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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歸二十年，有人快活有人愁，這是

現實的寫照。香港已經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當然是一個不

爭的事實。平情而論，二十年來香港人

的「生活方式」變化極微，不單止「馬

照跑，舞照跳」，在其他許多方面（如

就業、出入境、工商貿易、言論及集會

等等）大致上也保持不變。八月一週內

連續兩次颱風襲港，鄰埠澳門十死數十

傷，損失慘重；香港無一人死亡，足證城

市規劃及基建保持優勢。只是人心仍顛簸

虛怯，對「祖國」矛盾重重。回歸頭幾

年的「蜜月期」很快過去，所謂「中港

融合」遙遙無期。九十年代楊牧谷牧師

寫《復和神學》，呼籲兩地人民互諒互

讓，尋求「復和」；但今天這理想遠遠未

達到，還需等待時機。教會際此嚴峻時

刻，須懇切守望、代禱。

吳思源
總編輯

編

輯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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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回歸中國二十年，但這二十年，特別是

過去五年，香港社會變得很撕裂，香港教

會又如何呢？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

題時，已有不少人擔心，被中共統治，法治、人

權、言論自由、宗教信仰等會受到衝擊，所以預

備移居他國。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加促了這步

伐，教友和教牧也不例外。

能移居他國的，總是少數。大部分港人仍

要在香港生活，只盼望香港能保持不變。所以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下，港人也只有接受回歸的事實。但這承諾已漸

漸變成「一國一制，講人治港，西環管治」，使

不少香港人失望，忿怒，亦有人氣餒，又再燃起

移民的念頭。

其實，不只是過去二十年，自中英談判開

始，教會已受到不同的影響。移居他國，有教友

和教牧。教牧移民，被教友或其他沒移民的教

牧指為沒有信心，不願為主犧牲。要移民的移

民，多說也沒有甚麼意義，反之，要思考教會在

這處境下，要如何繼續下去，才是正途。

一九八四年，香港有一群教牧和教會領

袖，提出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

中所持的信念〉（簡稱〈信念書〉，指出基督徒

對社會和中國的責任和承擔。

九〇年開始，本會開始探討香港堂的重

建。當時有不少人問：「九七已臨，仍要重建

香港回歸二十年，
香港教會…… 袁天佑牧師

嗎？」這是對中央管治下宗教信仰的擔心。但

教會最終同意重建，除香港堂的發展需要外，更

象徵着我們對香港和信仰的承擔。舊的香港堂

於九七前拆卸，九七後重建完成。一九九七年來

臨，本會牧師部發表了〈九七牧函〉，表達出對

香港的信心，要繼續在香港宣揚和實踐一個關懷

全人和人類社群的福音。

二〇〇三年，發生了SARS事件，經濟曾一度
滑落。加上政府有意為二十三條立法。二〇〇三

及〇四年的七月一日均有數十萬人上街遊行，表

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香港教會也看來同心，共

同鼓勵市民重建信心。

社會撕裂嚴重，始於五年前，前特首梁振

英上任後。政府有意推行國民教育，引起社會很

大的迴響，當然這是家長所關心的事，大家不願

意自己的兒女受到偏頗的國民教育所薰陶。在家

長、老師和學生齊聲反對下，教育局只有將計劃

擱置。香港教會辦有不少學校，自然也關心這

事。對教會而言，推行國民教育本是應當的，只

是不同意其偏頗的內容。當教育局擱置是項計劃

時，本會更積極延續和發展生命教育，鼓勵學生

能愛惜自己、尊重他人、關心社會、愛國家、愛

護大自然，亦要追求生命終極意義。其他教會也

同樣推動正確的德育和國民教育。

因政改和特首選舉，二〇一三至一四是最具

爭議的兩年。中央政府明顯不願意放權給香港人

選舉特首，加上了不少關卡，讓特首只能讓中央

欽點的當選。「佔中三子」提出了佔領中環，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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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迫使中央能讓港人有真普選。二〇一四年九月

