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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曾經有一個移民潮，記

得當時有一位著名牧者，離港前說了一句

話：「去留隨神旨，到處成見證」。

移民誠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去到一個陌

生的地方，語言、文化、生活方式都不一樣，全

家人由零開始，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人之常

情是亟亟去問，上帝的旨意是叫我移民他國，抑

或留在香港生活呢？

「去」與「留」其實並不是最重要，人生

許多抉擇也不是非此即彼，更加缺乏先例可援

及把握的保證。上帝的旨意其實不在於「去」或

「留」，而在於叫我們「到處成見證」。

祝願弟兄姊妹，不論選擇移民或留港，都活

得積極進取，幸福美好。

吳思源
總編輯

編

輯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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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訊》於二〇二一年二月廿二日（星期一）邀得四位本會堂主

任——陳德昌牧師（北角堂）、盧偉祺牧師（九龍堂）、陳建基牧

師（馬鞍山堂）及余恩明牧師（香港堂），與文字事工委員會主席吳思源先生

及副主席蘇永權先生，就會友移民之情況及在移民浪潮下如何牧養進行交流及

分享，期望與讀者分享當下教會之現況，並彼此勉勵，即使在時代衝擊下，仍

然靠主堅固，肢體合一，在信仰上站立得穩。以下為分享會之摘錄：

部分堂會移民情況分享

吳思源先生：	香港因政治情勢，有數據顯示，二〇二〇年內已有五萬人移
民離港，相信二〇二一年的人數將持續攀升。無論是天主教

會或是基督教會，都對移民情況多了關心，由於疫情影響，

教會停止崇拜，教友移民的情況多在無聲中進行，也有教友

因擔心移民會被批評為不夠信心，避談移民的心聲。

陳德昌牧師：北角堂一直都有教友移民，如進修或開展人生下半場，惟自
二〇一九年社會運動起，激發更多人出走。一類是在外國已

有家庭網絡，本身已取得外國的身分，提早移民與家人團

聚；另一類是社會運動後開始積極考慮移居國外，本身亦有

豐厚的資源；第三類是沒有經濟能力的年青人，但因外國政

府放寬移民限制，故決定離開。北角堂已有十個家庭計劃在

疫情通關後離港。

移民浪潮下的牧養
整 理 ： 編 輯 室

左起：陳德昌牧師、余恩明牧師、陳建基牧師、盧偉旗牧師、蘇永權先生及吳思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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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恩明牧師：香港堂數月來的確多了年青人以
讀書進修的理由離港，也多了會

