，讓我們接觸自己內心的感受，明白自己的需要。
記得有一位學習靜觀的家長，每次看到自己孩子不專心做功課，就無名火起，學習靜觀後，她容易
覺察自己憤怒的情緒，先不去批判自己的反應，反而少了對孩子劇烈的脾氣；最重要的是，這位家長發
現自己的憤怒，是源自對孩子的憂慮，憂慮來自自己小時候學習的經驗；對自己和孩子的接納都多
了，劇烈的情緒緩和了不少。

學習靜觀的態度
現在很多家長靜觀課程，用不同的方式吸引家長，如增加孩子專
注力、記憶力、情緒智能等，從而提昇學習效能；看見時感到十分無
奈。當然，從研究顯示靜觀對專注力、情緒及記憶都有明顯幫助，帶
來一些身心的改變；但抱持這種心態學習靜觀，也許有點本末倒置。
「靜觀」的本質關乎生活態度和智慧，是一個自我認識及反省的
過程，不再被自己的喜惡、主見、偏見、投射和期望所支配；若抱著一
種對自己和家人的關懷，也許是學習靜觀較理想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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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小傳

蘇成溢牧師︱本會退休牧師、黃慧賢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長
(1928-1949) 關恩佐執事
執
關恩佐執事，一八八六年七月
十二日出生，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
日去世。他是廣東教會的出色領袖和
教育界的精英，在中華基督教會廣東
協會（簡稱「廣東協會」）成立後，
曾先後擔任會長（後稱主席）、執行
委員及義務總幹事等重要職位，是廣
東協會開創時的重要領袖。