廿八日，在金鐘政府廣場外，發生警民衝突，警

方施放七十八枚催淚彈，引發了七十九日「雨傘

運動」。當然中央並沒有改變立場，最後的結果

是維持小圈子選舉，由一千二百人選舉特首，當

然也只會讓欽點者當選特首，但是次佔領運動使

香港社會進入前所未見的撕裂。

「佔中三子」中有牧師和一位基督徒，這也

引起基督徒不能不問：「教會如何看佔中？」對

本會而言，我們不會鼓吹佔中，但也不會反

對，這是每個信徒要從信仰和經驗思考而作出的

抉擇。本會香港堂曾於雨傘運動時接待參與佔領

的人士，為他們提供歇息的地方，這只是為有需

要的人士作出援助，與過去香港堂接待街坊、工

友、警察一樣，但香港教會不能不思考教會和信

徒與社會和政治的關係。

正如社會中有約六成人士支持兩傘運動，約

四成反對。教會是社會的縮影，教會內信徒支持

和反對的比例也差不多。有些教會的教牧和領袖

因這對立，在教會內絕口不提此事，這引起不少

青年信徒的反感。有些教會教牧多關心此事，也

會引起部分信徒的不滿。這的確引起教會和牧者

的困難。

危機也是轉機。過去教會多只關心教內的

事，但藉此事，教會明白不能忽視教會與政治的

關係。神學院和一些信仰團體在這兩三年內舉辦

多個不同的研討會，探討政教的問題，有不少

年青信徒參加。明顯的，信徒因社會政經地位

不同，經驗和年齡的不同，對政治的參與和取

態都不盡相同。但教會不應因意見不同，彼此批

評指責，也不應要求信眾採同一立場。香港的

社會也理應如此，可惜的是社會中不同意見帶來

撕裂。教會要在社會中作美好的榜樣，學習民

主，分享不同意見，彼此接納和尊重。

新特首已上任。雖然她在開始時擺出想出

緩和的姿態，但「一地兩檢」、國民教育、廿三

條立法等，將會成為未來幾年社會新的爭拗。還

有，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在中央高度干預香港政

策和國內人權的問題，亦會有更大的疏離。執筆

之時，九寨溝發生地震，特首提出香港會在金錢

上作出支援，但網上反對聲音不絕，這與多年前

四川大地震的態度完全不同。有網民質疑，為甚

麼當我們關心中國內地人權問題時，建制人士則

會指這是國內之事，河水不犯井水，但對於救

援，又說「血濃於水」。這種雙重標準，香港市民

表示極度不忿。不論是香港本土或是中港關係所

出現的問題，教會也難於不聞不問，而且也會面

對極大的挑戰。

教會與政治的課題，沒有一個絕對的答

案，但教會不應逃避責任。教牧同工其實也是尋

道者，與信徒一起，在這時空、這處境中，一同

學習聖經的真理，探索不同的回應。

結束此文時，想起幾段經文，彼此勉勵：

「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可敬的、凡是

公義的、凡是清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

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你們都要留

意。」（腓四：8）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

親。」（詩八十五：10）

「因為這是險惡的時候。你們要尋求良

善，不要尋求邪惡，就必存活。」（摩五：1 3 -
14）

「那裏沒有數日夭折的嬰孩，也沒有壽數

不滿的老人；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未達百歲

而亡的算是被詛咒的。他們建造房屋，居住其

中，栽葡萄園，吃園中的果子。」（賽六十五：

20-21）

但願香港社會和在中國，幼有所長、老有所

養、居者有其屋、作工的得工價。教會與有相同

心志的人，齊心努力，建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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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豪萬牧師

楊豪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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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九九二年在香港出生，九七年香港回歸雖然是香港歷史上頭等大事，但說來慚愧，我身為一個