友查詢有關資料，大多是為了子

女教育。現時移民手續簡便，我

預計疫情後香港堂會相繼出現。

陳建基牧師：九龍東聯區曾召開兩次座談會，
堂主任分享情況未如想像中嚴

重，移民人數不多，可能現時仍

受限於疫情。馬鞍山堂教友多

為「海歸派」（即海外回流人

士），對移民採開放態度，不會

避而不談。如要諮詢有關移民的

事，馬鞍山堂有很多資源可提

供。二〇二〇年已有十個家庭移

居海外，主要為加拿大、澳洲、

台灣、英國，均因子女教育而離

開。馬鞍山堂有一個網上團契，

有十個家庭參與，包括在港及已

離港的團友。

盧偉旗牧師：九龍堂已得悉超過十多個家庭將
會移民，相信仍有很多會友在考

慮中，特別是年輕的夫婦。那些

本身已擁有外國國籍的專業人

士，反而不急於離開，因已有條

件可以隨時離港；最想離開的反

而是從未移民、子女在小學階段

的人士。九龍堂教友離開的比例

不算高。

蘇永權先生：按我所知，北角衞理堂過去半年
有二至三個家庭已離開，都是

三十多歲，子女幼小或在小學階

段，這組別與其他堂會的分享相

似。我尤其擔心年青人，他們用

盡方法離開，表明一去不回，對

香港不留戀，這心態尤其在社會

事件後更為明顯；多以讀書為移

居的理由，而西方的移民政策也

是很歡迎這類別人士。教會是社

會的縮影，這情況需要關注。

陳德昌牧師：北角堂、北角衞理堂及香港堂相
對是中產堂會，有相類似的情況

出現，香港聯區其餘的堂會較為

基層，較少出現這情況。移民政

策開放吸引年青人離港，但彼邦

的生活是否如他們所想？我較為

擔心他們落腳後的生活。

盧偉旗牧師：另一個牧養難題是「太空人」。
有專業資格的人士多不會選擇移

民，因為其專業資格在彼邦失去

認證，這批人士不會全家移民，

有專業資格的家庭成員留港賺

錢，子女及太太則長居外地，這

是牧養上一個要留意的情況。

余恩明牧師：很多年青人有孤注一擲的移民心
態，因為他們沒有成本，但在彼

邦的生活情況更令人擔心。我們

宜將實況呈現，例如當地教會的

華人事工對象是大學生，而當中

又以內地人士為主，文化有所不

同，能否融合要有心理準備；外

國的生活未必如他們所想像，不

要把移民浪漫化。

吳思源先生：	香港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由
一九四九年起內地移民大量湧

入，其後香港有三波對外的移

民潮，第一波是六七暴動，第

二波是八二年中英談判，第三

波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從

二〇一四年「佔中」、二〇一九

年「反修例運動」至今，再次掀

起移民潮。

 上世紀八十年代歐美開放型社

會，經濟處於建立期，當時移民

成為他們的新力軍，但現今歐美

出現排華風氣，華裔備受歧視。

六、七十年代基層移民到彼邦從

事基層工作，開餐館、洗衣店，

但現今歐美社會結構與六、七十

年代已有所轉變，現今基層移民

能否生存？

 教會面對兩個課題：1 .  如何關
懷牧養去意已決的年青一輩；2. 
移民潮對教會有何衝擊？教會如

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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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移民會友，提供適切支援

陳德昌牧師：	本會牧師部舉辦有關移民的講
座，聯繫不同地區的牧者分享當

地情況及經驗，其後會有跟進的

活動，如在不同的地區安排接待

人，並鼓勵會友與牧者交流溝

通，解開心結。這成為一個新的

牧養渠道，切合社會的改變及會

友的需要。

蘇永權先生：	除了協助會友適應彼國的生活，
在他們作去與留的抉擇時，牧者

幫助會友了解情況，從多角度思

考，怎樣在大時代中安身立命，

尋求上帝的心意也很重要的課

題。

陳德昌牧師：	移民講座是一個配合已選擇離開
的會友的事工，牧者為其祝福、

協助適應及提供渠道；而如何牧

養對那些選擇留下的會友亦是不

能忽視。接下來第二階段要處理

的就是留下的會友的牧養需要。

余恩明牧師：	這是不同階段性的牧養工作。本
會的移民座談會是以坦誠開放的

態度，以示對會友的接納。我鼓

勵教牧同工和團契導師把聚會時

間作一些調動，又鼓勵已經移民

的會友透過網絡，繼續參加不同

的聚會，保持與教會聯繫，當有

一日回流時，教會仍是他們的

家。

善用科技，打破時空限制

盧偉旗牧師：	現今年青人熟悉科技，即使移居
外地，仍可透過Z O O M出席團
契，奉獻也可以用電子方式支

付，這是新的牧養形式。在網絡

上不受地域限制，屯門與英國沒

有分別。牧養上，關係的建立才

最重要，借助科技的幫助提供情

感上的過渡期，天涯若毗鄰，在

投入異鄉生活之餘，亦與原生教

會保持聯繫。

陳建基牧師：	移民是社會現象，我個人不太擔
心。教會的發展上帝並未應許是

平坦安穩，乃是有挑戰性的，但

祂亦保守賜福。除年青人外，有

三類教友亦很需要關注：教師、

醫護及社工，他們受社會事件影

響，對政府的政策及制度失去信

心。

吳思源先生：	現在科技打破時空，若預計有十
分一港人移民的話，那留下的十

分九同樣面對衝擊，同樣是一個

很大的課題，很高興牧師部啟動

這關懷事工，這是很好的開始。

對留下來，或走不了的人，教會

有甚麼工作？

祈禱文化，求問上主心意

盧偉旗牧師：	移民潮對教會來說，是一個靈性
的問題，非策略問題。年青人的

生活技能高，但靈命幼嫩，少面

對人生巨大的抉擇；而移民是人

生系統的轉移，他們將面對外地

宗教生活的衝擊，能否融入當地

教會？當地的信仰氛圍低落，如

何將信仰傳承給下一代？這些都

是要關心的問題。我們將心靈安

靜在主內，學懂如何分辨上帝的

心意，透過祈禱求問上帝的心

意。牧者可透過講道、工作坊

等，提倡全家祈禱求問上帝心意

的文化。

蘇永權先生：	年青人是教會的接班人，他們的
離開激化了教會老化，教會發展

有何影響？

盧偉旗牧師：	相信教會的發展有上帝的引領，
「危」同樣可以是「機」，疫情

下同樣令更多人尋求心靈的綠

洲，這個契機可以激發門徒的心

志，增強傳福音的動力，如能處

理留守香港的年青人靈性的需

要，也是教會發展的另一個契

機。面對社會兩極化的形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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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應跳出政治的光譜，以屬靈角