倪。關恩佐的妹妹關相和醫生與跟
他青梅竹馬的妻子梅恩憐醫生都是
在美北長老會富馬利醫生（Dr Mary
Hannah Fulton，1854-1927）所創
辦的夏葛女醫學院— 中國第一間
女醫學院，受訓成為第一代的女西
醫，一起開辦診所行醫，享負盛名。
關恩佐少年時的玩伴，包括同期在
廣東協會擔任執委的羅有節（1888關恩佐早在清末時期已留美深
1961）（她的母親羅劉心慈在當時的
造。他的教育背景和教會參與，大
真光書院任教）
，以及也在夏葛女醫
概可以溯源於他父親關來牧師與美
學院授業，後為明心鼓目學校華人
關恩佐執事
北長老教會的淵源。關來字就光，
校長的黃雪貞醫生（1881年生），和
他是美國華僑後回流廣東省傳道。
他的妻子梅恩憐（她的母親梅阿貴也是富馬利醫生
有說法是關來的父親來美經商，家道中落後信主，
在博濟醫院時期的助手）。這群後來成為美北長老會
一八七三年七月經幼學正道會（即在三藩市專做華
／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教會和教會學校領袖，
人青年工作的基督教青年會）介紹洗禮，往後一年
早年也如關恩佐一樣受惠於美北長老會教育事業。
（1874年）他獲美北長老會國內差傳部（the Board
同時他們也在美北長老會的傳教據點（Missionary
of Home Missions）傳教士露密斯（Augusus W.
Compound）內成長，即包括第二支會（教會）、真
Loomis，1816-91）差派到美國加州州府沙加緬度
光書院（女子教育）和博濟醫院（醫務）的位置，
（Sacramento）傳道。關來後來回流到廣東省傳
稱之為廣州長堤穀埠的地方。（可幸的是，後來美北
道，曾被美北長老會海外差會（the Board of Foreign
長老差會將該地段送作興建廣東協會總部之用，建
Missions）的傳教士丕士業（Charles F. Preston，
成廣協樓，延續長堤穀埠醫療服務、教育和教會三
1829-77）和香汴文（Benjamin C. Henry，1850合一的重要地標。）上述提到關恩佐、羅有節等，從
1901）差派在廣東省佛山（前稱九江鎮）和連縣
年少嬉戲的玩伴，成為後來支撐教會各項事業的領
（前稱連州）等地傳道。一八八三年獲廣州長老第
袖人物，形成獨有的教會關係網絡。也是後來羅劉
一支會（即後來的中華基督教會逢源堂，簡稱逢源
1
心慈的孫兒羅福華提到羅家（羅劉心慈家族）與關
堂） 聘任為傳道。一年後，即一八八四年，轉往長
家（關來家族）是廣州基督教（特別是長老教會，
老二支堂 2（即後來稱為中華基督教會仁濟堂，簡稱
及後來成立的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重要人物
仁濟堂）事奉並受按，是該堂首位華人牧師。因著
資源。
與美國華僑和長老教會的關係，關來是廣東長老自
理傳道會的創辦人之人，是一個自立教會，獨立於
美北長老會外，由寓美（加州三藩市）的華人基督
徒支援往中國傳道的工作，其組織至今仍然活躍。3
關於關恩佐早年的成長並不清楚，但從其他
家人和他青梅竹馬成長的友人故事，可了解一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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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關恩佐的生平，在美北長老會教育事業的
培養下，他於一九零二年入讀嶺南，一九零六年預
科畢業，獲嶺南校董會獎學金於一九零八至一零年
間在美國的哈維福德學院（Haverford College）及
於一九一零至一二年間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深造。一九一二年關恩佐回國後
在嶺南大學任教英文，是第一位華人留學生
加入嶺南任教。 4 一九一九年，他獲委任為由
美北長老會、同寅會、公理會和中華基督教
會聯合辦理之培英中學（當時稱協和中學，
Union Middle School）首任華人校長，直至
一九二六年止。5 一九二六年起，關恩佐擔任
中山大學教授職，從事高等教育工作。 6 除了
培英，他有份籌辦廣州協和神學院， 7 亦曾任
廣州真光學校校董會主席及廣州協和女子中學
校董多年。
自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四八年，關恩佐
先後被選為廣東協會會長（後稱主席）、執行
委員及義務總幹事等重要職位，建樹良多。 8
此外，他亦曾任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和仁濟
堂堂會主席。在他的領導下，仁濟堂順利將舊
真光書院的校舍重新發展，成為附屬堂會下的
仁濟小學和真中中學，他起用羅有節校長，繼
承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成立真光書院的傳統。
在關恩佐擔任廣東協會會長期間，廣東協會經
歷高山低谷，在二戰期間，廣州和香港相繼淪
陷，廣東協會也同樣向西內陸遷移。其間，廣
東協會於一九三九年按立當時還未足二十五歲
的汪彼得為牧師（按立禮在望覺堂舉行），又
於和平後一九四八年選任只有三十三歲的汪牧
師為廣東協會總幹事。同年，關恩佐逝世，終
年六十二歲。他那時還在任職廣東協會會長，
遂由時任協和神學院院長譚沃心牧師接任此
職。9 為記念關恩佐對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
的貢獻，廣東協會在關恩佐的安息禮拜中，
特別寫了以下輓聯：「吾輩勉之，擴建尚未成
功，仍須努力。先生休矣，明哲已蒙宣召，少
息勤勞。」10 當中記念關恩佐過去對教會的付
出，同時也間接表述教會當時正面對著戰後復
原之艱難。及至後來中共政權下，廣東協會正
式加入三自教會，以及香港區會改組的發展。
那翻天覆地的轉變也的確是關恩佐一生不能想
像得到的變化。在當今時代急速轉變下，輓
聯中這一句：「吾輩勉之，擴建尚未成功，仍
須努力。」至今仍然適切，靠主力量，彼此互
勉。

1 至1960年逢源堂合併入十甫堂，1995年十甫堂在逢源堂原址重建，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A2%E6%BA%90%E5%A0%82
（2021年11月29日下載）。
2 廣州長老二支堂早於1887年已被稱讚為自養的組織，並積極參與在旁博濟醫
院的宗教事業。參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anton,
China, for the Year 1887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88), 5, 27.
3 黃期田：《美華長老自理傳道會百年史略》（香港：美洲美華長老自理傳道
會，1972），22，24。
4 北京清華學校編：《游美同學錄1917》（北京：北京清華學校，1917），
204；招觀海：〈關恩佐先生生平之我見〉，《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刊》，
廣州新版31期（1948年10月）：1。
5 培英原是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牧師（Henry Varnum Noyes，1836–
1914）在1879年創辦，1926年移交予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辦理。參梁操
雅等編：《教育與承傳（二）：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
公司，2011），88–89，94–95。
6 〈關恩佐盧觀偉老同學不幸先後捐館〉，《嶺南大學校報》84期（1948）：2。
7 梁國顯：〈廣州中華信義會和協和神學院〉，芳村文史第四輯，http://www.
gzzxws.gov.cn/qxws/lwws/lwzj/lw1_4/201007/t20100727_19083_1.htm
（2021年12月2日下載）。
8 〈關恩佐會長殯葬大典誌〉，《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刊》，廣州新版31期
(1948年10月)：5。
9 〈本會正副會長深慶得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會刊》，廣州新版31期
（1948年10月）：3。
10 〈關恩佐會長殯葬大典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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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吳家聰宣教師︱合一堂馬鞍山堂

