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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已成為現今一個潮流文化。「Selfie，自拍」

這個原先沒有存在的英文字，在 2013 年已被編

入《牛津英語字典》之內，同年亦被選為 2013 年的

風雲詞匯 1。在 2013 年 5月出版的《時代雜誌》封面

故事，名為《千禧世代：我我我世代》，封面上有一

個十多歲的少女，拿着手機自拍。看到這幅圖像，大

家也能大概估到甚麼是《我我我世代》。2013年至今，

這股自拍之風愈吹愈烈，相信大家也可能有這習慣。

一、過濾、控制及選擇隱藏或表露自己的某一面

「既然我們有這樣的盼望，就大有膽量，不像摩西將

面紗蒙在臉上，使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逐漸褪色

的榮光的結局。」（林後三 12-13）

這個記載出自《出埃及記》三十四章，當摩西第二次

上西奈山領受律法和誡命，帶着兩塊法版下山，自己面上因與上帝說話後而發光。以色列

人看到，便感到害怕。（出三十四 28-33）可能我們會以為摩西蒙上面紗是為了保護以

色列人，但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指出摩西用面紗（帕子）蒙在臉上，是不想以色列人看

到自己面上的榮光逐漸褪色–這個最終的結局。

當我們感到不安或感覺不自在，我們會傾向選擇隱藏自己的某一面。自拍給予我們頗大

的選擇自由，在手機鏡頭前可擺出不同的姿態，以不同的角度拍出大量不同的照片後，

選擇出最合適和最滿意的照片。若仍是不滿意，甚至可以用美圖軟件或手機內的工具

去編輯及修改照片，將能最吸引人的照片放上社交網絡（如 Facebook、Instagram、

Snapchat、Twitter…等）。

筲箕灣崇真堂  |  羅釨旗傳道

現今年青一代，常拿着手機自拍，然
後放上網，他們常被上一代評為自
我、自戀及過於自信。

「

1. 牛津詞典對 selfie 的解釋是：「某人的自拍照，尤其是通過智能手機的自拍照，然後將其上傳到
社交網絡。」見〈selfie 當選牛津詞典 2013 年度風雲詞匯〉https://www.bbc.com/zhongwen/
trad/uk/2013/11/131119_oxford_dictionary_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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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動作就好像摩西蒙上面紗一樣，在科技進步及協助下，