度化解張力。

吳思源先生：	香港數十年來經歷多次因政治及
社會情勢而引起的移民浪潮，但

在上帝保守下，教會亦能過渡及

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教會絕大部

分的牧者留下來，對教會的震盪

不會很大。教友的去與留均沒有

對錯，只是選擇不同。教會有何

信息給教友？

堅守信仰，做好大時代下的門徒

角色

陳德昌牧師：	教會不談政治，講的是上帝的治
權，門徒的角色展現我們的屬靈

氣質，在這艱難時刻教會更應持

守及忍耐。

吳思源先生：	大時代下人更顯脆弱渺小，門徒
要持定信心，堅守信仰，在身處

之地做好信徒的角色。

盧偉旗牧師：	要回歸關係（relational），如能找
到親密的小組關係，就能互相分

享生命。很多信徒只參加崇拜，

沒有團契生活，與牧者及教友關

係疏離，在疫情下這情況更甚。

要抵擋這洪流，教會牧養要細緻

化，如衞斯理約翰的班會生活、

門徒的問責關係，讓弟兄姊妹有

互相守望的同行者；與此同時，

教會要配合需要，訓練組長。

陳德昌牧師：	就是團契小組盟約化。

陳建基牧師：	在牧養上，不宜單獨挑出移民的
會友，宜將焦點放在如何恢復正

常生活之上，強調靈性栽培。疫

情下以Zoom網上形式的團契小
組大量出現，這是我們如何使用

科技來協助牧養的挑戰，也是一

個契機。

蘇永權先生：	同意回歸信仰的基本步，面對大
時代轉變，更應加強聖經的教

導，聖經中很多類似的記載，可

以幫助我們有較宏觀的歷史觀，

懂得在衝擊下如何在信仰中安身

立命。

吳思源先生：	總結來說，教會先賢遠渡重洋，
在陌生地方建立教會，未必有充

足的討論及完備的策略後才去開

拓禾場。馬來西亞砂拉越衞理

公會創始人黄乃裳有見晚清政

府羸弱不振，家國不寧，民生

困頓，遂於一九〇一年帶同第

一批鄉民，到東馬砂拉越的詩

巫（Sibu）墾荒，由零開始摸索
當地風土人情，逐步建立教會。

由此可見，個人生命力、順服上

帝，遠比有否宏觀的策略謀略更

為重要。對於選擇離開的人我們

不以道德判斷，無論是去是留，

也持守信仰，繼續順服上帝的帶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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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會一位正辦理申請移民手續的會友，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問：為何想在這時間移民？為何選擇加拿大？	

答：  為了小朋友。在現今社會情況下，定居加拿大是希望給下一代有好的成長

環境——自由的空氣、教育的壓力、環境及空間也是十分重要。加上自己

年紀漸長，如果超過四十歲申請移民的話，會較困難，適應環境及取得工

作批准的機會也較低，所以選擇早些離開，以便及早適應。

問：	內心有甚麼考慮及掙扎？

答：  擔心找不到工作、有財政負擔、不能適應環境等。對香港也有很多顧

慮，會掛念在港的家人，但為了下一代也要去試，怕再等下去就走不了。

問：	對移民的決定有何憧憬？	

答：  期望一家人可以重新開始，適應新生活，投入當地社區及教會的生活。

問：	如何在信仰中落實這決定？	

答：  這段時間與太太有深入的討論，一起透過祈禱去印證。雖然我們沒有公開

移民的意向，但私底下有與同路人分享，並邀請他們代禱守望，將事情交

託給上帝，相信祂會開路、帶領，讓我們得知自己的使命是甚麼。

問：	對於其他想離開香港的人，有何鼓勵的說話？

答：  家人是最要緊，如配偶不支持移民，就要多些溝通討論，要有共識甚麼對

家庭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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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邊愈來愈多人離開香港，每個月都有想不到會離港移民的人突

然說：「我們要離開香港了！」或者，這種港人的「流動」情

況，必定成為司空見慣的事。這是無奈的。自二〇一九年起，因政治

風波及世紀疫症而經歷前所未有的困境，一直所擁有的人與物，再不

能帶來甚麼必然的保障！香港失去的人與物是那麼多，外在的壓迫及

內心的困苦，更是難以形容。我們奮鬥過，堅強過，流淚過，但世事

仍只在上主的掌握中，不在我們手裏；彷彿活在牢籠中，不知明天如

何⋯⋯

有年青人說：「無理由見到香港差就走！」當然，也有人會認

為現在香港與大灣區融合，充滿機遇，為何要走？但現實也有很多年

青人已經離開香港，別過他們所愛的地方；而不少成年人也透過不同

的方式移民外國，開展了人生的新一頁。他們移居的國家主要是英國

和加拿大，鄰近的台灣也是不少香港人的選擇。特別是英國和加拿

大，為回應香港的特殊情況，特設極為優待的移民政策，讓港人快速

得到移民／居留的身分，到達以往夢寐以求的國家。那麼，面對未知

的將來，信徒對於是否移民的考慮可如何抉擇呢？或許以下幾點可以

幫我們梳理一下：

離開的考慮：
1. First thing first，是為子女嗎？要離開，總是困難的，尤其是要

離開年長的父母，大部分和我分享考慮移民的人，都表示擔心父

母無人照顧，令他們難以決定去留。若最終決定離開，都只有一

個原因，為了子女的未來！我們可以祈禱：「主啊！我處於兩難

之中，求祢指示我哪個人或事是我優先要考慮的，求祢賜智慧給

我，讓我一步步跟隨祢的帶領，否則我只會停下來，一步也不能

踏出！」當然，有很多人會考慮孩子的未來，故會毅然決定離

開，為他們尋找一處新天地，開心成長的地方。若孩子是未來生

活的首要考慮，那先踏出移民的一步，再看上帝的帶領也是無可

厚非的信心之旅。

留或流的 抉 擇 劉 建 良 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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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抓緊追尋夢想機會：因應香港現時特殊情