九十後青年，對於英治香港其實十分陌生和模糊。提起九七年前的香港，只剩啟德機場、港督彭

定康和印有英女皇頭像的硬幣僅存在我的腦海中。由於家住在何文田，我人生中第一次去機場只需要

坐五分鐘的士，因此當時對於香港興建新機場其實不是很高興。而直到今日，英女皇硬幣雖然仍在市

面流通，但在過去幾年都只見過一兩次，每次拿在手上都會感到有些懷念。

除此以外，香港在我小時候心目中沒有一個很特定的形象，頂多是覺得香港的空氣污染比較嚴

重，「地少人多」可謂是我對香港最刻板的印象。到我長大後，才漸漸在新聞和家人口中認識到香港回

歸前後的不同。

直到我在二〇一二年到澳洲讀大學，才得以從另一個國家的角度去觀察香港。自從來到澳洲後，每

一次認識新朋友或者出席聚會，自我介紹時都會說「我是香港人」。這時候從其他外國人的口中，不

論是日本韓國人，或澳洲的「鬼佬」，他們總會不約而同的稱讚香港，說是一個美麗的城市、美食之

都。而這時候出身於香港的我，當然要謙虛地說：「其實居住在香港並不是這麼的富裕有趣，」並解釋

說：「香港地少人多，空氣質素差」等等。我覺得絕大部分的人，當他們看其他國家時，總會只看到好

的一面，例如我很多香港朋友都表示羨慕我在澳洲的陽光與海灘，但他們不知道這邊夏天的氣溫高達卅

六、卅七度，有的時候會誤以為自己正在地獄生活。

我來到澳洲後，接觸到不同國家的人，對香港人反而有更深刻的認識，比方說香港人工作效率

高、英文普通話的學習能力都相當好、也較多「鬼主意」；但同時香港學生也比較冷漠內斂，偏向只和

其他香港學生交朋友。相對來說澳洲人會比較懶散，但也很輕鬆外向。

不經不覺我已經在澳洲生活四年多，我發覺我對外國朋友形容香港時，每年對香港的評價都略有

不同，特別是自兩年前起，愈來愈多的外國朋友會關心香港的政治議題，「佔中」、「為甚麼香港人不

喜歡中國人」等也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而我對香港的態度，亦從剛來澳洲時的「不是這麼的富裕有

趣」，變成兩年前的「相當混亂」，近一年又再變成「不想在那裏居住」和「工作壓力很大」。

我正在澳洲擔任大學傳教的工作，所接觸的學生中有一半也是中國人，「中港兩地的差異」是我和

他們閒聊時最感興趣的話題。有很多中國人都以為我們是講英文長大的，這時候我就要糾正他們說：我

除了英文會話考試外從來也沒有用英文和人對話，反而在我父母輩的年代倒是有很多英國教師在他們的

學校任教。更誇張的是現在很多的小學開始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令很多的小孩子更願意用普通話作

他們的「第一語言」，很多中國學生聽到也會感到驚訝。

中港兩地的矛盾在我的香港朋友間亦很明顯地反映出來，在我剛來澳

洲的頭兩年，我比較少和朋友討論有關中港兩地的新聞，但自從「佔中事

件」後，中小學赤化、興建高鐵、特首選舉等新聞一浪接一浪，我和他們

都慨嘆香港在各方面都有着嚴重的赤化危機，由小至簡體字廣告、電視節

目，大至政府立場、基本法形同虛設，香港和五年前我剛來澳洲時已經變得

不一樣。

我還記得每一次從澳洲放假回到香港，都會明顯地感受到香港和澳洲的

不同，高樓大廈原來是這麼密集、車輛是這麼的多、行人是這麼的擁擠。香

港雖然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亦很願意定期回去探望家人朋友，但它帶給我

那一種透不過氣的壓迫感，是我現時對它最強烈的印象。

吳逸之
九龍堂

吳逸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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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出席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

祈禱會

2/10 參加安素堂全教會活動日

3/10 主持會長與行政同工團契

4/10 主持會長與會吏團契

5/10 出席本會金齡事工康體事工啟動禮

6/10 出席基督教協進會週年代表大會

9-12/10 離港旅外

12/10 出席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董會

13/10 出席楊震社會服務處主管會議

17-18/10
出席本會社會服務機構主任暨

總幹事退修營

22/10
出席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

步行籌款活動

24/10 出席本會宣教同工會

27-28/10 參加安素堂讀經營

29/10 出席宣教牧養部「與牧談Teen」聚會

31/10 出席教會改革五百週年紀念聯合崇拜

5/11
出席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

祈禱會

7/11 主持會長與行政同工團契

9/11 出席楊震社會服務處主管會議

10/11
出席教會改革五百週年神學

對談聚會

15/11 出席基督教服務處週年代表大會

17/11 主持宣教牧養執行委員會會議

20/11 出席社會服務部同工日活動

21-22/11 主持安素堂同工週年計劃營

25/11 出席衞理園五十週年金禧慶典

27/11 出席本會宣教同工退修營

暑
假過去，教會活動又回復日常運作。這兩個月時間較為「鬆動」，可以多抽點時間來準備明年一

至四月在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本宗歷史、信仰、神學禮儀與教制的課程，也可為明年六月在台灣

舉行的第六屆衞斯理宗神學研討會及七月在新加坡舉行本宗崇拜禮儀研討會搜集栽料，以準備發表兩

篇學術論文，並為將出版的衞斯理約翰講章做校對審訂工作。我真需要編好時間表，好讓這些工作能

如期完成。請弟兄姊妹代禱。 會
長
行
蹤

作者按：本文是我在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第七屆宣教大會閉幕禮中的講章，是渴望與本會

全體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尤其是本會將於明年成立海外宣教部，盼望同工同道在信仰上和心志上多作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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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
鴨是一個信徒，一個信徒外派差遣員。

