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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下頁

禮賢會制度近期的轉變

羅馬書12:1-2是保羅對信徒的一個叮嚀，因著耶穌基督的福音，我

們不再獻上牲口或者穀物作為祭品，而是是把活生生的自己獻上，是個

活祭。這祭是一個從世俗分別出來的生命，是一個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生

命，目的正是明白上帝的旨意。這一個叮嚀，是保羅在往大馬士革路上

親身經歷的，是馬丁路德在500年前冒生命危險見證的，是葉納清和宣

教士同伴在滿清封建的夾縫向中國人啟蒙的，是王元深等禮賢會華人前

輩們在戰亂、窮困和艱難中堅守的，是我們這一代、部份已回天家、部

份還在我們中間的牧長們親手傳承給我們的。

所以，今天區會一眾領袖未敢或忘，要藉著更新教會，去讓全會眾

能「察驗上帝的旨意」。2016年初恢復總幹事的職位是一個分水嶺，而

交給總幹事的職務，其實並不是要讓教會好好照常運作（這一方面之前

有執行幹事便做得有效），而是要他（也就是筆者）透過和不同領袖及

信徒的溝通、主力檢察教會的不足，並提出更新建議。

經過近一年半的努力，區會已逐步考慮並修訂通過了體制上一些重要

的部份，為的是讓教會有更充足、更成熟的事奉人員，並且將區會和堂會的

分工作出調整，讓區、堂都能更聚焦各自的責任，讓禮賢會—我們的教

會—能更適切地服侍會友和社會大眾。雖然這更新的工作還要持續一段

不短的時間，但現在也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向大家介紹幾個很重要的轉變。

因為要聚焦在小堂會的成長和機構福音事工，所以傳道部改組了

傳道部多年來肩擔了很多事工，例如非自理堂和佈道基址的關顧，

內地堂會探訪事工的統籌，神學生關顧和支持，全區聯合佈道和培靈聚

會，聯合佈道隊等等，一口氣也未能完全唸一次所有項目，可想而知在

實際運作上，是多麼困難去推動。部長、部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只是

範圍太濶，未免顧此失彼。故此，我們回到區會章程和部門分工的基

礎，為傳道部的工作重新劃界。

教會的傳道工作首先是在堂會中體現出來，所以堂會是每一個教

會—包括禮賢會—的基礎。堂會由在一個地方開荒佈道開始，一步一

步成長，固然主要是在該堂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共同努力，但不可忽略的卻

是，禮賢會「各堂是一個整體教會」背後的重要意義—任何堂會、任何

同工都不應該是單打獨鬥的。可惜的是，過去種種原因下，成長中的堂

會—包括了非自理堂和佈道基址—卻彷彿長時間得不著適切的支援。

故此，我們重新回到區會傳道部在章程和歷史中一個極重要的責任：督導

及協助非自理堂及佈道基址的成長。在部會的組成上，也由以往的堂會派

代表改變為由區董直接委任牧師或宣教師三人、長老或執事三人、加上總

幹事共七人，目的是推舉那些在建立教會上有合適經驗的人，與各堂的教

牧和長執共同籌劃堂會成長的方向，在堂會幼嫩時給予領導、學習成長時

適當指引、日漸成熟時在旁同行，直到完全成熟自理。

改組後傳道部另一個任務，便是推動和協調在禮賢會屬下的學校和

社會服務單位中的福音工作。在過往傳道部一直和社會服務部緊密合作

在長老院舍和中心的關顧和福音工作，日後也會繼續發展到不同年齡的

社福單位。而面前一個機遇和挑戰，便是以剛遷往水泉澳邨的沙田長者

鄰舍中心為基地，發展福音工作而逐步朝向「禮賢會沙田堂」的成立。

區會已向各堂發出呼籲，也有堂會初步表達願意參與。求上帝引領，在

年底各堂回覆後，傳道部能有合適的協調。

至於學校的福音工作，很多人會誤以為在兩所中學和恩慈學校都有

堂會，那我們便把精力放在未有堂會跟進的幼稚園和幼兒園上吧。當

然，幾所學前學校是我們要關注的，但當我們實際想一想，便可以清

楚，在我們的中學福音禾場有多大的挑戰：在中學內的堂會現時分別有

三個半和兩個教牧同工，而堂會總人數也是一百人左右，而一所中學有

約一千學生，每年有一百六十人的更替，就算所有同工和弟兄姊妹都能

投入福音工作，那也接近一比十的比例，更何況在那一百會友中還有大

多數是需要牧養成長的小羊呢！如此，任何認為在校內的堂會能夠「應

付」大量需要福音的學生（更遑論家長），只可能是一個不太美麗的誤

會。感謝上帝，過去幾年兩所中學的校長均努力和校內及附近的禮賢堂

會協調，希望能有更多人手可以做好學生福音工作，為區會傳道部協調

學校福音工作訂立了良好的基礎。

因為要更有效地培訓教會領袖，故此成立了人才
培訓部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禮賢會將培訓傳道人的責任，很大程度上依賴