獻˙上˙主˙所˙賜˙予˙的
「各人要照所得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四10
感謝上主的恩典，區會牧長們和執長們對我的
信任，多謝合一堂支持，讓我可以參與世界傳道會
四年的事奉，由二零一六年六月至二零二零年，祝
福了世界傳道會的事工。記得有一次會議中，當時
的總幹事Rev Dr Collin Cowan分享到每一位教會代
表的參與，是將各恩賜 (Gift) 呈獻給主。每一次的
會議，我都盡我能力去參與，按著主所賜給我的恩
賜、時間和能力去做。這次分享參與事奉當中如何
祝福了上主的教會。
每一次出發到外地開會之前，都會陸續收到電
郵附上會議文件和旅程安排。旅程安排上，因世界
傳道會的同工未必清楚知道香港的情況和個人考慮
因素，所以我會查找一番網上的資料，然後向同工
提出旅程安排的想法，由同工代為向旅行社代理查
詢及安排。
當確定出發日期時，我會
計劃時間來預備出發前要處理
好的事和回程後將要跟進的
教會事務，同時亦安排時間
閱讀會議文件。到出發前和會
議中的時間仍會時刻收到會議
文件，所以每時每刻都在追趕
閱讀。有時會遇到會議文件不
太了解的部份，特別是過去的
歷史背景和憲章制度轉變，感
恩可以向區會的同工和過去曾
參與過的兄姊諮詢，甚至向東
亞區的教會總幹事和長老們查
詢，協助我理解事情，好讓我
在會議中提問。有時我會為東
亞區教會的看法提出意見，好
讓其他教會代表明白，化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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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加深了解，修補關係。沒想到這些經歷讓我與
東亞區教會的關係更加拉近，感謝他們過去對我的
愛護、信任與支持。感恩這四年的會議旅程，來自
東亞區跟我一樣事奉的有韓國的牧師和新加坡的長
老，他們陪伴我走這段路。當然還有其他事奉團隊
的成員，我們成為深交好友。
起初各地代表出席會議像我一樣未必掌握到世
界傳道會這個新架構的運作 註 ，加上各代表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開會文化都不同，大家都需要不少適
應和了解，然後才能提出意見和改革更新。這段期
間，讓我認識了不同層面的會議方式，在安排會議
時考慮到給予出席者有機會發言交流參與會議討
論，更見識到帶領會議的技巧，在緊張的熱烈討論
氣氛下如何主持會議。
會議舉行地點方面，每年有三次會議，每次到
不同地區的成員教會進行會議，部份會議時間亦讓

攝於2020年2月9日於圭亞那Smith Memorial Congregational Church。當天一眾事奉
團隊在該堂參加主日崇拜，是次是最後一次「實體」會議。（該教會建立於1843年紀
念John Smith牧師。他於1817年由英國來到圭亞那宣教，他主力關心當地黑人，建
立友誼和傳福音，後來他被判參與販賣奴隸處死，他死後才發現是誤判，十九年後倫
敦傳道會將這間教會以他名字作命名。）