我們懂得使用某種的過濾鏡，將自己選取的某一面隱藏，某

一面（最好或美化後的一面）去讓人看見。

二、被誇耀所蒙蔽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

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

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但他們的心幾時

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林後三 14-16）

「他們」是指當時有自稱為「使徒」的人，帶着「推薦信」

（三1）來到哥林多教會，批評保羅「氣貌不揚、言語粗俗」

（十 10）；質疑保羅的使徒身分（十一 23）。可能由於他

們本身是以色列人，就鼓勵信徒多讀摩西書（摩西五經），

而輕視保羅的教導，以致信徒不能認識到律法最終的指向是

耶穌基督；摩西的榮光只是短暫，基督才是那永恆榮光的源

頭。

保羅寫《哥林多後書》，其中的目的就是回應及反駁這些錯

誤的教導及對他個人的攻擊。保羅說明他不會學效這些人的

處事方法，向別人炫耀自己的資歷。他說雖然自己在世上行

事，卻不用世俗的方式；不會以別人的標準去做事、去量度

自己，也不理會別人對他的批評，不被別人去支配他的處事

為人（十 1-3）。他反而分享自己軟弱的一面，將自己的受

苦、下監、被打、危險、困苦、不得睡、飢寒交迫……等與

信徒分享（十一 23-29）。他說若要自誇，只誇自己的軟

弱和基督的能力（十一 30、十二 9）。因為我們的優點或

許會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我們是通過分享軟弱與人連結在

一起。2

在社交網絡上，人們都習慣了「報喜不報憂」，他們總想把

生活最美好的一面展露人前，讓人羨慕、讚好。甚少會好

像保羅，將自己軟弱的一面讓人看到。他們容易跟隨時下、

世俗的方式，去誇耀自己美好的一面，炫耀自己所吃的美食

（所謂「手機食先」），曾到那裡遊玩（「打卡」文化）。

會用各種的方式去「賣萌」、「呃like」，吸引別人注意自己。

有些人甚至去到一個上癮的階段，以別人多少的讚（like）

及回應來衡量自己價值和形象。香港精神科醫生傅子聰指出

「自拍」背後是一種自我表現的心態，這種選擇性的自我表

現，是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反映自信心不足的問題，需要

別人去認同自己的存在及定位 3。有指出愈是活躍於社交網

絡的人，愈會感到不快樂。因為愈多看到別人的「美好」生

活，愈多比較，因而愈容易自信心下跌、自我形象低落、孤

單、失落、怕悶或焦慮 4。保羅用比喻指出摩西的面紗（帕

子）成為信徒認識主耶穌的阻礙；這段經文應用於今日，

我們的自拍、在社交網絡所誇耀的照片及帖文，也會成為我

們心靈上的面紗，阻礙了我們去認識上帝眼中的真實自己。

保羅勸勉我們的心甚麼時候轉向主，甚麼時候這面紗就會除

去。

三、被主的靈反照上帝眼中的真我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

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

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三

17-18）

時下自拍及宣揚自己的文化鼓吹之下，會使人變得更自戀。

自戀的英文 narcissism 是來自一個希臘神話，美男子納西

瑟斯（Narcissus），因着他的俊美有無數的少女對他傾心，

可是他卻自負地拒絕了所有的人。最後在湖面看到倒影的自

己，就瘋狂地愛上了自己，被這種自我欣賞所箝制 5。現代

人的自戀是從手機的倒影去看自己，這個倒影所反照的自己

有如「鏡花水月」，是暫時的、是虛幻的，不論我們的外表

或所營造出來的形象有多麼美麗，就如摩西面上的榮光一

樣，都會有消逝的一天。上帝以祂的樣式來創造我們，我們

只能從主的靈反照，才能看到真實的自我；惟有按着聖靈的

指引去生活，才能活出上帝的形象，讓人在我們身上看到上

帝形象。

「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社交網絡令人把生活

長期聚焦於「外在世界」，從而忽略了「內在的自己」。保

羅勸勉我們需要從外面的幻象世界，轉向內在心靈的專注。

惟有我們與主的關係、心靈的素質，才值得我們去追求，才

是有永恆的價值。盧雲神父指出：「只有在單單注目於基督

時，我們才會放開緊抓著的恐懼，面對最真實的自己。只有

當我們明白，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才能活出真我，才能慢慢地擺脫那些強迫我們去做事的

種種衝動，真正體會身為上帝兒女的自由。」6

總結：不自戀，愛基督

今年崇真會的主題是：「不從俗，像基督」。互聯網的世界

已滲入及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有其好處，也有其

壞處。我們基督徒是過着一個「在世而不屬世」的生活，當

我們醒覺網絡及世俗文化鼓吹炫耀自己，我們需要轉向學習

基督的謙卑，分享自己的軟弱及主的能力；當社會文化不斷

傾向自戀與自我陶醉，我們要轉向愛慕基督眼中的真我，每

天聆聽與主的心靈對話，感受自己是上帝所喜悅的兒女，體

會從上帝而來的真實與價值。

美圖軟件可協助人修改及美化照片，修改後與原來真實的一面可以有
許大的差別。

現代人迷戀着手機及社交網絡所反映的自我。

2. 這句格言是由美國第二大教會	–	生命教會 (LifeChurch.tv) 的主任牧師克雷格．葛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 在 #Struggles:	
Following	Jesus	in	a	Selfie-Centered	World一書中提出。中譯本	《＃社群癮：如何在這個愛自拍的世界中跟隨耶穌》(台北：道聲，
2016)，頁 110。

3. 〈愛自拍（四）：自拍文化的興起〉，https://www.hk01.com/%E5%A5%BD%E7%94%9F%E6%B4%BB/1669/%E6%84%9B
%E8%87%AA%E6%8B%8D-%E5%9B%9B-%E8%87%AA%E6%8B%8D%E6%96%87%E5%8C%96%E7%9A%84%E8
%88%88%E8%B5%B7。

4. 〈社交媒體如何偷走新一代的幸福感？〉，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8050&
Pid=105&Version=0&Cid=2026&Charset=big5_hkscs。

只有在單單注目於基督時，	
	 	 我們才會放開緊抓著的恐懼，面對最真實的自己。	
只有當我們明白，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才能活出真我，	
	 	 才能慢慢地擺脫那些強迫我們去做事的種種衝動，
	 	 真正體會身為上帝兒女的自由。－盧雲神父

5. 珍．圖溫吉及基斯．坎貝爾著，吳緯疆譯，《自戀時代：現代人，你為何這麼愛自己？》(台北：八旗文化，2014)，頁 26-27。
6. 盧雲著，應仁祥譯：《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台北：校園，201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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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動作就好像摩西蒙上面紗一樣，在科技進步及協助下，