神學院的訓練，而區會和堂會只是零零星星地為一些有特別需要的範圍

進行培訓。一直到大約十年前，才邀請信義宗神學院協助，每年舉行信

義宗教義精華課程，並且規定為受按立之前必修課程。只是，單單這個

課程並未能滿足教牧同工在學習事奉上的需要，故此在三四年前便開始

醞釀，集中有一個組織去做培訓工作。在上一個區會年度，首先成立了

人才培訓策劃小組，一方面嘗試計劃同工和長老執事培訓的方向，另一

方面，也向區董會建議一個實際可行、負責培訓工作的部門框架。終

於，今年年初區董會便確立了人才培訓部的範圍，集中於培訓教牧同工

和長老執事，而一般對信徒的培訓，仍然主力由堂會負責，至於神學生

的關顧，則由區牧委任的神學生小組負責。

人才培訓部除了持續探討和優化同工在神學和牧養訓練上的需要，

也訂立了一些恆常工作。首先，為教牧同工的需要，分別安排了牧師、

宣教師和傳道三個團契培訓，每三個月聚會一次，每次均訂定一個主題

先由專人作分享，再就該課題彼此交流；而所訂的，均是在禮賢會按不

同位分服侍的適切課題。經過了一年的運作，不單同工能在一些禮賢會

所重視的教義上有更多的共識，也讓同工在主裡的情誼更深，著實穩步

向前、建立起一個互助互勉的團隊。

而在長執方面，則是2017年9月份連續兩個禮拜二晚舉行的長執培

訓，同樣採用先由專人分享、再分組交流的模式。是次用於培訓的方

法，也是會延續使用的，其特點第一是培訓的題目是透過問卷收集長執

的意見而以多數人的需要而訂定的，而交流更是以經常聚會的人數相近

堂會來決定分組名單，務使貼合長執的需要和堂會的實況。

因為要務實、分工清晰、不重複區堂工作，故此重組了部門架構

早在2017年1月區執委便已提出，區會部門經多年轉變，已有部份未能

發揮原有功能，亦有重要工作未有部門承擔，另外有些部門的工作較難定位

及重複了堂會的工作，亦有些工作由總辦事處跟進可收精簡架構的果效，故

需考慮區會部門有所轉變。當時也定了一些考慮是否區會部門的因素：

1. 整體架構需盡可能精簡；

2. 部門之間工作盡可能不重複；

3. 相關事工需要由中央整體推動；

4. 不會重複堂會已可推行的工作；

5. 不會和總幹事／總辦事處責任重叠；

6. 相關事工比由總幹事／總辦事處直接負責更有果效；

7. 各部門責任和工作量適中。

同年5月區執委詳細討論並修訂總幹事提出的建議，在6月區董會正

式通過新架構試行兩年。除了改組傳道部、按2月區董會議決增加人才

培訓部，也決定保留教育部、社會服務部和青年部，同時取消資訊及出

版部、聖樂部和成人部，但交由總幹事協調各堂的相關事工。

有些弟兄姊妹誤解了，以為取消了的部門，區會就不再注重那些部門

的事工。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所有不再屬於部門的事工，如果不是由總

幹事直接統籌（如出版區報），總幹事都會每年最少一次，邀約各堂負責

相關事工的長執同工座談交流，嘗試堂會間互助，並找出區會必須協調的

地方。沒有部門便不會有「必須做些事、否則有負區董所託」的壓力，反

而可以聚焦在必須區會統籌的事工，例如分享獻詩所用的歌譜、舉辦每年

的長者祝誕等等，都是已確認為區會必須統籌的工作；卻不需要再每年辦

旅行、佈道會等堂會一定會做、而且做得比區會更好的工作。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如果在交流時找到一些應有而未有的新事工範

疇，便可以由總幹事靈活地與堂會一同考慮新的事工，例如當再次平衡

長者事工和婦女事工時，發覺舊有針對退休婦女的事工其實由長者事工

便可統籌，而區會和堂會之間卻未有足夠對30-65歲姊妹關懷和支援，

便將「婦女事工」重新定位為「姊妹事工」，有望未來可以在區會和堂

會策劃合適的活動、回應她們的需要。

細說教會的轉變和背後的理念
區會總幹事

鄒小龍先生



續上頁

牧職神學院給我最大的學習及體會就是透過神學訓練認識自己，才能夠知道自己的

恩賜與限制。作為牧者要真誠面對自己，常常檢視及守望自己，認定上帝揀選我成為祂

的僕人是極大的福氣。人是會有很多罪性，會自我、自卑、自大、軟弱、害怕、逃避問題、會討厭人

等⋯⋯而學院給我一個操練、提升及認識自己的好地方。要成為一個好牧者，個人的生理、心理及靈性

都要健康，才能使到羊群正面及健康。學院的院訓「務要牧養在你們當中上帝的群羊，按著上帝的旨意

照顧他們，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樂意。不要轄制所託付你們的群

羊，而是要作他們的榜樣。到了大牧人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到那永不衰殘、榮耀的冠冕。」（彼前五2

至4）正正表達一個好牧者的身心靈健康的品格。學院的同學每個都是領袖，有很多性格巨星，不時會

有不同的看法、意見及處事的方法等⋯⋯當衝突來的時候，這正是考驗誰是真正的謙卑，能夠做到求同

存融合異配搭實在不容易。記得有一年我成為學院學治會的職員（總務部部長），負責編排同學到圖書

館當值，在輪值上有些同學會因人手不足而在被編多一次當值。有些師弟妹會因自己多一次當值而向我

查詢，心想︰做神學生都斤斤計較，如何成為信徒的榜樣，亦有同學不計較主動叫我編多一次。生活上

點點滴滴，正考驗自己是否甘心作好僕人，甘心樂意，作群羊的榜樣，在過程中讓我學習到不計較和情

理兼備地對人對事，這是我從老師身上中學到的。現在到了教會牧會的場境，亦不時考驗自己有否牧者

心腸，不是轄制羊群，作群羊的榜樣，感恩這是我一生的學習及追求。

吳偉林傳道
彩雲堂

教牧學做好牧人

吳偉林傳道家庭照

姚澤煌牧師
紅磡堂堂主任

教會年曆

1 韋伯著，陳永財譯，《時間：歷久常新-教會年曆與靈命塑造》(香港：基道，2014)，頁13、16-17。
2 張振華著，《教會年曆實用指南》(香港：道聲，2010年)，頁30。