在印度族群的請求下，經過三個月逐家

逐戶、每個小組、團契、非正規的家屬聚會等

探訪，理解會友的需要後，在二月十二日崇拜

後，舉行了曾消失十六年的選舉。最後環節

裏，一個支持家庭突然強烈反對，經過四小時的

答問會後，新一屆的長執誕生了，也開始了六個

新小組，讓大家也能夠參與事奉。在天父的恩

典下，教會的新氣象浮現了。我心存感恩。晚

上，那個家庭透過牧者來電，說：「既然沒有打

鬥，選舉又完成了，請您在六個月內不毀我們的

名譽下離開我們吧！」

二月十四日晚上，完成了立約小組，在教

會外的暗角，一名教會領袖告訴鴨鴨：「⋯⋯

老師，過去三十年多，凡守規則的牧者也會被

趕走的。我們在互利的基礎下多年，不能悔改

離罪。」他把歷史講解後，便消失在人群中。晚

上，牧者來電，告訴鴨鴨可以即時安心去服侍他

人。

鴨鴨小時候，梁光牧師教導要守望牧者。長

大後，我曾希望轉到別的宗派，李炳光牧師回

應：「出外走走也好，要記得回家呀！」出外

闖了年多後，便參與安素堂的聚會。在參與天

水圍的事奉裏，因年少氣盛，向李鼎新牧師發脾

氣，李牧師的回應是：「師母煮了好好味的晚餐

給我們一起享用。」上次回港的時候，更得到他

們百忙中抽時間鼓勵鴨鴨。

無論在天水圍堂或緬甸，當肢體向鴨鴨訴

說對教會的不滿或牧者對會友不滿，鴨鴨也學習

上述的兩位長牧般，用微笑、忍耐、愛心守望他

們。鴨鴨經常鼓勵同工珍惜不滿的聲音，因為這

些聲音都是由充滿愛、萌芽中、未成熟的信仰伙

伴發出愛教會的呼叫，我們要用愛讓他們茁壯成

長。

鴨鴨在「被離開」的過程上，感恩天父的

一直保守。至今牧者和信徒們，仍會要求鴨鴨守

望他們。一些會友和牧者也請鴨鴨原諒他們仍未

能對天父有足夠信心，未能放棄在教會私相授受

的活動。祈求天父憐憫他們的無助，軟化他們的

心硬、堅強他們的信心。至今，雖然他們仍不願

意離開罪，但是，他們在痛苦掙扎，天父是知道

的。

透過他們的境況，讓鴨鴨流淚的同時也心存

感恩，更加看到天父的「愛」。祂一直知道他們

的謬誤，也一直嘗試喚醒他們。可憐又極需要愛

的他們只能夠繼續活在表面化的信仰生活，未能

享受真正的自由，這是多麼的痛苦呢！漸漸地他

們願意改善一點點的壞習慣（例如：向教會多收

小錢、把教會物質買賣等），又願意祈求天父保

守他們有信心勝過不同的誘惑和試探。

這個經歷，讓鴨鴨體會一個信徒的孕育，都

是天父「愛」的計劃。祂透過聖靈引導、聖經教

導、教會培育，為的是建立更合祂心意的團隊精

兵，榮神益人。甚願與您分享後，一起守望我們

教會的信徒和牧者。願天父的合一常存神家。

讓我們一起，彼此守望。「弟兄們，願你們

喜樂。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勵；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如此，慈愛和平的上帝必與你們同

在。」（林後十三：11）

鴨鴨（化名）
本會外派差遣員

海
宣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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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芷筠
本土研究社成員

編按：本文作者為城市規劃師，香港棕土政策研

究《棕跡》一書作者之一。

本文由本會社會事務關注小組邀請該社供稿。

社
關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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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時，我就讀於加路連山道的新法書院，中一時與班上三位同學結成好友，高中