況，英國及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特別簽證計劃，並且讓申請人到達該國

後，若符合條件，可較易得到永久居民（PR, 

permanent resident）身分，並在將來成為該

國國民（citizen），可以有投票權利及各種福

利。過往要千方百計得到外國居留權，現在

只要按英國或加拿大「優待港人計劃」就可

以「輕易」移居海外，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

會，應該把握。另一方面，很多父母都會考

慮孩子在外國升學，但以學生簽證身分，需

要付出比當地人貴數倍的學費；若以「工作

簽證」身分移居海外，例如加拿大，申請人

的配偶就可以得到「配偶工作簽證」（Spouse 

Working Permit），而子女也可以免費入讀公

立學校，然後在適當時候申請PR，這也是為

孩子升學實現夢想的機會。不要讓「Life has 

killed the dream I dream！」

3. 重新開始：人生很多經歷和過去，「甜酸

苦辣」都有，若想重新開始，撰寫人生的新

一頁，移民是一個很好選擇。有正辦理移民

的青年人對我說，很想到一個能常常接觸不

同國籍、文化的地方生活，體驗生命的各種

色彩，不想困囿在某一個地方；很想放下過

去，重新出發。他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引導

他走向新生活和新挑戰，值得尊重和讚賞！

4. 給自己生命一場「冒險」：我想引用古倫

神父（Fr. Anselm Grun）的一段說話來說明這

點，「我們的生命是一場冒險，一場上帝賜

給我們向我們挑戰的冒險。走這條路，表示

我們要勇於嘗試，面對生命中美好以及危險

的一面，不只尋求新的展望，也體驗黑暗的

時刻，並深信走一趟是值得的，因為它可以

喚醒我們的力量，使我們堅強，同時也讓

我們在這當中愈來愈能夠享受施與受的樂

趣。」（《家庭是人生的冒險》，p.14，瑪達

蓮娜‧伯格納，古倫神父著）大家可以細味

他的說話，很多時人懼怕新環境，不想接受

挑戰，但人生本是一趟旅程，在適當的時

候，認真考慮是否開始新的冒險，實在是一

種實現自我（se l f -actualization）的過程，體

驗生命的堅強與脆弱的機會。若有心，沒有

甚麼東西可以阻止我們冒險！

5.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為家庭尋找上帝賜予

人寶貴尊嚴的自由生活：絕大部分決定／考

慮離港的人，都了解過去兩年香港所遭遇的

事，當中的改變是很多人不願意見到、也難

以接受的事情。當香港社會好像「平靜」下

來時，其實仍有非常多人的心靈處於極度的

困擾之中，他們的情緒容易受外界影響而波

動。香港，這個家，對他們來說代表了一種

創傷，皆因失去了尊嚴和自由而造成的創

傷。曾有鄰居對我說，她的丈夫每天都希望

走出這個令他感到窒息的地方，帶家人到一

個新的地方重新生活。這種感覺，不是每個

人都有，但無人能否定別人，只能尊重香港

人愛香港的心是多麼濃厚，對尊嚴和自由是

那麼看重！因此，為保存這種無比重要的價

值，離開，是可考慮的一步。離開，可以是

一個帶着使命的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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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的考慮：
1. 這地方屬於我。其實，若有這種信念，對香