倘若教會只是按教會年曆去編排教會的崇拜，而沒有將教會的崇

拜連結於信徒的生活和靈性的操練，這是不足夠的。我們是根據甚麼

年曆來過基督徒的生活？我們是否依循政府的公眾假期來編排我們的

活動、節目、購物、旅行？每逢有長假期，我們便舉家旅行？在聖誕

假期歡樂的日子去旅行，當然可以；但在預苦期和基督受難的日子去

旅行，那甚麼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若是這樣，我們與一般世俗的

人有何分別？崇拜的生活和信徒的生活不是分割的。教會的崇拜必須

與信徒的生活緊扣在一起，以致信徒是圍繞耶穌基督的救恩歷史來生

活。我們視教會年曆為工具，透過它，上帝在基督裏的拯救事件模塑

我們，這樣的話，實現我們的屬靈朝聖的，便不是教會年曆，而是基

督自己，祂是教會年曆的內容和意義。教會年曆靈性呼召我們憑著信

心，進入耶穌的道成肉身、生命和事奉、死亡和復活。上帝的拯救行

動不單透過教會年曆的踐行向我們呈現，它也藉著基督在我們生命中

拯救和醫治的同在，居住在我們裏面，轉化我們。這呼召乃是在群體

的處境－教會－中實現。1

按教會年曆編排崇拜，可以讓每主日的崇拜連結於信徒的生命

和生活上，由崇拜以基督為中心，延展至信徒的生命和生活同樣以

基督為中心。教會年曆是叫我們生命成長，是從守節期中聚焦該節

期的信仰內容，從信仰內容中顯映出神學和信仰價值觀，從中就定

出生命操練的方向，使我們的生活能活出基督。2不同的年期，帶出

教會年曆與靈性操練
不同操練的重點。按教會年曆來崇拜和生活，乃是

驅使信徒更有規律地生活，不會輕易任己意而行，以

基督為中心及以聖靈為力量的源頭，紥實地操練自己的生命，使屬

靈生命深化。

教會年曆指導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也指導我們基督徒的靈性操

練。將臨期的靈性操練，是要我們在等候的操練中培養出一種堅

忍、信靠上帝的生命素質，以致當我們在生活上遇到困難，而這些

困難並不是即時可以得到解決時，我們會等候，等候上帝的時間，

等候上帝用祂的方法去解決；此外，將臨期亦提醒信徒操練過聖

潔、順服的生活，儆醒、等候迎見救主。聖誕期的靈性操練，是信

徒以上帝的愛，去活出愛的生命，正如耶穌基督降生，將無條件的

愛帶給世人。顯現期的生命操練，著重效法上帝的兒子如何行事為

人，跟隨祂的腳蹤行。預苦期的靈性操練，是讓我們將注意力重新

聚焦在耶穌基督身上，特別是在耶穌基督為了召命，而迎向苦難的

記述。預苦期的靈性操練，就是要使我們能以受苦的心志，去回應

上帝給我們的召命，即或上帝要我們為了實踐祂的使命而受苦，我

們都已經隨時預備好自己。復活期的靈性操練方向，是信徒倚靠耶

穌基督復活的大能，活出忠心和盼望，並且過得勝的生活。最後，

在聖靈降臨期中，信徒生命操練的方向是著重操練順服聖靈，積極

實踐使命，並活出基督徒應有的樣式。

因為要發展教會，所以要有更適切的領袖制度

2017年區議會通過了章程修訂，當中有兩個重要的內容：主席和副

主席的任期與區牧一致兩年一任，自理堂堂董會的人數有更大的彈性。

過往每年選舉區會主席和副主席、因為有很大機會有變動，區會的

發展計劃都彷彿被規範在「一年」的時間（畢竟每人對區會發展的理解

和步伐都會有所不同）。但實則上，任何新的人事組合都需要磨合的時

間，就算是相同的人而當中有職位調動、區牧、主席、副主席，加上總

幹事每次都大約需要半年時間磨合，餘下能同心向前的時間沒多久便又

面對換屆，幸運的話大家可以連任一年，區會才稍微有較大的發展。現

在主席和副主席改為兩年一任並且與區牧同步，最核心的幾個領袖便可

以一同有兩年的任期，對區會發展和更新有著必然的好處。

至於自理堂堂董人數，修章先將選任堂董上限增加到35人（連教牧

出任堂董最多已達43人，再多便不能有效進行會議），這對幾間牧養上

千人的堂會肯定地增加了決策層事奉的人手。

而另一個轉變便能惠及中、小型堂會，每次增加堂會人數不再一定

是5個（3男2女），而是更靈活地先2後3（每100會友增加首50人可加1

男1女，到滿100人再增加2男1女，即保持每100會友3男2女的比例），

使堂會在人數較少時也可以有適當數目的領袖。這是按照現時每100會

友有長老1人（男）和2男2女選任堂董的前題下最簡單的變動。當然，

日後如果能達到有女性出任長老的共識，這個人數比例又要重新考慮。

但何時會達到這種共識實在言之尚早，現時甚至未曾正式開始討論，故

此這改變也適切堂會現在的需要。

教會更新改變不單是聖經的教導和準則，也是禮賢會的實踐

當香港社會急劇轉變、世界局勢也風起雲湧，教會要做好主所交託

的工作，實在需要靈巧像蛇，弟兄姊妹也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以上所談

的，只不過是禮賢會在更新過程中小小的一步，前面仍面對著更大更難

的挑戰。但願我們不但能同心向前，也能彼此信任卻不忘提醒，務實地

發展教會，同為天國的福音努力！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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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s to everyon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six months 

in Hong Kong is closely drawing to an end. My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has had ups and downs, but I thank the Lord that there were 

more positive experiences than challenges.

The culture and life style is very different to South Africa. The lifestyle is much faster and 

busier than I expected. The transport system is effi cient and I felt safe most of the time on 

the trains and busses, this is very different to South Africa. The food was an adjustment but 

I really enjoyed trying all the different fl avors, learning to eat with chopsticks and to not 

judge the food by its appearance. Most of the schools or community centers are run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is is also different to South Africa.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is similar to the South African Rhenish 

church in the way the service is held on a Sunday.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we will normally have one service on a Sunday, where in The Chinese Rhenish 

Church they will have three which will be held at different times. The different 

youth fellowships I was able to be involved in has shown me that we face 

similar challenges in South Africa that they face here in Hong Kong. The love 

and closeness I experienced here in the churches reminded so much of 

home and warmed my heart.

The fi rst few months was challenging as the weather was hot and the humidity high and 

that was also an adjustment. Moving from one church to another and from one house hold to 

another also had its challenges as I needed to adjust to my new surroundings and fi nd my 

bearings again. There was a language barrier at times and I tried my best to learn basic words 

in Cantonese, I also had a translator most of the time. The children took a while to open up to me 

as most of them were extremely shy but they opened up as time passed. I also experienced 

being home sick now and then but I knew that it was normal and that I would be okay. 

I taught English in the community centers and shared my culture and background with the youth and Sunday schools in the 

Churches I worked in. The moments that stood out to me was the youth camp I attended, the South Asian and North Asian exchange 

program I was a part of, my visit to the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Rhenish Reunion where the three Rhenish church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me together to mak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ree Churches stronger.

The experience that had the biggest impact on me was being able to talk and 

connect with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churches. To encourage them to trust God and 

know that He can use them to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I thank the Lord for this once in a life time experience and I have grown so much as a 

person and in my spiritual life as well. Now I can return home with what I have learnt and 

sow it back into the Rhenish Church of South Africa. All glory to God.

Sincerely

Luske Aysen

My Final report

南非禮賢會義工

Luske Aysen

過去兩年的九月份，我們先後接待了兩位從南非禮賢會來香港禮

賢會做義工的兩位姊妹，第一位是正在讀大學的，第二位是待入大學

的，分別為期一個月和二個半月，讓我們分享兩次接待的一些感受：

第一次接待是因另一個家庭因事要延遲一個月才有地方接

待，由於我們大女兒剛去了外地交流，上帝為她預備了一個很好

的接待家庭，使我們都很放心，也曾想過若有機會也會嘗試做接

待家庭，給外地人一些家庭溫暖。由於時間和地方都剛好配合，

我們便做了一個月的臨時接待家庭。第二次也是和另一位接待人

配合下，讓義工完成在這裡六個月的體驗。

為了讓她們認識我們的文化，我們沒有特別為義工改變我們

的飲食習慣，第一位義工雖有點偏食，尤其不喜歡吃蒸魚，但我

們仍會經常蒸煮不同類的魚吃，最終她也喜歡上麵豉蒸黃花魚。

但第二位義工非常勇於嘗試異國飲食，基本上她喜歡吃與我們所

吃的，只有一樣例外，就是不喜歡喝中湯。

香港人生活繁忙，相信很多人因此對做接待家庭有所保留。

其實我們這兩次的接待，在時間和空間上額外的付出都不多。除

了提供一些資訊外，我們沒有刻意帶他們

去什麼地方遊覽，但我們都會邀請她們參

與一些家庭樂活動。基本上她們都是很繁

忙和獨立的，需要在禮賢會堂會和社會服

務部單位參與崇拜或團契和做義工，所以

與她們溝通的時間以晚上為主。

雖然兩位義工在性格和喜好上大不相同，加上與我們的生活

習慣、文化有差異，我們在事前都有些顧慮，包括我們讀初中性

格比較內向的二女兒是否會適應。但在每次與義工一起吃飯的交

流中，我們一家都擴濶了視野，二女的經驗都非常正面，教會也

有人對我們說二女兒比以前開朗多了。當義工離開時，二女兒還

說時間過得真快和有點捨不得。此外，當義工的家人知道她們很

開心地在這裡生活，都很感謝我們的接待和照顧，第二位義工更

對其母親說我們是她在香港的父母。

在此鼓勵大家如有機會不妨踏出一步，嘗試接待外來的義

工，給他們一點方便，相信你們也會從中領受當中的喜樂和神豐

富的恩典。

邱國禮弟兄、邱黃虹湘姊妹接待南非義工分享

ChoiWan-Teaching English 
to primary school learners

Outdoor activities with Choi Wan 
youth fellowship

Sharing my culture to the 
youth fellowships

Teaching in Choi Wan center

Love concurs all

Greeting the South African 
pastors at the airport for the 

Rhenish Reunion in Hong Kong

Outing to Tai O
fi shing village

Tai Po Chinese Rhenish 
Church summer youth camp

The Rhenish Reunion gathering 
Left: Brenda Sass ( representing the women of the Rhenish Church in South Africa)
Middle: Fiona Paulus ( representing the youth of the Rhenish Church in Germany)