時我們四人又一起選修理科，因可同窗五年。自一九六二年中學畢業後，我們四

人各奔東西，有的甚至離港生活。一位到美國繼續求學；一位前往泰國曼谷，與他的叔

父同住經商；一位則進入護理行列；而我工作一段短時間後，便入讀神學院。

當年，我們四人在會考放榜前的兩個月中可謂朝夕相對，除了晚上各自回家睡覺

外，餘下的時間都在一起，白天結伴遊玩，晚上坐在天星碼頭、大會堂外的長椅談天說

地。我們談理想中的事業、未知的將來，現在記憶猶新的是誰會第一個成家立室。四人中

較年長的是後來去了泰國生活的馬同學，他本由汕頭來港，一個人在北角租了一間斗室居

住，所以我們經常到他「家」聚會，沒有大人照管，無拘無束，四人便學起了兩種不良習

慣：打麻將和吸煙（如果「飲早茶」也是一種壞習慣，那共有三種）。打麻將在當時我們

的心態可能是出於打發時間，吸煙則可能是趕時髦，兩種行為都是模仿成年人，從年青人

過度至成年人的表現方式，都是當作遊戲，且絕對不會從中賭博。年輕無知，沒想到數十

年後被當作玩票性質的吸煙習慣，害死了兩位老朋友──因吸煙而引致肺癌。

約在六年前我仍在倫敦，有一天與住在曼谷的馬同學通電話，告訴他我回港定居的

決定，他即告訴我他上患上肺癌的消息，且是晚期了。我回港後不久便偕同妻子到曼谷探

望，半年後，又再次探訪，那時他的身體更見虛弱，到了二〇一五十一月底，我們再次專

程前往曼谷，除了探望老友，更特別與三位密友相聚，彌足珍貴！

事緣有一晚我與另一位老同學通電，他住在瑞士日內瓦，大半年前心臟病發，大難不

死，決定要到曼谷探望已病入膏肓的老友。這次聚會只得三人，因當中一位陳同學煙癮極

深，已肺癌過世。三人相聚，可能沒有下次了！

誰會想到，中學畢業後我們各散東西，分隔逾半個世紀，在年邁但身體仍可之時，可

以再一次談笑風生，回憶中學青蔥的歲月，也展望百年歸老、日子滿足之時如何「安

排」。我們翻看舊照片，回想昔日聯手結伴遊山玩水的日子，在馬同學的大宅台階前喝着

清茶，樂趣無窮地東拉西扯，彷彿回到五十年前小伙子的天真時光。在人生黃昏之年，能

有此美景良辰，重聚話舊，無懼注目生命的終結，實是難能可貴。

我們三人能再次重聚，實是生命創造主的恩寵。住在日內瓦的那位同學在游泳時心臟

病發，在醫院昏迷了十二天，做手術植入了心臟起搏器，現今生活如常可以說是奇蹟！在

曼谷的馬同學患上肺癌已有一段時日，在確診為第四期至離世，也活了四、五的時間！

在我探望這位行將離世的馬同學時，得他同意為他祈禱，讓他能安然離世，並求上

帝迎接他。一個月後，雖然醫生早已宣告他藥石罔效，但他仍撐着，清醒地等待在日內瓦

的同學來。透過視像通訊我與他一起祈禱，安慰他，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與近六十年情

誼的老朋友訣別是難過的事。記得回港前在他家中，我倆擁抱話別，我說我們在天上再

會。他是一名佛教徒，但在床邊的抽屜中放了聖經。死後何去何從，是上帝的決定，但在

這刻，我則相信我們的友誼常存，死亡也不把我們分隔，正如上帝愛我，沒有甚麼能分隔

我與我主的關係。

情是何物？友情要經得起考驗。友情是從始至終都不懷私利之心或任何企圖，彼此互

相關懷，在困苦中互相支持，在分離時把對方藏在心底，莫失莫忘，能在年紀老去之時相

聚談歡更是人生美善情緣！人生難得有數位如斯交心交深的朋友，我感恩能有幸在中學之

時遇到這三位好同學，老朋友！

李鼎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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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議
會
專
輯

本
會本年度之總議會代表部會議經於五月廿六及廿七

日在本會安素堂順利舉行，出席、列席及旁聽者逾

四百三十人。在會議中，林崇智牧師及陳崇一醫生分別獲

選為二〇一八至二〇二一年度會長及副會長，請為彼等蒙

上帝揀選而感恩及代禱。

首日（廿六日）會議先由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長暨國

際禮拜堂主任范爾敦牧師及其團隊主領崇拜及分享信息，隨

即進行二〇一八至二〇二一年度會長及副會長選舉，並由會

長，香港、九龍東、九龍西及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長，香港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署任院長及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

會會長簡報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度有關事工。英國循道公

會代表Mr Steve Pearce致詞後，即通過牧師部提案，接納主
恩堂堂區會吏卓廸舜先生轉任本會總議會會吏；接納牧職人

員選訓專責小組之提薦，安素堂宣教師張苑心女士及香港堂

宣教師趙秀娟女士由本年七月一日起轉任本會總議會宣教

師。由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AGC Design Ltd）區朗軒先生
以簡報形式報告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之設計意念及最新進展

後，即以短詩、經文、主禱文及李炳光牧師祝福作結，於拍

攝全體大合照後休會茶聚。

兩日會議中均燃亮了一支有本會標誌之蠟

燭，像徵基督臨在，光照引導本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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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廿七日）會議先由陳德昌牧師以總