港人來說，根本不需要找任何留下來的理

由。因為這裏根本就是我們的家，無論怎樣

改變，我們就是會留下來。

2. 為何我要離開？或許有些人會覺得過去兩年

香港變得面目全非，這種改變甚至超過我們

的想像，好像一下子已經過了幾十年，去到

二〇四七年一般。但作為香港人，我們有一

種天生的「香港精神」，叫我們有極大的能

耐去面對一切的挑戰和逆境。我們會隨着外

在環境的改變而作出調整和適應，故此會覺

得沒有甚麼可以令我們決定要離開。就算是

經歷前所未有的困難，我們都不會放棄這個

地方，也找不到一個因困難而出走的理由。

3. 是否準備好面對更大的轉變？若我們選擇留

下來，我們必須清楚一件事，就是我是否準

備好面對更大的挑戰。有些事情，着實會超

越我們的能力可以處理，特別是政治、社會

環境及制度的改變。若是變好了，當然沒

有問題，但事情發生也不是按着我們的預

期，那麼我們考慮留下來，是否有充足的準

備，這是我們必須問自己的。這樣我們就知

道是自己甘心留下來，有了某種的決心，使

我們能繼續快樂地在這裏生活。

4. 不要氣餒，努力面對，保護這個家。不願意

離開，是否我們相信香港是需要更多人留

下來，為未來而努力，為保護這個家而付

出？這是我們必須問自己的，使我們能堅強

地面對未來的挑戰，用時間來建立這個家

元，重建過去的光輝。我們可以有千百個

理由離開，但只要有一個充分的理由留下

來，我相信我們就會義無反顧地留下來。

5. 為一個使命留下來。簡單而言，若上帝呼召

你留下來，留下來就是一個使命，一個光榮

的使命。這種內心的呼喚，不需要外在事物

的證明，只需要內心的平安，那我們就會知

道怎樣在困難挑戰中走下去。

以上幾點，只是我個人的領受和分享，無

論你決定留下還是離開，都要盡可能地保持清醒

和深思熟慮。努力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而不

是讓它讓你變得更好。如果你願意放下一個地

方，無論是香港或是外國，那就用心去生活吧！

留或流，這是一個選擇，盡可能充分地接受你的

決定，將有助於你不帶着遺憾回首過去。沒人能

告訴你該留下還是走，在你的世界上的某個時刻

想要實現，或是由留變走，或是由走變留，都是

可以的，只要你知道上主是充滿萬有的主，祂給

我們尊嚴，有選擇的自由，也有活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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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與否，是許多香港人尤其是中青年一代的掙扎，信徒亦不例外。但其

實有了噴射機，有了互聯網，以至有了5G之後，世界儼然已縮小為一條

「地球村」，地域疆界之分不復存在。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一套電視劇叫《抉擇》，主題曲由黃霑填

詞，林子祥主唱，洞燭先機地預言了「地球村」這個概念。

「幾多往時夢　幾許心惆悵　別了昔日家　萬里而去　心潮千百丈

收起往時夢　拋開心惆悵　任那海和山　助我尋遍　天涯各處鄉」

這首歌說得好，天涯各處其實都可以是自己的家鄉，對要移民離港

者，不論遠至倫敦或多倫多，或是悉尼，或是新加坡，以至近至大灣區，只

要是心之所繫，就如《抉擇》另一句歌詞：「再起我新門牆，勝我舊家

鄉。」

我曾多次到訪馬來西亞砂拉越的小城詩巫（Sibu, Sarawak），這個又稱

「新福州」的地方就是由中國福州在十九世紀末移民過去的熱心基督徒（也

是衞理公會的義務教士）黃乃裳先生（1849-1924）一手建立的。黃先生是愛

國份子，也曾支持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但因家鄉窮困，民不聊生，遂先後數

次帶領鄉里南下經新加坡到渺無人迹的砂拉越拉讓江一帶覓生機，差不多由

零開始，建立起這個名叫詩巫的小城。今日詩巫有人口廿多萬，其中接近一

半是華裔，也多是福州人，故詩巫又稱「新福州」。

有次在詩巫街頭小店和當地華裔友人吃乾拌麵，朋友說這個福州名麵在

福州現在已失傳了，真正的乾拌麵當今只有在詩巫找到。

移民本無對錯，只要知道要好好植根在新的地方，其實藉互聯網已足夠

紓解「鄉愁」，再加上踏實在新地方生活，那裏就是你的新家鄉。

曾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本身在馬來西亞怡保出生，是馬籍華

人，他一生住過大馬、新加坡、澳洲和香港，他說自己心懷中國，又放眼世

界，以四海為家卻又清楚知道自己根在哪裏。他太太林娉婷有句名言，值得

我們無論「去」或「留」的都要深思：「我們住在甚麼地方，那裏就是我們

的家。」

有了這個信念，不論留港或移民，也得心安。

去
留
無
對
錯
，
心
安
即
是
家

吳 思 源  
九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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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本待久了，察覺到我所服侍的教會內