我們了解當地的文化、教會情況及處境神學對話。
每年六月都會進行一次周年代表會議，藉著會議可
以遇到30多位教會成員代表，互相認識，建立友
誼，更為各地教會的需要彼此關心和代禱。
雖然四年期間都是在出席會議，但其實會議是
在支持宣教事工，包括設立培訓、支持宣教士、支
持教會成員事工開支、支持培訓經費、支持不同地
區教會設立研討會、開設新事工等。另外，亦提倡
在上主的國度裡，讓眾生得到上主的豐盛，包括公
平、公義、普世合一及救恩的臨在。除了出席會議
外，我們也會彼此服事，有時會被邀請預備會議前
的彼此聆聽心聲，更試過臨時被邀請帶靈修。有次
到大溪地開會時被邀請講道，也有為機構的靈修書
籍撰寫靈修文章。
二零一九年其中一次旅程是在南非，為籌備二
零二零年會員大會在南非進行而專乘到訪，我還建
議了其中一個環節，連計劃細節也交了給同工，可
惜因為疫情嚴重而需要取消會員大會。原定在二零
二零年會員大會正式落任，完成事奉任期，可惜因
未能進行會員大會，而沒有進行交接儀式，也未能
跟各教會代表道謝。
二零二零年我仍沒有停下來，因為二零一九年
的遴選新總幹事一事未能成功找到合適候選人，於
是「落任」的人事委員會變成新一屆遴選委員會。
這次有幸聘得一位資深顧問協助，每次以網上視像
進行會議，過程嚴謹，利用聘請工具做問卷調查和
多次交流意見，藉著過去四年對機構的認識，我們
確定遴選大致看法和方向。由面見申請人前到面見
完畢，藉著各人評估分數和評語，整個過程都有交
流看法，希望大家共同聆聽和了解，達致共識。感
恩本年六月已在周年代表會議公佈候任總幹事順利
誕生，而我額外一年的服事，花了不少個晚上會
議，也就這樣完結。感謝主讓我參與在這次的遴選
過程，釋除了我對面見的疑慮和心結，讓我明白面
見過程中會遇到的情況和留意的地方。這五年的事
奉經驗，深刻且豐富，一篇文章也不能說盡。上主
總有祂的心意，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
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註： 2016年6月的會員大會中其中一個議程是選舉新一屆董事會，從舊制度
的32個會員教會各派1名代表組成一張提案名單以讓大會通過，到今年
改為新制度的由6個地區各派的2名代表組成名單；過往被提名的代表
一般會是會員教會的主要領袖如總幹事、議長或資深牧長等，但因應區
域/性別/牧職/平信徒平均比例及青年代表參與的考慮，以致每一位與會
代表都隨時有需要被提名。每個區域需先按各樣比例的考慮先提交多於
2位的提名，以供推選委員會於大會選出主席及司庫後，再作篩選以得
出最終推選的提案名單，所以即使在區域被提名，亦有很多臨場因素變
化。本人是次被選任為12名董事會成員之一，實在是感到十分意外。
編註： 吳家聰宣教師於2016年6月代表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出席世界傳道會
會員大會，會議當中被推薦為世界傳道會董事會成員。該職位任期是四
年（即2016年至2020年），每年需要出席會議三次。每次會議安排在世
界傳道會的成員教會的地區進行，讓董會成員認識成員教會。