議會主日之主題「復和共融．合一宣教」主領崇

拜及分享信息。隨即進行議事，接納牧師部之報

告後即審議常務委員會及各總議會委員會提交之

報告及議案。會議中並由會長致送紀念品予以總

議會教牧人員身分服務三十年、將於六月三十日

退休之林綺紅牧師及以總議會教牧人員身分服務

逾十六年、於去年七月卅一日退休之范建邦牧

師。茲將重要之決議摘錄如下——

接納愛華村堂會友黃永健先生為本會堂區

宣教師候選人；選委歐訓權先生及吳健源先生分

別擔任本會「首席義務法律顧問」及「義務法律

顧問」；選委陳崇一醫生為「首席義務醫事顧

問」，並請陳慧忠醫生、婁關潔華醫生、陳嘉

璐醫生、陳思堂醫生、蔡智華醫生、婁培友醫

生、何耀榮醫生、胡漢榮醫生、曾德賢醫生、莫

子楓醫生、馮浩泉醫生、林文恩醫生、陳娟醫

生、熊嘉瑋醫師、簡美儀醫生、江志群醫生、伍

永鴻醫生、方道生醫生、郭志偉醫生、林樞庭醫

生、蕭子宜醫生、黃家漢醫生、郭嘉莉醫生、楊

志強醫生、文嘉祺醫生、李立業醫生、許紫珊醫

生、鄧頴琦醫生、蔡嘉澄醫生、麥慧敏醫生、鄭

雄威醫生、黎永智醫生、張綺敏醫師、陳家傑醫

生及循道衞理楊震牙科診所擔任本會「義務醫事

顧問」。

接納常務委員會「融資策略及安排專責小

組」就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及重建北角

衞理堂計劃之融資需要所作出之提議如下——

重 建 國 際 禮 拜 堂 暨 總 議 會 大 樓 計 劃 於

二〇一八年上半年結束後，相信總議會將負債甚

重，惟重建北角衞理堂乃總議會之工程項目，故

預算於二〇一八年五月為該計劃在總議會代表部

會議中舉行籌款出發禮，以總議會名義推動各堂

募捐六千萬元，不敷之數由總議會補足。此六千

萬元連同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計劃預算

支出四億八千萬元，總議會合共需承擔五億四千

萬元，期望於二〇二五年底前全面付還因兩個重

建項目所作之借貸。為節省利息支出，減輕成

本，項目支出按下述次序動用各方資源：會友之

奉獻，出售物業、股票及債券，屬下單位之免息

貸款，會友之貸款，而最後方才向銀行借貸。故

除鼓勵會友繼續積極奉獻以延後向會友免息借貸

之時間外，亦籲請屬下單位及委員會儘量將暫未

計劃動用之各類專款作為免息貸款，並逐步調低

向「教會發展專款」之請款數額，目標為「教會

發展專款」於二〇二五年前累積七千萬元作為償

還貸款之用；而由二〇一八年二月起，本會可獲

循道衞理大廈十樓以上樓層租金之半數，先全部

用以支持此兩重建項目，期望至二〇二五年可撥

交三千萬元。

是次代表部會議在本會安素堂舉行，出席、列席及旁聽者逾四百三十人。

會議由本會會長林崇智牧師（右二）、副會長吳思源先生（左二）、總

議會書記劉麗詩牧師（右一）及司庫曾立基先生（左一）主持。

首日（廿七日）會議由將國際禮拜堂聯

區聯區長暨國際禮拜堂主任范爾敦牧師

（T h e  R e v d  E d e n   F l e t c h e r）主領崇
拜及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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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由總幹事、工程委員會

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報告最新之進展後，會議

接納有關報告及具體提議如下──

調整工程之時間

1. 聘請顧問團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2. 土地勘測工程開展  二〇一七年二月

3. 地盤交吉  二〇一七年四月

4. 圍街板及拆卸工程開展  二〇一七年四月

5. 地基、挖掘及地盤平整
 工程開展  二〇一八年一月

6. 上蓋工程開展  二〇一八年十月

7. 取得入伙紙及室內裝修
 工程開展  二〇二〇年六月

8. 工程完竣及交還地盤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接納最新估算之工程費用三億四千二百一十八

萬元（包括備用金二千六百萬元）；接納北角衞

理堂堂區議會及工程委員會達至之共識，在不影

響此重建計劃之工程進度以及不大幅度影響整體

設計及工程費用之條件下，在結構上預留日後加

建一、兩層之可能性；接納北角衞理堂所設之

「重建統籌小組」召集人曾立基先生擬就之融資

計劃及最新收支現金流；在UBP（Union Bancaire 
Privee）為此重建計劃增設一個備用借貸戶口；
組織重建北角衞理堂統籌委員會屬下之「財務

委員會」及接納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屬下委員會

二〇一七年之修訂名單。

由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嚴迅奇先生以簡報形式報告重
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之工程進度，重建計