的肢體為何如此冷漠，主因不是日本文

化，而是受這教會的歷史、身處的社區和會眾

家庭背景所影響。

教會肢體都需要主愛和別人關心，以及不

同牧養方式建立信徒生命。然而這裏的牧師強

烈反對舉辦門徒訓練或團契小組，他認為日本

人不喜愛與人分享，這些活動只會給予他們壓

力。另外，牧師很重視教會內的一羣華人，他

們人數漸多，孩子們在崇拜中常常亂竄。在兩

個不同文化的境況下，教友間產生了很多問題

和衝突，縱然大家曾嘗試提出改善方案，牧師

卻堅持崇拜不能按國籍或年齡而分，無論如何

也該只有一堂崇拜。雖然崇拜後特設兒童崇

拜，但家長們對這安排是有意見的，可是一直

都無法改變。面對會眾和同工的不同聲音、教

會的荒涼，我感到憂傷苦痛，同時意識到教會

和牧者必須更新。然而我做不到甚麼，只能忍

耐、順服和默默地為這教會禱告。

疫情下，不能有太多人同時聚集在一堂

崇拜，故要分年齡和國籍舉行崇拜，因此崇拜

由一堂分拆成五堂。而家長們因害怕小朋友受

感染，大部分家庭都沒上教會。牧師從不害怕

面對疫情，深信主必保守，可是未太理解會眾

的心情，並認為年輕人不會受到感染，區內

亦無人染病。牧師和會眾對防疫的看法呈兩

極端，我曾嘗試協助他們設身處地去理解對

方，卻無功而回。

疫情下的新轉機——

關 珮 而
本會信徒外派差遣員

一天，牧師女兒校內有數位小學生感染

新冠肺炎，作為家長會主席，他必須通知所有

家長。此事推翻了他對防疫的想法，對他而言

是一大打擊，也許這事提醒他主權是在上主手

裏，人不應輕視。與家長們開會後，明白到各

人對疫症的恐懼和擔心，他改變了過去的態

度，對人多了體諒和關心，不再一意孤行。此

事亦讓我意識到自己在守望教會的角色，要為

人代求和耐心等候神的時間。讚美主！在主凡

事都能！

這事以後，我大膽向牧師分享我對他的看

法，勇敢作出提醒和意見，也與他分享我在靈

修裏的得着和主給我的話，漸漸地我與牧師多

了在靈裏溝通，少了分歧，他終於放心讓我全

力去牧養華人，並設立華人崇拜，讓他們能聽

華語信息。

感謝聖靈引導，給我當說的話，華人會友

慢慢明白日本牧師的苦衷，我鼓勵他們多為牧

師和教會禱告。此外，牧師不再反對成立團契

小組，接納組長訓練計劃和實行小組制，教會

也得以復興。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心，到

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加六：9）

實踐異文化宣教，雖會遇到困難、誤會和

衝突，但只要緊記主的吩咐，靠主前行，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海
宣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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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 愛 琪
觀塘堂                                                                   

隨着香港在二〇一九年發生的社會運動，及後二〇二〇年爆發的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我所認識的兩位弟兄姊妹也決定移民，他們期望在離開香港後，能

夠展開新的生活。

其中一位姊妹看見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下，她所牧養的年青人與其教會傳

道人的政見立場不一致，她心痛年青人的行動得不到牧者的支持，於是萌生起

移民的念頭。最後，她和丈夫分別辭去香港穩定的工作，然後移居澳洲，並計

劃進修輔導學碩士，將來再繼續服侍年青人。縱然她和丈夫在移民後需從零開

始，不但是尋找居住的地方，抑或是生活適應方面，也需從長計議，但在過程

中，我看見她依靠對主的信心，毫不懼怕，並將她的前路擺上。

我的另一位弟兄朋友現已移居澳洲，他是一位工程師，在香港擁有一份穩

定的工作。但隨着疫情的嚴峻發展，他認為香港前景並不樂觀，亦感到無限唏

噓和無奈，於是寧願移居澳洲，寄望有新的生活和開始。他在二〇二〇年九月

定居澳洲後，暫居於朋友家中，也開始學沖咖啡和考車牌，自力更生，並打算

轉行以維持生計。在澳洲的生活，使他感受到一片自由和盼望的天空，相對於

香港，他似乎重燃那份對生命的熱誠和滿足。

從以上兩位弟兄姊妹的經歷和選擇，我看到他們計劃移民的心路歷程，心

裏明白他們放棄在香港多年的穩定生活、工作、教會及家庭所付出的代價，但

同時亦反映他們離開香港之決心。願主帶領他們的前途和人生，繼續活在主的

同在和恩典裏面。

信 徒 也 移 民
從

二〇一九年的反修例運動，到二〇二〇年《港區國安法》的實施，移民的課

題再次成為社會中的熱話，在教會中也不例外。教會作為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當然需要繼續牧養大部分留下來的弟兄姊妹，但亦不能忽視那些正在考慮、計

劃、甚至已經移民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因此，本會社會服務部屬下的社會事務關注

小組特別就移民這課題，邀請了兩位成員，分享他們身邊一些已決定移民的弟兄姊

妹的心路歷程，讓我們能對他們的考慮和掙扎有更多的了解和關心。

基督徒的移民現況

社
關
點
滴

14



林 樹 棠
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我認識的一位姊妹，將告別長達廿多年於社會服務界的服侍，於本年