二零二一年本會

■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事工中心為「作主門徒」，以塑造一
個合主心意的屬靈群體為目的，倡議踐行敬虔生活，樂於常
傳福音，並殷勤不懈的事奉，在人前作鹽作光。
■ 信仰與禮儀小組正式將孩童領餐之實踐指引加入至《禮儀手
冊》作為「附錄」，並於5月向各堂發出問卷，瞭解各堂對推
行孩童領餐之進度及所面對的問題。
一月
1月及3月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信仰與禮儀小組向堂會發出
〈對各堂在限聚令下信徒領聖餐的考慮和建議〉文件。
1日 公理堂劉美鐘牧師（服務本會38年）、屯門堂陳勉宜牧師
（服務本會35年）及屯門堂劉肖卿宣教師（服務本會20年）榮休。
11日 原定舉行1月份執行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因應沒有急
切需要討論的議案，經商討後決定取消會議。
28日 公理堂翁屈萍梅執事主懷安息。
30日 以視象形式（ZOOM）舉行應屆及來屆畢業神學生聚會，
共有9位應屆畢業神學生及13位教牧參與。
二月
2月至3月 學務部舉辦共4課之法團校董會校董培訓課程（視象
形式進行），講題包括：區會的歷史及辦學願景、校本管理的精
神、校董的角色、職能及素養，學校行政及人力資源管理，學校
發展及政策，學校財務管理。
2月至5月 學務部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舉辦共4講之法團校董
會專題講座（視象形式進行），講題包括：IMC校董手冊及會議指
引，國安法與教育，認識資助學校財務，衝突管理。
22日 原定舉行之牧師宣教師新春聯誼聚會，以及去年原定延期
至本年2月初舉行之宣教師退修會，因疫情反覆活動取消。
24日 已故譚雲牧師之夫人譚高海藩師母主懷安息。
27日 6所直屬幼稚園原定舉行新春團拜暨春茗聚餐，因疫情嚴
峻決定取消。
28日 政府全面恢復公共服務，區會全體同工亦回復正常返回辦
公室工作，但總辦事處馬禮遜紀念會所太子道西入口繼續關閉。
三月
2日 下午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區會中學、小學、幼稚
園校長會聯會」籌備啟動禮；典禮以視象形式進行讓會眾參與。
8日 宣教師團契舉行「舞蹈敬拜」聚會，由D. O. G.-Power
（Dancer of God）舞蹈員主領，共21位宣教師參與。
13日 上午教育心理服務舉行網上聯校家長講座：淺談表達藝術
治療「身心相印」。
14日 本會神學教育主日；為區會神學教育各項經費籌募232萬
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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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分享祈禱會」；晚上執行委員會會議選
出王家輝牧師為下任區會總幹事。
19日 上午幼稚園校長聯會假全完幼稚園舉行聯校教師發展
日，由余國健先生分享講題「善意溝通」，共約470位教師參與，
活動以視象形式進行。
27日 兒童事工培訓小組原定舉行減壓工作坊（一）：拉筋鬆一
鬆，因報名人數不足，活動取消。
四月
1日 晚上於區會3樓靈修室舉行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崇拜，主
題：「愛的記號」；因疫情持續本年繼續不設公眾參與，以網上直
播形式進行。
2日 合一堂香港堂鄭煥圻宣教師（服務本會15年）榮休。
14日至5月5日 開辦第八屆校牧課程，逢星期三上課，內容包
括6 個必須課題及4個選修課題，參加者共24人。
21日 與聖公會、香港信義會及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共同組成之「年青牧者交流平苔」於下午舉行網上聚會，主題
「聖禮服飾嘉年華」。
24日 上午區會中、小學模範生頒獎禮假協和小學（長沙灣）
舉行；因疫情影響，是次中學改於校內自行頒發獎狀。
25日 下午富善懍遵堂於林村新堂址舉行獻堂禮感恩崇拜，崇
拜後隨即舉行聖堂奉獻禮。
五月
5月 堂會事工小組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的受惠對象，本年開始
由本會中學就讀之學生擴展至堂會青少年，推出「夢想•同行」
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募捐行動，籌募目標：25萬元，至10月共約
籌得約40萬元。2020-21年度獲計劃津助的57位同學，因受疫情
影響未能如期完成津助款項，小組決定將有關期限延至2021年6
月30日。
〈門徒〉事工小組完成製作「〈門徒〉事工簡介分享」短片，供
各堂索取，用於堂內播放宣傳或於〈門徒〉課堂上播放。
宣教事工小組原定舉行「第二屆差傳大會」，因疫情關係延至11
月13日舉行，惟其後再因疫情及限聚令緣故，再度決定延期。
社會服務部家情軒增辦「緊急食物支援服務」，支援區會堂、校
及機構辨識到的有需要的家庭。
15日 上午區會學校教職員長期服務感謝狀頒獎典禮假長老堂
舉行，本年共366位同工獲頒感謝狀，包括服務滿40年1人，滿
35年18人，滿30年50人，滿25年119人，滿20年178人。本年因
疫情關係，以精美禮物及曲奇取代典禮後之自助午餐。
18日 上午小學聯校畢業典禮假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
上、下午場合併為一場，同步設網上直播。
23日 本會分享主日，是年所收奉獻，用以撥助廣東省基督教
兩會山區教牧同工津助及愛德基金會「活水行動」淨水計劃。
香港志道堂舉行聖靈降臨節主日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按立葉秀
萍女士及關銘基先生為該堂執事。鰂魚涌堂舉行按立執事典禮，
按立陳圖正先生及姚翩翩女士為該堂執事。