劃統籌委員會主席報告其他各方面之進展後接納

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計劃之報告，並通

過此計劃宣傳、籌款及行政支出之初步預算。

接納「私人土地用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之

進度報告；追認申辦位於粉嶺皇后山全新之資助

小學，以利本會宣教事工之發展；本會同時物色

合適堂會支持及承擔新校之宣教工作。

接納牧師部之提議，同意劉麗詩牧師於

二〇一八年開始分段取用工作休假之申請。同意

岑禹勤牧師、陳建基牧師及梁慈光牧師延遲一年

退休，繼續接受調派之申請。同意張國良牧師於

二〇一八至二〇一九年或之後兩個年度內工作進

修一年之申請。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度總議會

教牧人員職務安排如下：由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起，選委林津牧師連任香港聯區聯區長，並以聯

區長身分擔任鴨脷洲堂顧問牧師；陳建基牧師連

任九龍東聯區聯區長；王玉慈牧師連任九龍西聯

區聯區長、兼任信望堂主任牧師，並以聯區長身

分擔任天水圍堂顧問牧師；范爾敦牧師連任國際

會長林崇智牧師致送紀念品予英國循

道公會代表Mr Steve Pearce留念。

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AGC Design）區
朗軒先生報告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之

設計意念。

翌日（廿七日）會議由陳德昌牧師以總

議會主日之主題「復和共融‧合一宣

教」主領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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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堂聯區聯區長；范建邦牧師協助安素堂之牧

養工作；梁慈光牧師擔任筲箕灣堂主任牧師；李

英偉會吏擔任天水圍堂主任；卓廸舜會吏擔任鴨

脷洲堂主任；總議會宣教師張苑心女士及趙秀娟

女士分別協助觀塘堂及亞斯理堂工作；其他教牧

人員之職任不變。由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謝

志宏牧師擔任救主堂主任牧師，其他教牧人員之

職任不變。

接納行政人員會議就總議會書記所作出之提

議，書記於總議會代表部會議中選舉產生，隨即

上任，亦參考正、副會長及司庫之安排，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惟不得連續超過兩任，累積四

任為上限。

接納國際禮拜堂聯區遞交之本港菲籍人

士事工二〇一六年之財政結算及二〇一七年之

財政預算（奉獻收入十七萬一千三百元，支出

一百九十五萬九千四百廿九元），總議會繼續資

助預算赤字之三分一，由二〇一七年一月起每

月資助四萬九千六百七十元（目前每月資助四萬

五千六百四十六元）；另在本會正式開展澳門之

菲籍人士事工時，鑑於國際禮拜堂在遷入新廈前

之財政困難，資助額外幹事同工薪津之全數，是

項安排每年檢討。

追認為配合普通話事工之發展，接納由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起聘請每週工作六節之宣

教同工之提議。接納國際禮拜堂聯區遞交之普

通話事工二〇一六年之財政結算及二〇一七年

之財政預算（奉獻收入廿二萬元；支出七十六

萬五千四百八十二元），總議會繼續資助該事

會長及副會長分別致送紀念品予以總議會教牧人員身分服務

三十年、將於六月三十日退休之林綺紅牧師（上圖中）及以

總議會教牧人員身分服務逾十六年、於去年七月卅一日退休

之范建邦牧師（下圖中）。

與會者踴躍舉手表示同意有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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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預算赤字之半數，由二〇一七年一月起每月

資助二萬二千七百廿八元（目前每月資助一萬

八千四百四十五元），一年後檢討。

接納牧師部「服侍本地印尼傭工工作小

組」提交之報告及提議：由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起增聘印尼華僑陳清蘭女士（Tut i  Land ja r sa r i  
Tandjung）為本計劃之宣教同工；除一如既往籲
請各堂每年由「慈惠款」撥款支持服侍本地印尼