三月內離開香港前往日本進修，以會合早於去年十二月已抵日本的一對就讀

小學的子女；而其丈夫亦會在短期內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一家在日本團

聚，開展新生活。

姊妹表示，其母親於二〇一九年安息主懷後已沒有最大的牽掛，因而

能放低所有顧慮，接受其丈夫與兒子於二〇一八年同遊日本後的共同意願︰

移居日本。丈夫透過親友穿針引線，申請子女在當地入學，子女已於去年

七月獲批簽證，其後於十二月順利入境，並由當地親友接待，讓子女在有充

裕時間適應新生活，以便配合當地學制，於四月展開新學年。雖然現在子女

與父母分隔兩地，但一切進程都順利，子女亦能在親友家庭中與年紀相若的

日籍表弟有美好的相處，一切都蒙上主的保守與看顧。談及當初丈夫有考慮

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目的是讓子女享受自由的土壤和接受良好的教育，個

人的仕途和生活的穩定性等因素已不是他們的首要考慮。要離開土生土長之

地，跳出「安舒區」，實為一大挑戰，願上主保守帶領姊妹一家在新的家鄉

開展新生活，並找到合適的教會聯繫，持守信仰，活出見證。

從姊妹分享的心路歷程，反映夫婦二人的決心源自對「收返香港」的

憂慮，特別是教育的「異化」對子女的影響，「用腳去投票」表達反感和

絕望。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的初衷，就是「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除國防與外交外，「河水不犯井水」，才能保持香港固有

的優勢和獨特性；可惜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承諾，至今不到廿五年已

嚴重走樣變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香港現已再不有鄧小平同志初衷中的

「一國兩制」，只可稱之為「一國兩制2.0」或「一國一制1.0」。香港發展

至此境況，不同立場的人士會認為有不同的原因，但至少，有絕對公權力的

持份者必須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們的上主，願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祢，能作祢看為義的子民。唯

願祢公義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滾滾。上主豈止於聖殿中？祂憐恤受壓的

人。主的帳幕在人間，願祢的公義降臨。阿們。

本會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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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速
遞

循
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前總幹事陳淑蘭女士因病於二〇二一年一月一日

（禮拜五）凌晨一時四十五分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安息主懷，在世生活

六十六載。

陳淑蘭女士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在香港出生，廣東省番禺縣石樓鎮人，入讀天

神嘉諾撒學校及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並於中學時期信主，一九七四年入讀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系，其後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修畢基督教教育碩士課程。

淑蘭姊妹於一九八〇年加入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擔任家庭生活教育

及青少年中心之程序幹事；於一九八二年晉升為督導主任及署理執行幹事；一九八三

年轉職至愛華青少年中心及社區健康服務擔任專業助理，並部分時間協助愛華村堂

之工作；一九八五年成為社會福利部執行幹事（一九八九年職位名稱更改為總幹

事），二〇一五年退休，服務共卅五年。

淑蘭姊妹一生委身社會服務工作，致力於信仰與服務之結合，貢獻良多。淑蘭姊

妹之親友及主內弟兄姊妹對淑蘭如何為主燃燒自己生命、篤信踐行之見證，均記載於

《陳淑蘭女士紀念文集》。現特輯錄部分內容，期望透過姊妹之生命見證，激發弟兄

姊妹愛主愛人之心、榮耀主名。

2013年愛華村堂金禧崇拜

1955-2021

2014年愛華村堂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及
同工週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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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陳淑蘭同工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日