座及課程，包括「關愛孩子」專題講座（6-8月）、「人本整全解
夢治療」初階證書課程（10-11月）、「憤怒 埋怨 苦毒—在基
督裡的理解與疏理」（12月）。
6日 青衣志道堂舉行按立執事感恩崇拜，按立雷裕斌先生為該
堂執事。
7日 下午宣教師團契舉行「掙扎於兩難之間— 夾縫之間的
牧養」，講員：王家輝牧師及盧佩儀牧師，共47位宣教師現場參
與。
24日 直屬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假協和小學（長沙灣）以網上
直播形式舉行，現場出席人士包括主禮嘉賓及得獎小朋友及其家
長，共約150人。
25日 堂會事工小組原定於下午舉行之青少年奮進向上計劃重
聚日，因疫情緣故，聚會取消。
七月
1日 區會助理執行幹事陳立怡宣教師（服務本會9年）離任。基
禾堂鍾立光牧師（服務本會24年）榮休。
12日 神學牧職部舉辦「科技加疫情，教會變無形！？」研討
會。晚上於執行委員會會議前，舉行頒發退休牧師、宣教師、校
長及長期服務的教牧和堂會長執紀念品儀節。
19-20日 學務部舉行新任校監及新入職校長簡介會。
30日至8月27日 逢星期五晚上舉行共五課之2021年暑期信徒
課程，講員：陳智衡牧師，主題：「從歷史看大時代下中華基督
教會領袖的使命與挑戰」，參加者共64人來自28間堂會。
八月
4日 學務部為本會言語治療師舉行交流分享會。
8日 英華堂於崇拜主日中舉行按立執事儀節，按立譚偉豪先
生、馮樹求先生及羅婉薇女士為該堂執事。
30日 上午校牧事工小組舉辦「有關經常進出學校的牧師及宣
教師於2021年9月1日起需按教育局規定接受疫苗注射或定期檢測
安排諮詢會」，共13位同工出席。
九月
9月 新學年有一名公費神學生楊嘉瑩（梁發紀念禮拜堂，崇基
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三年級）；6名申領神學培才助學金神學
生：葉智軒（沙田堂，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二年級）、黃進輝
（基灣堂，中國宣道神學院神學學士四年級）、吳志峰（協和堂，
中華神學院道學碩士二年級）、李家豪（協和堂，中國神學研究院
道學碩士三年級）、張培立（基禾堂，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三
年級）、杜小娟（協和堂，中華神學院神學學士四年級）
本學年本會共有18位教育心理學家，為48所區會及37所非區會
中、小學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本學年有11位言語治療師，服
務22所區會及1所非區會中、小學校。
1日 區會新任總幹事王家輝牧師履新；學務部學務幹事謝國顏
女士履新。總幹事蘇成溢牧師（服務本會共36年）榮休。

6月 區會馬禮遜紀念會所正式開展驗窗驗樓工程，各項工程至
年底竣工。

本學年新聘校長：羅裕安校長（基協中學）、陳俊賢校長（培英
中學）、謝家盈校長（方潤華小學）、林凱汶校長（基真幼稚園）
履新；英華書院校董會委任陳狄安先生為該校校長。校長調任安
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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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及方潤華小學吳恩瀚校長（服務本會2年）離任。

6月至12月 學校支援服務與葉錦成教授合作舉辦一系列專題講

校長榮休：銘賢書院陳綺雯校長（服務本會35年），培英中學林

28日 公理堂譚吳德美執事主懷安息。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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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芬校長（服務本會35年）及基真幼稚園賴彩霞校長（服務本會
15年）榮休。
3日 望覺堂舉行九十三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第16屆按立執事典
禮，按立羅裕華先生、鄭佩雯女士及溫達嘉女士為該堂執事。
11日 公理堂翁李雁和執事主懷安息。
12日 望覺協和堂舉行成立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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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日 假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宣教師退修會，由伍維烈修士
擔任靈修導師，主題：身心靈與聖言相遇，共37位宣教師參加。
17日 下午學務部於區會舉辦分享交流會，讓任職2年或以下之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與本會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及言
語治療師作專業交流。
19日 本會教育主日；為區會校牧事工計劃籌募48萬元經費。
25日 上午學務部舉行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新聘教師座談會。
十月
10月 創會百周年出版事工最後一部著作：《二十一世紀本會的
神學與發展建議書》出版，主編：許開明牧師，編審：蘇成溢牧
師及蒲錦昌牧師；定價每本100元。

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獎學金。本會蒙民偉書院退休校長葉信德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獲頒黃德榮牧師紀念獎學金。由本會支
持之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頒予黃泳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軍
澳堂），由長洲堂支持之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獎學金頒予伍家禧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
本年度應屆畢業之本會會友共七位，包括萬家諭（葵涌全完堂）
及兩位公費神學生林顯基（柴灣堂）、劉俊謙（屯門堂）同獲頒神
道學碩士（M. Div）；謝永健（基順愛的家）獲頒神道學學士（B.
D.）；高凌宇（英華堂）獲頒神學碩士（M. Th.）；陳鳳娥（基灣
堂）及劉國禧（元朗堂）同獲頒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MACS）。
萬家諭現為合一堂馬鞍山堂宣教師，林顯基現為國語堂宣教師，
劉俊謙現為望覺堂宣教師。本年度進入神學院接受栽培之本會會
友一位，為歐基立（公理堂）修讀神學碩士（M. Th.）。
9-11日 本年度牧師退修會假香港帝景酒店舉行，主題：「共聚
分享 同行」，共47位在職及已退休牧師參加。
16日 基灣堂布恩和執事主懷安息。
18日 公理堂李福祥執事主懷安息。