My visit to the church in China

慈雲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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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部 2017年青年部夏令營

黎君浩弟兄（粉嶺堂）

升上大學後，比起中學有更多的時間可

由自己所控制。不論工作、讀書或是發展個

人興趣，無一不是由自己管理。然而在信仰

層面又如何呢？或許在大學裡，不用再做到中

學那時候高強度的「學習」，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思考自己

在信仰方面的有關問題。於是我也終於決定踏出自己的第

一步。

是次之讀經營是我第一次參加，在營前數天我對於青年

讀經營的模式比較好奇。要知道眾年青人要在三日兩夜當中

學習聖經或許會有些沉悶，不知道營中會否每天都聽道。

但在營中，只有兩場講道，分別在首兩晚。內容關於

俄巴底亞書，叫人不要以受到傷害為由做出自私自利之

事。除了認識聖經內容外，營會中亦認識到來自不同堂的

弟兄姊妹，彼此分享，建立關係，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機

會。或許大家都是年青人，有共同的話題，類近的價值觀

以及共同信仰，所以不論是分享還是小組靈修，氣氛都是

和諧的。

鄭駿曜弟兄（梨木樹堂）

很感恩亦很開心今年有機會以籌委的身份參加區會青年部

夏令營。在這三日兩夜的營會裏面，有著上帝滿滿的恩典，

與弟兄姊妹亦經歷了很多難忘，又美麗的片段。

還記得最初準備是次營會的時候心裏很擔心，擔心自己應付不來，會增

加大家的工作量。但很感謝治洪宣教師、一班籌委及區會的同工互相幫忙同

配合，分擔了不少我的工作！但更感謝我們的上帝，因為我深信營會能夠順

利進行，全是上帝祢豐富的恩典，感謝祢。

今年讀經營的主題是「brotherhood．兄弟情」，回憶起自己身邊，其實

亦有很多稱兄道弟的好朋友，但有時候自己卻沒做好兄弟的身分，因著自己

的固執及種種的緣故造成了不少傷痕，兄弟之間亦形成了一道高牆。自己深

深明白要去處理及醫治這些傷口，但卻因為怕過程的痛楚而不斷去逃避，給

予藉口自己不去處理。

回想起第二晚的塗灰禮，在默想的過程中腦海不斷浮現以前傷害過的人，

心裏很難受，同時亦渴望能夠被醫治及與對方和好，感謝天父藉著今次的營會再

一次感動我去認真檢視自己的生命及與人的關係，雖然無法一時之間就能夠完全

修復彼此之間的傷痕，但相信主必定會在其中與我一起去經過每段修復的路！

　原來我已經參與了五年的青少年讀經營／夏令營。每年，很珍

惜能夠與其他堂會弟兄姊妹相處的每個時刻，能夠與不同的弟兄姊妹

相交、合作，彼此支持及鼓勵，確實覺得很溫馨，有禮賢一家的感

覺。這一年，感恩能夠成為營會籌委，有份參與服侍弟兄姊妹的工作

中，真的十分榮幸及滿足。

「兄弟情」是這一年的營會主題，透過查考俄巴底亞書，讓我們

去思想與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相處方式和生命中種種的傷痕。過

往，我亦曾在關係中被傷害，當然亦少不免傷害人，使關係破裂。而

在營會中，我更多去思想，我應如何做別人的弟兄，如何用愛去對待

我的弟兄姊妹，而並非停留在傷痕中，更非用逃避的方式來處理。還

記得這年的營會講員－馬正雄宣教師的分享，「不要讓傷害成為放縱

自己的藉口」、「傷痕真正需要的是被醫治」、「愛人，是你與上帝

之間的事」⋯⋯這一字一句都提醒著我，關係是要交在上帝手中，由

上帝帶領，一切的傷痕上帝都能夠醫治。學習去愛弟兄姊妹的功課確

實不容易，但相信靠著主，讓上帝參與在我們的關係中，自然慢慢就

會學會愛，因為上帝就是愛。

今年在營會中亦增設了「Time for Brotherhood」的時間，讓不同

堂會的弟兄姊妹能夠藉著這個時間一同嬉戲、分享和服侍，使彼此的

弟兄姊妹互相搭肩同心讚美

Circle of Light 林治洪宣教師帶領遊戲小組分享 為已立志的弟兄姊妹禱告

敬拜

粉嶺堂帶領敬拜讚美

馬正雄宣教師為大家禱告

朱皓賢弟兄（粉嶺堂）

關係得以建立。想起在以往數年的參與中，能夠在營

會中認識不同堂會的弟兄姊妹，甚至能夠深交、同

行，真的十分感恩！今年亦如是，很珍惜這段時間。

今年的營歌是〈弟兄姊妹〉，確實很感動我。還記得在營會

的最後一日，在早上的敬拜中，弟兄姊妹一同唱著「你是我的弟

兄，你是我的姊妹，伴我同經風雨天，心裡面時常為你高興，因

你跟我屬靈內並肩⋯⋯」，一同擁抱、狂奔，令我十分感動。上

帝揀選我們，讓我們得以成為祂的兒女，更能讓我們成為弟兄姊

妹，這個身份同樣不是別人能夠拿走的，而看見一眾禮賢青年在

營會中相識，願意成為對方的弟兄姊妹和同行者，這幅畫面的確

很令人感動！

願我及每一個營友，能夠記得在營中所學及立志，在離營後盡力

實踐，學習愛身邊每一個弟兄姊妹。

我很期待下一年的青少年夏令營，期望能再次見到「你」的臉

孔，更期待看見一些新面孔，讓我們能在主內相交、分享、同行。

「親愛的，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的都

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約翰一書4:7

籌委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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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淑宜姊妹（粉嶺堂）

上帝大有作為，什麼都能，祂的能力偉大。

馮美盈姊妹（粉嶺堂）

不用懼怕別人的想法和眼光，只需注視自己與神的關係。

利錦靜姊妹（粉嶺堂）

以上帝給我們的愛去愛身邊的人，即使是不可愛和不能選擇的弟

兄姊妹。

陳曉天姊妹（鴨脷洲堂）

兄弟如手足，愛神愛人，多點關心教會和身邊的人，跟隨神的引領。

周凌鋒弟兄（鴨脷洲堂）

每次來到讀經營都很開心，有一種可以將我修理好的感覺。

紅磡堂帶領敬拜讚美

開營禮負責人劉立仁宣教師
（紅磡堂）

開營禮-遊戲中

大合照

有「型」合照

專題分享〈你好有型〉

團隊體驗負責人黃家渭傳道團隊體驗-遊戲靈修分享負責人
張清如宣教師（荃灣堂）

專題分享葉應霖弟兄

晚會〈在祢手中〉 聖餐禮-領詩
李就強宣教師（上水堂）

葉亮星區牧主持
聖餐禮

閉幕禮〈釋放心靈、連於基督〉

聯合敬拜隊 最強支派戰-射箭 贈送禮物給馬正雄宣教師馬正雄宣教師講道

李伊晴姊妹（上水堂）

有一班原來不認識的弟兄姊妹會鼓勵，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間

的愛。

陳澤承弟兄（上水堂）

完左Circle of L ight之後，大家一齊幫立志的人加油禱告，好

溫馨。

徐諾恩姊妹（禮中堂）

在Circle of Light，讓我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軟弱，要將

一切交托神，而在聽道時間，令我明白到「不要讓傷害，成為自我

放縱的籍口。」

陳穎生姊妹（禮中堂）

在營會學到不應給自己一個個籍口去離棄神。

2017教牧同工營

營友感想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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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部 幼兒教育工作體驗計劃
本著「禮賢一家」精神，於剛過去之七月，學前教育單位應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的邀請，攜手合作推行「中學生-幼兒教