子，在印象中她是一個開朗，活潑和滿有熱誠的

社會工作者⋯⋯積極地參與愛華村堂的事奉工

作，更熱心參與聖樂事工。」李炳光牧師

「在一九八〇年，有一羣基督徒社工願意參

與柴灣的工作，特別是你，既有社工的專業訓

練和經驗，又有神學訓練和建立社區教會的異

象，並且決定以愛華村堂宣教師的身分開始服

侍，作為堂會和福利部的橋樑。其後你負起了

領導福利部的工作，就這樣，腳踏實地在柴灣服

務了卅五年。你參加愛華村堂崇拜，其後參與詩

班，努力將禮拜堂的弟兄姊妹和福利部的同工和

服務結合。我們一起經歷了人手和資源不足的時

候，透過關注柴灣的交通問題、爭取興建東區醫

院和推廣社區健康服務等社區工作，又按社區需

要，發展青少年、兒童、老人、家庭、少數族裔

及關顧貧窮人等恆常的多元化服務，努力朝向建

立社區教會的方向！」盧龍光牧師

「感恩能一起走過你在愛華事奉最後十年的

日子。一同重建我們起初的異象和使命，一同努

力排除萬難重建宣教與服務結合，結出很多福

音果子。慶祝五十週年時又一同為舊廈重建發

夢⋯⋯期間雖然你患病，但仍很關心福利部與堂

會的福音工作及發展。」潘玉娟牧師

「我深深感受到你對社會服務的熱誠，對宣教

與服務結合的執著，對基層人士的關懷，對福音工

作的堅持。這一切超越了你對服務發展的追求，反

映出你對上帝和對人真切的愛。」何慧儀牧師

「淑蘭姊妹關懷社會，為了扶助、建立許多

弱勢社羣付上很大的代價；她也愛教會，在循道

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任職期間，同時兼顧

許多教會的服侍，聯繫服務中心與教會，努力培

育弟兄姊妹活出信仰，在社會上作鹽作光。我有

幾次機會被她邀請到教會分享，談話間體會淑蘭

姊妹既愛教會，也關切社會需要的心懷，心中很

受感動。」蕭壽華牧師

「她對工作的認真是有目共睹的，事事親力

親為，特別關心「弱勢社羣」的服務使用者需

要，積極申請不同基金服侍他們，盼望能透過服

務支援他們之實際需要；在個人層面，她也常接

觸長者及基層家庭，與長者及婦女攀談，關心他

們之需要及近況。她實踐主的教導，願意服侍身

心靈貧乏的人！」楊倩影女士

「你對我們一班靑少年人的關心和愛護，讓我

們感受到你有愛主愛人及體貼別人的心，使我們

扎根於教會，並投入教會的事奉。」宋寶珊女士

「陳姑娘非常投入愛華村堂的事奉，很關懷

禮拜堂的弟兄姊妹，她擔任宣教師時所教導的一

班主日學學生，有些自此成為陳姑娘的契仔、契

女，看着這些少年成長至今，雙方仍保持深厚的

情誼。在宣教與服務結合方面，陳姑娘配合教會

的長者事工，推動福利部的長者會員參加禮拜堂

在週六上午的長者崇拜，更鼓勵福利部的同事給

予協助。」鄧清麟先生

「 淑蘭雖然離開我們，但她的堅強、仁

慈、善良、關愛精神隨着她撒下的種子，仍繼續

承傳，我們都記念她的優美品德，作為我們生命

中的鼓勵。」葉灼玲女士

「蘭姊每當有機會都會積極地與同學及師長

分享信仰和天國的福音⋯⋯她身體力行，三十多

年來在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默默耕耘，  將社工

價值和實踐與基督教信仰連結，榮神益人。」

黃燕玲女士  

✽如欲索取《陳淑蘭女士紀念文集》，請致電2898 3697／2528 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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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下午接獲常務委員通過

整理本會歷史文物的消息後，心裏不住地感

謝上帝，因為一個我多年的心願，也是祂所給我

的一項重要指示終於達成了。

上帝的指示
記得當年我在退休前，曾求問上帝：在退休

後，除了繼續推動香港的教會圖書館事工外，還

可以在什麼地方事奉祂？結果發現上帝早已給

了我一個指示，只是自己沒有察覺罷了，因為

除讀圖書館管理之外，我還在工餘時修讀了中

國歷史研究，當把這兩個學歷加起來時，馬上

便得出一個答案，就是在教會歷史檔案管理方面

事奉祂。確知上主意思後，隨即進修了兩個有關

的課程，畢業時亦已屆退休之年，自此便同時推

動教會歷史檔案管理事工。這些年來曾先後在神

學院教授有關課程、在基督教聯會等機構舉行講

座，並在香港堂成立歷史檔案組，不過，本會成

立文物檔案館仍是我最大的願望。

上帝恩典的見證
有人會問為甚麼要成立教會文物檔案館？保

羅不是教導我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腓

寫 在 總 議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通 過

「整理本會 文物檔案」時

整理歷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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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 3）嗎？曾經請教數位釋經學者，他們都

認為這節經文的解釋應是：「不要沉迷在以往的

成功，也不要被以往的失敗所影響，更不是要把

往事忘記。」況且歷史學者認為，歷史可以借古

鑑今，而基督教更以歷史檔案來見證上帝的恩

典，因為一段沒有證據的歷史，可能只是一個傳

說。

教會的關注
經過多年的關心，並向個別牧者游說蒐集

及保存本會歷史檔案，我的願望終於獲牧師部注

意，去年月一月九日在他們的會議中商議了「關

於本會之文物／文獻存檔的建議」，隨即六1 7

團契亦在同年二月八日舉行了「本會的文物保

育現況」聚會。由於這個主題獲得了廣泛的關

注，引至常務委員會的發展策略小組成立了「歷

史文物工作組」（我們稱之為大組），並邀請了

我起草了「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檔案館

計劃書」及「本會文物檔案章則」等文件。其

後大組之下再分兩組，即「整理本會歷史文物

工作組」（簡稱A組），及「點燃信徒宣教熱誠

小組」（簡稱B組）。A組隨即召集義工整理現存

六十七箱，主要是一九七五年在「循道」「衞理」聯

合前的史料；而B組則負責搜集本宗來華的宣教

士歷史，包括口述歷史和出版有關刊物。兩項事

工亦統稱為「溯源踐信計劃」。

成立有時
「整理本會歷史文物工作組」原先建議在今

年十一月（即俾士牧師來華一百七十年紀念）成

立本會文物檔案館，但現時因經濟困難，未便

在此刻籌募經費，所以有意把成立日期延至

二〇二五年，期間以「文物檔案計劃」的名稱展

開活動。雖然我對教會未能在今年成立文物檔案

館，感到惋惜，但無論如何，這已離本會成立文

物檔案館之期又踏一步了。祈盼每一位循道衞理

的會友都積極參與蒐集及保存我們教會的重要史

料，使能實實在在地數算上帝的恩典。

寫 在 總 議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通 過

吳業立義務教士
香港堂

發展策略小組「歷史文物工作組」召集人

「整理本會 文物檔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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