9日 上午學務部舉行「加強區會中學、小學銜接交流座談會」。

20日 假志道堂（澳門）舉行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由總幹事
宣道（網上預錄），差遣李寶環（志道堂）及盧華傑（澳門海南
堂）為本會宣教師。

10日 本會區會主日；為區會福音事工、人才培訓事工、教育
事工及社會服務事工籌募200萬元經費。

21日 上水堂舉行八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按
立陳孔嘉女士、梁美華女士及鄧肖鳳女士為該堂執事。

17日 下午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差遣宣教師感
恩崇拜，由副總幹事宣道，差遣吳雪容（嶺東堂）、李家揚（香
港閩南堂）、周麗芬（青衣志道堂）、袁啟明（基道旺角堂）、馬
偉晞（基愛堂）、區寶儀（基道大埔堂）、許健華（全完堂）、陳
嘉兒（長老堂）、勞漢豪（基順愛的家）、彭詩意（公理堂）、馮
國慧（基磐堂）、馮敏寧（基道堂）、黃海恩（基道堂）、甄健中
（林馬堂）、趙楚雲（龍門堂）、蔡維珠（基華堂）及譚嘉立（協
和堂）。晚上舉行按立牧師暨接納牧師感恩崇拜，由總幹事宣
道，按立薛凱健宣教師（沙田堂）及李孟常宣教師（明道堂）為
本會牧師，接納譚日昇牧師（公理堂）為本會牧師。（兩個聚會
同步設網上直播）

22日 上午宣教師團契於區會舉行「分Fun中需要你II」團契聯
誼活動，共有38位同工參加。

20日 本會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會聯會假大埔愛丁堡公爵
訓練營舉行成立典禮、第一次周年大會及聯誼活動。
23日 下午假長老堂舉行二零二一年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暨新
任總幹事就職典禮，由蘇成溢牧師宣道；隨後假協和小學舉行特
別代表大會及周年代表大會議事會，會議中接納小西灣堂為本會
自養堂會，並選出新一屆12 位執行委員，名單如下：（男界）陳
應城、黃成榮、吳家偉、歐陽志剛；（女界）曾詠珊、李淑儀、梁
美蘭、陳敏兒；（青年）甯田安、周永健、黃嘉慧、張毅玲。
31日 公理堂舉行按立執事聖職典禮，按立葉樹蓁女士及陳業
基先生為該堂執事。
十一月
5-26日 逢星期五晚上舉辦共4講之「婦女聖經研讀課程」（視
象形式進行），講員包括林玉英牧師、梁佩瑤牧師、陳淑儀牧師
及金少雲牧師，逾70人參加。
6日 本會支持之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神學日慶典；當天本會會
友關曦朗（合一堂馬鞍山堂）獲頒崇基學院優異獎、崇基學院班
級獎及吳天安牧師伉儷講道科獎學金；張筱瑋（基灣堂）獲頒香
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獎學金；公費神學生劉俊謙（屯門堂）獲頒五