傭工事工關懷及探訪工作之支出，亦繼續籲請各

堂每年由「宣教款」撥款支持本事工之經費（預

算為每年度二十萬元）；並同意該事工製作短片

於主日及／或堂區議會播放，安排同工分享及印

製奉獻捐封，以加強各堂對「印尼事工」之關注

及支持。

參照教育局有關「如學校在運作上沒有實

際需要及切實理由，不應以界定合約期方式聘用

正規教師」之指引，取消屬下小學法團校董會每

年與常額教師簽約之做法，並即時由二〇一六至

二〇一七學年開始執行（試用期內之常額教師

除外）。鑑於〈教育條例〉視校長為教員，故

在現行之考績制度維持不變（即每三年進行一次

詳盡考績，其餘兩年只需進行簡單考績）之情

況下，取消以三年一任方式續聘屬下中、小學校

長之做法，並即時由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學年

開始執行（試用期內之新任校長除外）。惟屬下

中、小學法團校董會須每三年通過有關校長之詳

盡考績報告後，將該份考績報告交學校教育部部

長審閱。

為加強本會與屬校法團校董會及校董會之

聯繫，增選學校教育委員會之三位信徒會友校監

為學校教育執行委員會之成員，未當選為執行委

員之屬下中、小學及幼稚園幼兒園當任校監則擔

任學校教育執行委員會之當然列席者。通過小一

入學申請人「與本辦學團體有相同宗教信仰」之

定義為具備以下證明：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之《香

港基督教堂會名錄》開列之基督教教會會友（約

一千三百間）；已接受洗禮之天主教徒；或其他

獲校監、校牧及校長接受為「等同與本辦學團體

有相同宗教信仰」之堂會會友。

在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成立「金齡事工

專責小組」，其目標包括：負責推廣「金齡事

工」異象，鼓勵及支援本會堂會關懷並牧養金

齡人士，開展「金齡事工」；凝聚及培訓本會委

身「金齡事工」之宣教同工及信徒領袖；透過關

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嚴迅奇先生（上圖）及重建計劃統籌委員
會主席盧龍光牧師（下圖）分別報告重建國際禮拜

堂暨總議會大樓之最新設計及各方面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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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會議之晚膳分別於安素堂及真光女書院以自助餐形式進行，與會者一起分享友誼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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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本會金齡信徒之身、心、社、靈，協助彼等適

應退休生活，凝聚彼等發揮恩賜、專業知識及技

能，參與堂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之服侍，分

享信仰，實踐使命，見證基督，活出豐盛生

命，達至本會「三結合」精神；及建立金齡人才

資料庫。

在澳門事工委員會下設立「澳門菲籍事工

專責小組」，負責管理本會本年六月中旬在澳門

開展之菲籍事工，成員包括：澳門事工主任（主

席）、澳門堂主任、澳門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國

際禮拜堂菲籍事工督導、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

長、澳門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監事一人、澳門事工

委員會代表兩人及國際禮拜堂代表三人。

「教會發展專款」項下資助之「宣教幹事薪

金計劃」由二〇一七年度起，津助已屆五年或以

上之單位，如遇財政困難，可於每年三月或之前

遞交申請資料及闡釋堂會財政需要之信函，經審

批小組審議，首年繼續獲薪金百分之四十（上限

每月六千元）之資助，其後再申請之資助額必須

逐年遞減，最多資助三年，之後由各該堂會全力

承擔。

修訂本會《法規》及《附則》；通過「教會

發展專款」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度之預算，撥

款二千五百一十九萬餘元作為分期支付重建國際

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之建築及設備費，支持三事

工部門發展新事工，屬下堂會及學校發展校園事

工，澳門事工，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普通話

事工，屬靈導引導師薪津，崇基神學院，澳門菲

籍人士事工，墊支循道衞理中心電費，英國循

道公會宣教事工及其屬下之華人福音工作，緬

甸、孟加拉、柬埔寨及內地事工等費用。接納本

會經常費二〇一六年決算盈餘約二百卅七萬元及

二〇一七年預算不敷四十五萬三千元。

會議於晚上九時卅二分議事畢，由候任副會長

陳崇一醫生分享獲選感言，與會者同唱短詩及同誦

主禱文後，由李鼎新牧師祈禱祝福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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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會長、副會長、司庫及

書記分別與本會屬校校長

及學校教育部部長簡祺標牧

師（圖一），社會服務機構

總幹事及社會服務部部長余

恩明牧師（圖二），堂區教

牧同工（圖三）、神學生及

宣教牧養部部長何慧儀牧師

（圖四），以及總議會辦事

處同工（圖五）合照。

︵
圖
一
︶

︵
圖
二
︶

︵
圖
三
︶

︵
圖
四
︶

︵
圖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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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智牧師及陳崇一醫生分別獲選為二〇一八至

二〇二一年度會長及副會長，圖為陳醫生分享當選

感言，表示是次當選與一九九三年因家庭需要及工

作事奉忙碌懇辭連任副會長一職相距廿四年之久，

惟期間仍以不同身分與核心之弟兄姊妹緊密事奉，

盼望擔任是屆副會長後，能由更年輕、更有新意之

弟兄姊妹接任，亦盼望卸任副會長以其對教會、對

事工之認識，對教會之愛心，以不同角色在教會中

繼續參與、承傳，懇請弟兄姊妹繼續為其代禱，亦

祈求天父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加入教會之事奉行列。

會議圓滿結束，由李鼎新牧師祈禱祝福後散會。

與會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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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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