育工作體驗計劃。」

負責計劃負責人梁老師表示，由於有同學表示有興趣投身幼

兒教育，為了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或體驗幼教行業，使學生為未來

出路作好準備，所以策劃了此活動，安排了十六位中五同學到禮

賢會轄下四所幼兒園，進行四天的工作體驗和進行實習。

梁老師又表示，完成體驗實習後，同學分享在過程中能參與

不同的任務，令他們獲益良多，相信有助他們規劃日後發展方

向。就讓我們一起重溫同學及幼兒園校長、老師的心聲：

同學對工作體驗的心聲：

七月十一日是一個又驚又喜的開始。那一天，我和四位同學開

始了幼兒教育工作體驗。這次的工作體驗，心想應很簡單，只需要

陪同小朋友一同學習，一同玩樂，但事實與想像卻有天淵之別。

你好⋯⋯歡迎來到禮賢會幼兒園！剛剛與我們對話的就是胡

主任，雖然第一次見面，但她那柔和又開朗的聲線，不禁讓人急

着回應着她。經過一輪自我介紹，胡主任便帶領我們參觀幼兒園

的設施，並細心地介紹幼兒園的設備，在我們身旁走過的小朋友

都懷着好奇的眼光向我們打招呼，我們也報以熱切的笑容。

不一會，黃校長也來了。她親切的態度，燦爛的笑容，令我

們原本緊張的心情也放鬆下來。黃校長為我們介紹幼兒園的歷

史與建築設計，原來這所幼兒園已有30多年歷史，沒有任何間

隔的設計，由一條長長的走廊打通不同班房，便是它獨特之

處。正因為開放式設計，不同年級的小朋友關係也很密切。

雖然第一天大部分時間主要是觀察老師的教學方法，這已讓

我感到當幼兒園老師實在不容易呀！第二天，我們嘗試擔當不同

班別的小老師，我是K3與K2的小老師，雖然我與他們的相處時間

不多，他們卻主動找我聊天，他們既活潑可愛，又口齒伶俐，令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當他們叫陳老師時，心裏都會感到一份鼓

勵，推動我更加主動與小朋友相處。

隨後兩天的工作體驗，令我們更了解幼兒園老師的工作，我

們也嘗試與小朋友有更多的互動。每當小朋友流着鼻涕或咳嗽，

我們便需要把紙巾遞給小朋友，又拿消毒手液給他們消毒，這令

我明白到身為一位幼兒園老師，應該時刻細心地看顧小孩，照顧

他們的需要。有小朋友犯錯時，老師細心教導他們如何解決問

題，並不是責罵他們，我真的很欣賞老師的細心和耐心的教導。

「陳老師，陳老師！來陪我玩遊戲吧！」「陳老師，陳老

師！教我畫多啦A夢！」「陳老師！陳老師！⋯⋯」最活潑可愛的

就是K1與K2的小朋友，可能他們年紀還小，對任何事也感到好

奇，即使是短暫的娛樂時間，都會投入其中。這天陳老師更與我

們分享心得。他指出每位小朋友的性格不同，有的較固執，有的

較隨和，有的較自我，但是作為老師，絕不能夠偏心，必須一視

同仁，而且教導不同性格的小朋友的方法也不同，須要有耐心，

有智慧，這真的令我有更深的啟悟。

最後一天，幼兒園為小朋友舉行生日會。這天幼兒園所有學

生聚在一起，小朋友得到不同班別同學的祝福及小禮物，氣氛十

分熱鬧，小朋友臉上也露出燦爛的笑容，活動在一片愉快的氣氛

下完結。雖然今天是最後一天，但我們的工作態度沒有改變，仍

然堅守的崗位，盡力協助老師。

這次工作體驗，令我明白到幼兒園老師的工作並不是我們想

像般容易、輕鬆，我真的在心底裏佩服他們。雖然與小朋友的相

處共有短短四天，但是小朋友在放學時對我們的離開竟然感到依

依不捨，不停問道：「老師我們何時可以再次見面？你明天還會

回來嗎？」我也不知如何回答他們，只是在心底裏默默祝福他

們，祝願這些小幼苗，不久將來會長成參天大樹！

5A班陳梓婷同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5D班黃幸樺同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得到幼兒的信任與喜愛

與幼兒愉快渡過四天

經過這四天幼兒教育工作體驗後，令我想將來成為老師。以

往的我是很害怕接觸小朋友，很害怕遇到小朋友哭個不停的情

況，但原來我可以處理到這些情況的。經過這四天的活動後，小

孩天真活潑的一面，令我改變了想法，反而享受與小朋友相處的

時間。

我懷著戰兢又期待的心情踏入這幼兒園。校長替我們分配工

作，並逐一介紹校園。我被分派到K3班，當小朋友在寫字遇上困

難，我便上前教導他。從他們口中聽到小朋友稱呼我為黃老師，

真的令我有成就感，沒想到自己也會有當小老師的一天。在短短

的一天，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彼此之間已經建立了感情。

第二至第四天早上，我們站在校園的走廊逐一向小朋友道早

晨，他們亦很熱情的回應我們，令我感到很滿足！早會上，我負

責講故事，起初我沒有信心，幸好小朋友對我所講的故事感到興

趣，反應熱烈，踴躍回答我的問題，令我的信心大增。

 幼兒園的活動多元化，有早操，有音樂課堂，亦有遊戲時

間。最令我深刻的是大肌肉的訓練，大肌肉訓練的目的是增加小

朋友的體能發展，這活動遊戲多元化，有攀爬架，有籃球架亦有

遊樂場，我與小孩打成一片，真的樂在其中！

在這幾天的活動中，我不但幫老師處理班務，亦學懂處理小

朋友的問題，小朋友的紛爭是少不免的，以往的我很害怕處理這

些問題，又很害怕看到小孩哭的情況。但在這幾天，在老師指導

下，我能成功幫助他們解決紛爭，亦

教導他們如何處理問題。這令我明到

什麼是教學相長！

進入在幼兒教育工作體驗的尾

聲，心裏也感到依依不捨，雖然相處

時間不長，但我已與小朋友建立了一

份感情，跟他們道別的時候，心裏有

種酸溜溜的感覺，期望日後有機會再

次與他們一起上課。

這四天的工作體驗是一個很難得

的機會，讓我能夠親身當小老師，有

機會接觸小朋友，與小孩一起玩樂，

一起學習，真的獲益良多。這幾天的

體驗令對我日後選科有明確的目標，

令我清楚知道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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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部 學前教育聯校
新教師導向日