23日 下午中學校長會舉行校長培訓講座，主題「增強與持分
者的溝通」。
27日 上午神學生關顧小組於區會舉行神學生聚會，主題「我
看到、想到、感受到……」，共有16位神學生及各堂教牧同工參
加。
29日至2022年年底 將臨期首主日後第一個星期一，透過區會
Youtube頻道及「主道日嘗」面書專頁推出【主道日嘗】每日經
課分享，按每日經課（Daily Lectionary）編定之經文，逢週一至
週六每日由一位教牧同工，以預先錄影的方式分享上主的話語。
十二月
1日至2022年4月30日 社會服務部推出2021-2022年度慈愛
券；2020-2021年慈愛券共計籌得捐款約港幣150萬元。
3日 上午舉行直屬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童」心
出發—提升兒童書寫基礎及信心。
4日 學校事工小組順利完成2021-22年度「青少年奮進向上計
劃」面試，本年度共有50位同學申請，全部獲批津助。
7日 婦女小組假上水樂靜院舉行婦女靜修日營，主題：「逆程中
的我」，講員：李秀琼牧師，共20位姊妹參加。
10日 晚上假長老堂舉行第16屆《門徒》課程聯合畢業禮，邀
請了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陳德昌牧師分享信息；受疫情影響，
本年度共有3間堂會舉辦紅色〈門徒〉課程，23人畢業；1間堂會
舉辦紫色〈門徒〉課程，12人畢業；2間堂會舉辦金色〈門徒〉
課程，26人畢業。
13日 新聘社會服務部臨床心理學家劉雪慧女士履新。
23日 下午學務部於區會為言語治療師舉行培訓活動。
社會服務部臨床心理學家梁欣恆女士（服務本會13年）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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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2022年1月18-25日)
人事動態
區會新聘助理執行幹事（事工）莊珮嘉同工女士已
於一月三日起履新，莊女士為部份時間同工，每週四節
工作。
學務部教育心理服務協調主任林美潔女士已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榮休（服務本會二十二年）；自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轉為部份時間工作。
臨床心理學家梁欣恆姑娘（服務本會十三年）因家
庭理由，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離任；新聘臨床心
理學家劉雪慧姑娘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履新。

「我們在東方見到了祂的星，
特來朝拜祂。」(瑪／太二2)
一．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
日期：2022年1月20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疫情緣故，崇拜後不設茶點招待)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1號A)
講員：林津牧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二．英語合一崇拜
日期：2020年1月18日 (星期二)

各堂人事動態
同工離任：灣仔堂部份時間宣教師許桃麗宣教師，
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底離任；屯門堂張潔儀宣教師，自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離任。人事動態：屯門堂關匡強
牧師，自二零二二年一月起接任該堂堂主任職，陳勉宜
牧師為非全職牧師。
同工榮休：灣仔堂副主任歐鑑輝牧師（服務本會
十八年），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榮休，並由一月起
擔任該堂義務牧師。

時間：晚上八時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
講員：Rev. Maggie Mathieson (九龍佑寧堂)

三．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
合辦單位：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協辦單位：基督徒合一聚會籌備小組
日   期：2020年1月22日 (星期六)

教育心理服務舉辦培訓工作坊

時   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本會教育心理服務定於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於
區會四樓禮堂舉行「精神健康急救—關懷青少年版課
程」培訓工作坊，由香港心理衛生會認可之導師容美韶
女士擔任講員，費用每位200元，名額30人，參加者可
獲發課程中文手冊一本及出席證書。

地   點：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九龍九龍城馬頭涌道135號)

稿

例

■ 來稿可直接以電郵方式投遞文稿，稿件須未經發表，切勿一稿
兩投。
■ 文章字數以一千至一千二百字為限。
■ 發 表 文 稿 可 用 筆 名， 但 來 稿 時 請 註 明 真 實 姓 名、 通 訊 地 址、
電話、所屬堂／校單位，以便聯絡。
■ 本刊對一切來稿有取捨及刪改權，如不願被刪改者，請註明。
■ 來稿如欲自行保留版權者，請註明。
■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文論，不一定代表本刊及本會之觀點及立場。
■ 本刊所有文章，除已註明者外，歡迎引用、轉載作非商業用途，
但請事前徵詢本刊編輯同意。
■ 來稿請電郵至 editor@hkcccc.org，請註明專欄名稱。

深愛堂誠聘宣教師／福音事工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誠聘宣教師／福音事工幹事，需神學
畢業或大專程度，協助主任牧師牧養教友，主力中學校牧
事工，培訓青少年，具團隊精神。有意者請繕履歷及蒙召
見證，寄九龍石硤尾窩仔街80號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陳牧
師收／電郵dankayan@yahoo.com。（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
只作招聘用）

12 滙聲．2022年1/2月

講   道：周守仁主教 (天主教香港教區)

四．合一主日
請各堂會於1月23日舉行「合一主日」，與不同宗派或
天主教會神職人員交換講壇。歡迎為教會合一事工奉
獻，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五．聯合呼籲文
聯合呼籲文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正
教會香港及東南亞教區、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
會關係委員會聯合發表。（下載：www.hkcc.org.hk）

六．2022年合一祈禱週靈修資料
歡迎下載合一祈禱週資料。（下載：www.hkcc.org.
hk）
查詢請致電 2368 7123 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同工
彭女士聯絡。
合辦單位：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協辦單位：基督徒合一聚會籌備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