5A班陳詩瓏同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禮賢會樂富幼兒園林校長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老師

禮賢會新蒲崗幼兒園陳燕玲校長

禮賢會荔景幼兒園老師

當我得悉有機會到幼兒園進行工作體驗，心情既興奮又期

待，因為這實在是難得的機會。

第一天，我與四名同學一起前往幼兒園，心情特別緊張，怕未

能適應或應付實習工作。幸好得到校長和老師悉心的照顧和教導，

我很快便融入當中。第一天，我們主要協助老師上課，照顧小朋友

吃茶點及排洗。第二及三天，老師讓我們嘗試更多的工作，例如在

陪小朋友看圖書，一起唱兒歌，親身參與老師的工作。我們很快便

與小朋友熟絡起來，當他們叫我一聲老師，那聲音竟觸動我的心

靈，令我有一份使命感，要做好這幾天的工作。

第四天，是我們實習的最後一天，心裏滿滿的不捨湧上心

頭，那天一早，我到超市買了一些零食打算送給他們，一方面希

望看見他們滿足快樂的樣子，另一方面是感謝他們令我更清楚將

來的目標：成為幼兒園老師。碰巧，這天是幼稚園三個月才舉辦

一次的生日會，可以和他們共度一個愉快的上課天。他們玩集體

剛於七月份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四位學生，到本校進行為

期四天的幼兒教育工作體驗活動。是次體驗，不單能增加他們對

幼教行業的初步認識，更學習照顧及教導學前幼兒。體驗期間，

幾位中學生由最初表現得戰戰兢兢，面對幼兒時不知從何入手，

到後期已能運用不同的方法和技巧與幼兒融洽相處及溝通，並主

動及積極地協助老師教學工作。他們都充滿愛心及喜歡幼兒，學

生們表示透過這次體驗，感受到作為老師的辛勞，更清晰自己未

來的方向，希望他們能夠向着自己的目標邁進。

很高興四位中學生姐姐來到本校進行駐校體驗，在第一天各人都能準時

抵達學校，透過校長介紹學校環境、老師日常工作後，她們懷著好奇的心情

開始進入課室展開做老師的角色，初段的時候，同學都有點拘緊，不知如何

與小朋友溝通，但慶幸小朋友都主動與她們傾談，彼此間亦打破隔膜。這四

天讓我們最深刻的是她們能主動學習、會嘗試與小朋友說故事。到最後一天

時，四位同學亦表示在這四天

時間裡，讓她們認識到學前

教育的實際工作，體會到要

做一位稱職老師確實不易，

明白老師的工作很繁重。但

她們亦表示有興趣將來投身

幼兒教育，期望四位同學能

為著自己目標向前進發，我

們會為她們打氣的。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早前安排一班中五同學到禮賢會屬下

幼兒園進行四天的職場體驗活動，讓同學初嘗返工滋味。雖然

工作時間不長，同學們本以為教小朋友無難度，但經歷四天的

幼稚園老師生涯，同學們發現小朋友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需

要處理。「幼教老師原來唔係淨係識教書就得，更要照顧幼兒

起居及遊戲，感受到老師們的辛勞。」她們大嘆「返工唔係咁

易」，更有同學表示會重新評估個人能力，定下合適的生涯規

劃目標。

我們很多謝這四位中學生姐姐來到學校，除了讓

幼兒有一點新意之外，到了第三四天，她們已能與幼

兒有互動了。並且她們的友善及親切也得到幼兒們的

喜愛。

還記得，學生們第一天來到學校，與她們講及「學

前教育」時，她們說老師要有愛心、耐性⋯而到了最後

一天，姐姐們表達了體會到一點點老師的喜悅和困難

處，亦加深了她們對學前教育的認識（例如：老師要懂

得多樣化的技巧⋯⋯誘發幼兒學習、專注⋯等），實是

難得！

在最後一天實習，她們還送上健康零食，讓幼兒

們在歡樂中說再見！在此，順祝各位中學生姐姐身體

健康，前程錦繡！

幼兒園校長感言：「教幼稚園原來不易」

幼兒園老師的回饋：

開開心心地完成幼師體驗活動

樂富幼兒園：分享「遊戲學習」之安排 葵盛幼稚園鄭校長及教師們，
分享與「南亞裔」學童溝通之心得

陳進華牧師向大家介紹九龍堂的設計及服務透過活動，認識不同學校之教師 齊來認識禮賢會之歷史及不同之事工

遊戲時，我負責攝影的工作，為他們拍下的可愛的笑臉，直到現在

那些笑臉仍深深刻在我心裏，難以忘懷。還有，分蛋糕的時候，他

們興奮地看着我，那模樣是多麼開心，他們品嘗蛋糕時的滿足樣

子，也令我感到歡欣。雖然在實習期間也遇上一些困難，例如遇上

小朋友哭不停我真的不知所措，幸好經過老師的指示及指導，我已

經懂得如何去處理。 

此次實習令我獲益良多。也令

我明白到身為一個老師一定要用心

照顧小朋友，並做一個好榜樣，好

讓他們學習。我深深感受到這份責

任雖然重，但是我卻很享受，實習

結束後，令我要成為一個幼稚園老

師的意志更堅定，我一定會盡力，

向著這個目標前進。 排排坐影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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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堂42周年及有福堂40周年

探訪最後一晚歡送晚宴

汪蘭青師母、張鐘聲長老伉儷、黃永敏長老伉儷及
台北堂會友合照

（左起）廖小茵牧師、詹志為牧師、黃永敏長老、葉亮星區牧、
區主席陳家強長老、胡紹明牧師、郭明璋牧師、馮君藍牧師

僕人團於台北堂進行聯合堂慶歷史回顧與
事工分享會中獻詩—一首流傳的歌

分享會後於台北堂全體合照（台北堂、有福堂及香港探訪團）

詹志為牧師及區主席

（左起）郭千哲長老、
廖小茵牧師及詹志為牧師

台北堂詩班於聯合堂慶主日崇拜獻詩

（左起）黃錦明長老、張鍾聲長老、區主席陳家強、
葉亮星區牧及黃永敏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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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賢會傳道部長
李熾麒牧師宣告、
祈禱、報告及立志

崇真會文偉坡牧師祈禱

梁家麟牧師講道，分題：聖靈的更新

崇真會會長廖文建先生，
分享「兩會歷史的淵源」

崇真會林源發長老讀經 崇真會聯合詩班獻頌

禮賢會李志剛前區牧祝福

崇真會周國昌牧師宣告、
祈禱、報告及立志

禮賢會盧淑娟宣教師祈禱

梁家麟牧師講道，分題：橫跨兩個世界

崇真會總牧
朱永生牧師祝福

禮賢會主席陳家強長老及崇真會會長
廖文健先生與講員梁家麟牧師合照

禮賢會、崇真會牧長及禮賢會聯合詩班合照

禮賢會主席陳家強長老，
分享「前膽及社會服待之角色歷史的淵源」

禮賢會孫志成長老讀經 禮賢會聯合詩班獻頌

黃埔崇真堂敬拜隊領詩

禮賢會、崇真會代表與主禮及襄禮合照

禮賢會陳進華牧師領詩

禮賢會及崇真會170周年聯合培靈會

主題︰傳承與更新—教會當今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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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

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書一章27節）

感恩上帝以祂的聖言，鼓勵我踏出服侍基層的召命。起初我對此

召命，內裡膽怯退縮，拿不出丁點兒勇氣去回應，但感謝上帝的引

領，祂透過不同的情景、群體和經歷，逐步建立我去回應祂的呼召，

讓我對服侍基層坊眾的熱誠日漸增長。

二零零八年進入了中國宣道神學院接受牧職裝備，感恩上帝藉著學

院悉心的栽培，讓我在老師和同學的相伴互勵下成長，經歷祂的陶造。

修讀神學這幾年，透過學習上的反思，我對基層服侍漸漸有了些基本的

理念；並且藉著研讀相關的著作，上帝讓我逐步整理出一些服侍基層群

體的價值論述。例如，在對貧窮人的認同中，我們更可被他們幫助，擺

脫世俗意識形態的操控對我們學效以基督的心懷來服侍的阻礙。然而，

在欠缺前線實踐的經驗下，深覺自己對很多價值論述均只是理性上認

同，它們仍未轉化成為推動自己委身於基層服侍的信念動力。

畢業後，由於希望透過一些前線服侍的體驗來幫助自己認定事奉

的方向，我加入了新福事工協會的「關懷貧窮學校」（「貧校」）參

與義務服侍。在這段日子，感謝上帝讓我從服侍的體驗中看見那些植

根於自己深層意識之中的自高心態。在關懷基層鄰舍的同時，我也被

他們幫助，一點一點地去丟掉那些阻礙自身實踐關懷的意識形態，好

使那一個一個在自己思維上被肯定的關懷貧窮之價值論述，逐漸邁進

心路上的轉化，成為推動自身去回應上帝的召命之信念動力。

「貧校」的服侍讓我看到價值信念的傳承之重要和意義。與此同

時，自己也在禱告中領受作信念傳遞者的感動。主耶穌基督曾宣告：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

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

按立宣教師感言
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四章18-19節）。因此

我深信在基督信仰來看，關懷貧窮不僅是對貧窮人

身心的關顧，也包括傳福音給他們，以及牧養建立

他們成為主的門徒。故此我想，若我要向人傳遞：

基層群體是一群教會不應忽略，要奉主的名去關懷，去召

叫、去牧養建立成為基督門徒的群體。我自身也必先要成為一位奉主

的名去牧養建立他們的牧者。感謝上帝，正當我清楚當下的服侍路向

時，上帝讓我能有機會返回自己的母會香港堂擔任傳道，並被委派前

往石排灣福音中心去服侍，一方面在石排灣這社區關懷坊眾，向他們

傳揚福音，且要負責牧養這裡的信徒，另方面亦需承擔在香港堂內向

會友傳遞關懷社群、拓展福音的使命，聯繫有負擔的肢體參與石排灣

的福音工作。這樣，上帝引領我踏入了石排灣的牧職服侍。

在福音中心服侍的這幾個年頭，我與這群上帝所交托我牧養的會

眾建立了一份難以言喻的情誼。當我看見有坊眾決志歸信，我心欣喜雀

躍；當我看見他們切慕上帝而在主裡成長，面對病困仍信心堅固時，我

心被他們激勵；當我看著他們的靈命停滯，自己好像沒甚麼方法協助他

們突破時，我心感低沉；當我看著他們很安然地被主接走、在主懷內享

安息時，我既心感安慰，但也心感難捨。面向服侍的前景，有時我會掙

扎，想像前面是否有著下一里程等待自己去踏出；然而，每當我想到他

們需要一位牧者牧養時，我心便被觸動，自然放下了這種想像。現在，

當我回望過去幾年與他們一起同行的日子，感恩在不知不覺間上帝正藉

著他們，以及我們的共同經歷，持續不斷地模造我成為一位牧養基層信

徒的傳道，陶造我成為他們的牧者。我也感恩在不經意間上帝在我們彼

此間的交往，持續不斷地模造他們。就此，我發現我們已一同進入我們

共同的召命—被召走在一起成為一個互相建立，在上帝恩典中被聖

靈塑造的信仰群體。哈利路亞！讚美上帝！誠心所願。

聖職按立典禮

周國權傳道
香港堂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

的。」（以賽亞書四十三章1節下）

踏上回應蒙召的路已經七年，離開社工的職場進入神學院受訓，

至今在母堂（香港堂）事奉已接近四年，而只因為上帝堅立並向我呼

喚：「你是屬我的」，我才能回應祂的呼召並委身。雖然成長於基督

教家庭，但卻在破碎的家庭關係中成長。因此，當我赴英留學期間，

我才認真思考信仰並重建與上帝的關係，我認清這位天父的愛，並在

異鄉中首次回應上帝，表明願意委身事奉的心志。一轉眼已經二十

年，能夠踏上蒙召的路，我堅信能被召進入牧職，這是進入與上帝更

深關係的旅程，而這肯定不是一份職業、也絕對不是一種犧牲，這全

是上帝給我成長的機會。

「我必在他們之上立一牧人，就是我的僕人大衛，牧養牠們；他

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以西結書三十四章23節）

因此，當我回到母堂服侍的這幾年，我學習成為一位靈活的牧者，

意思是我不被「事工」或「部門」限制我。我雖然身為「崇拜部」的教

牧同工，除了協調及發展有關崇拜與聖樂的事奉外，我盡可能參與不同

部門、不同層面的事奉、接觸不同類型的弟兄姊妹。由兒童、青少年、

成人、婦女、長者；由主日學、婚前輔導、差傳短宣等，我也嘗試保持

這種柔軟繼續牧養全體群羊，盼望上帝開闊我的眼界，讓我能以開放的

心回應屬祂群體的需要。

「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無愧的工人，按着正

意講解真理的話。」（提摩太後書二章15節）

成為宣教師後，我會在召命及恩賜上努力發揮，並把焦點放在教導

的職事上。因我相信宣教師（Preacher）之名稱已反映這牧職的重點，

而感謝上帝透過神學院嚴謹的訓練，讓我在原文及聖經神學上有較多裝

備，而我也感恩弟兄姊妹們對於我在講壇的服侍與恩賜運用上也有正面

的反應。作為宣講上帝聖道的出口，我相信除了要按著正意講解真理的

話，也要同時明白弟兄姊妹的掙扎及處境，讓他們在看見問題或限制之

按立宣教師感言
同時，也看見福音及出路。因此，我相信同樣作為基

督門徒的我，在講壇上我也應該是服在聖道下，首先

聆聽聖道的人，所以我不只是在「講道」而是在「證

道」，我作為站在講壇的人，我理應是見證這聖道如

何更新改變我，好讓我與弟兄姊妹們一同聆聽並順服回應。因

此，宣講並不只是在講壇上，更是在日常生活上，是學習被主的道所塑

造的過程。我只願上帝讓我真誠面對自己，也讓我坦誠開放，盡量透明

地（transparent）活出門徒生命，讓弟兄姊妹們從我這有限的生命看見

踐行真理的可能性。

「你們要讓基督所賜的和平在你們心裏作主，也為此蒙召，歸為

一體。你們還要存感謝的心。」（哥羅西書三章15節）

回望過去幾年的服侍經驗，我實在感恩同工們彼此分擔互相守望

的美好，雖然我們各有不同，然而像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一樣，我們都

是主的身體，大家互相需要結連。而同工隊中已建立了樂於聆聽、願意

接納的文化，並在合作的關係上學會彼此欣賞，甚至坦誠勸勉，一同追

求成長。由於我曾經歷前輩們的砥礪，我也樂意成為其他同工，尤其為

那些經驗較幼嫩的同工作出鼓勵、為他們的掙扎禱告、陪伴他們尋求出

路。因我們歸根究底是弟兄姊妹的關係，若傳道同工彼此不先學習過團

契的生活，若我們也不踐行真道，我們不能為弟兄姊妹成為榜樣，更不

能讓信徒們看見彼此互為肢體的重要。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二章4節）

最後，作為宣教師，我相信在堂會或區會的責任會有所增加，這

些責任是我樂意承擔的，而我也認為這是對堂會及區會最基本的回應。

既然要持守開放柔軟的心，既然要努力與同工們互相分擔，我相信關心

並投入區會是很自然的。而我也認為需要警惕過於狹隘的「教會觀」，

若我們把「堂會」看為「教會」，那不單把上帝關在四幅牆內，也看不

見祂在全地及各宗派中的工作，因此，我雖然會優先關注香港堂弟兄姊

妹們的生命成長，但對於區會及姊妹堂的肢體也樂意協助。

黎子謙傳道
香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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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啟事
第1頁 「教會改革五百周年與中華禮賢會」

第2欄第16行 「Küster」應為「Köster」
第2欄第22行 「Dentschen」應為「Deutschen」
第3頁「教會改革運動的里程碑」

第2欄第1行 「路德在1818年被⋯⋯」應為「路德在1518年被⋯⋯」

第2欄第12行 「1819年6月⋯⋯」應為「1519年6月⋯⋯」

第89期區報
第4頁「續上頁」

第38行 「在1830年查理五世⋯⋯」應為「在1530年查理五世⋯⋯」

第5頁「圖四」

第1行 「是路德1830年⋯⋯」應為「是路德1530年⋯⋯」

聯合詩班獻唱忠心的僕人襄禮李兆明長老
讀經

主席陳家強長老
祈禱及致謝

講員前區牧
鍾健楷牧師

葉亮星區牧主持按立禮

主席陳家強長老及葉亮星區牧致送
紀念品予黎子謙宣教師

主席陳家強長老及葉亮星區牧致送
紀念品予梁業成長老

主席陳家強長老及葉亮星區牧致送
紀念品予周國權宣教師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受職人及詩班合照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受職人及各堂同工合照

黎子謙宣教師與主席、區牧、香港堂同工及長執合照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及受職人合照

周國權宣教師與主席、區牧、香港堂同工及長執合照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受職人及區董合照

梁業成長老與與主席、區牧、紅磡堂同工及長執合照

襄禮戴春華長老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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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2017年6月1日 九龍堂資訊科技幹事 廖廣業先生

2017年8月1日 紅磡堂幹事 文志鋒先生

2017年9月27日 九龍堂宣教師 鄒潤傑宣教師

2017年10月29日 大埔堂兼職幹事 黎英沛先生

2017年12月19日 灣仔堂傳道 何翠華傳道

2018年1月1日 差會辦事處事工主任 梁淑芬傳道

2018年1月1日 差會辦事處清潔工友 宋蓮娥女士

2017年8月22日 九龍堂堂務幹事 黃瀚豪先生

2017年9月1日 香港堂傳道 黃趣玲傳道

2017年9月1日 香港堂傳道 馬詠嫻傳道

2017年9月8日 大埔堂資訊科技幹事 黃家安先生

2017年10月1日 香港堂傳道 康笑貞傳道

2017年10月16日 香港堂活動中心兒童事工幹事 黎嘉雯姑娘

2017年11月15日 大埔堂兼職幹事 湯贊霖先生

2017年12月1日 香港堂合約部份時間事工幹事 吳春玲姑娘

2017年12月1日 中心堂傳道 陳恩恩傳道

2018年1月1日 九龍堂傳道 符蕾傳道

轉變中的恆久

耶穌說：「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

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

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太五17-18

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絕不廢去。」太二十四35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

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

「變幻原是永恆」雖然只是流行音樂採用了某宗教意境

的浪漫語句，並非我們信仰的一部份，然而卻道出了人

世間那持續轉變的需要，聖經教導要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是

指向體察和驗證上帝的旨意。但願區會所有的變化，不單在上

帝手裡，更向人證明上帝那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財政
報告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二零一七年一月至十月份收支表

  2017年1-10月 累積數
 2017年預算收支 累積收支 佔預算%
收入項目： $ $
堂會/會友奉獻 400,000.00 207,900.00 51.98
協區款  5,887,000.00 4,660,475.76 79.17
佈道基址會友奉獻及投盆捐 383,600.00 473,213.30 123.36
物業收益（已扣除管理費） 251,348.00 203,603.00 81.00
利息收入 2,000.00 1,187.39 59.37
堂會撥回25%退休同工生活津貼 193,000.00 167,584.00 86.83
各部及區會事工收入 84,900.00 38,940.00 45.87
區會典禮及聯合活動收入 20,000.00 11,656.10 58.28
投資及其他收入  26,000.00  4,250.00 16.35
UEM聯合差會資助 130,000.00 0.00 0.00
170周年會慶收入* 0.00 108,824.70 - 

收入總計： 7,377,848.00 5,877,634.25 79.67

支出項目：
區會承擔屬下各單位之傳道經費 1,600,600.00 1,237,807.65 77.33
退休牧師、傳道、同工之生活津 887,500.00 739,430.00 83.32
區會辦事處支出   
區會人事支出 2,813,200.00 2,054,472.19 73.03
區會行政支出 521,848.00 296,353.83 56.79
教會合作支出 60,000.00 14,644.14 24.41
會費（聯合組織） 50,700.00 33,982.89 67.03
支持信義宗神學院 408,000.00 0.00 0.00
支持LWF湄公河事工（3仟美元） 23,400.00 23,400.00 100.00
支持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事工 30,000.00 30,000.00 100.00
區會典禮及聯合活動支出 88,000.00 39,892.80 45.33
各部及區會事工支出  481,250.00  207,492.00 43.12
教會基金利息分配 1,000.00 0.00 0.00
資助外傭事工20%同工薪津 63,000.00 52,988.15 84.11
辦事處物業、車位及傢俬設備等折舊支出  102,000.00  0.00 0.00
投資手續費 5,000.00 2,755.16 55.10
170周年會慶支出*  100,000.00  121,332.90 121.33
分攤教會改革500周年活動支出 40,000.00 33,145.00 82.86

支出總計： 7,275,498.00 4,887,696.71 67.18

累積盈餘（不敷）： 102,350.00 989,937.54 967.21

註 : * 170周年會慶暫時淨支出=$121,332.90-$108,824.70=$12,508.20  
 170周年會慶步行籌款將於2018年3月17日舉行，其收支仍未納入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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