我們懂得使用某種的過濾鏡，將自己選取的某一面隱藏，某

一面（最好或美化後的一面）去讓人看見。

二、被誇耀所蒙蔽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

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

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但他們的心幾時

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林後三 14-16）

「他們」是指當時有自稱為「使徒」的人，帶着「推薦信」

（三1）來到哥林多教會，批評保羅「氣貌不揚、言語粗俗」

（十 10）；質疑保羅的使徒身分（十一 23）。可能由於他

們本身是以色列人，就鼓勵信徒多讀摩西書（摩西五經），

而輕視保羅的教導，以致信徒不能認識到律法最終的指向是

耶穌基督；摩西的榮光只是短暫，基督才是那永恆榮光的源

頭。

保羅寫《哥林多後書》，其中的目的就是回應及反駁這些錯

誤的教導及對他個人的攻擊。保羅說明他不會學效這些人的

處事方法，向別人炫耀自己的資歷。他說雖然自己在世上行

事，卻不用世俗的方式；不會以別人的標準去做事、去量度

自己，也不理會別人對他的批評，不被別人去支配他的處事

為人（十 1-3）。他反而分享自己軟弱的一面，將自己的受

苦、下監、被打、危險、困苦、不得睡、飢寒交迫……等與

信徒分享（十一 23-29）。他說若要自誇，只誇自己的軟

弱和基督的能力（十一 30、十二 9）。因為我們的優點或

許會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我們是通過分享軟弱與人連結在

一起。2

在社交網絡上，人們都習慣了「報喜不報憂」，他們總想把

生活最美好的一面展露人前，讓人羨慕、讚好。甚少會好

像保羅，將自己軟弱的一面讓人看到。他們容易跟隨時下、

世俗的方式，去誇耀自己美好的一面，炫耀自己所吃的美食

（所謂「手機食先」），曾到那裡遊玩（「打卡」文化）。

會用各種的方式去「賣萌」、「呃like」，吸引別人注意自己。

有些人甚至去到一個上癮的階段，以別人多少的讚（like）

及回應來衡量自己價值和形象。香港精神科醫生傅子聰指出

「自拍」背後是一種自我表現的心態，這種選擇性的自我表

現，是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反映自信心不足的問題，需要

別人去認同自己的存在及定位 3。有指出愈是活躍於社交網

絡的人，愈會感到不快樂。因為愈多看到別人的「美好」生

活，愈多比較，因而愈容易自信心下跌、自我形象低落、孤

單、失落、怕悶或焦慮 4。保羅用比喻指出摩西的面紗（帕

子）成為信徒認識主耶穌的阻礙；這段經文應用於今日，

我們的自拍、在社交網絡所誇耀的照片及帖文，也會成為我

們心靈上的面紗，阻礙了我們去認識上帝眼中的真實自己。

保羅勸勉我們的心甚麼時候轉向主，甚麼時候這面紗就會除

去。

三、被主的靈反照上帝眼中的真我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

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

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三

17-18）

時下自拍及宣揚自己的文化鼓吹之下，會使人變得更自戀。

自戀的英文 narcissism 是來自一個希臘神話，美男子納西

瑟斯（Narcissus），因着他的俊美有無數的少女對他傾心，

可是他卻自負地拒絕了所有的人。最後在湖面看到倒影的自

己，就瘋狂地愛上了自己，被這種自我欣賞所箝制 5。現代

人的自戀是從手機的倒影去看自己，這個倒影所反照的自己

有如「鏡花水月」，是暫時的、是虛幻的，不論我們的外表

或所營造出來的形象有多麼美麗，就如摩西面上的榮光一

樣，都會有消逝的一天。上帝以祂的樣式來創造我們，我們

只能從主的靈反照，才能看到真實的自我；惟有按着聖靈的

指引去生活，才能活出上帝的形象，讓人在我們身上看到上

帝形象。

「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社交網絡令人把生活

長期聚焦於「外在世界」，從而忽略了「內在的自己」。保

羅勸勉我們需要從外面的幻象世界，轉向內在心靈的專注。

惟有我們與主的關係、心靈的素質，才值得我們去追求，才

是有永恆的價值。盧雲神父指出：「只有在單單注目於基督

時，我們才會放開緊抓著的恐懼，面對最真實的自己。只有

當我們明白，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才能活出真我，才能慢慢地擺脫那些強迫我們去做事的

種種衝動，真正體會身為上帝兒女的自由。」6

總結：不自戀，愛基督

今年崇真會的主題是：「不從俗，像基督」。互聯網的世界

已滲入及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有其好處，也有其

壞處。我們基督徒是過着一個「在世而不屬世」的生活，當

我們醒覺網絡及世俗文化鼓吹炫耀自己，我們需要轉向學習

基督的謙卑，分享自己的軟弱及主的能力；當社會文化不斷

傾向自戀與自我陶醉，我們要轉向愛慕基督眼中的真我，每

天聆聽與主的心靈對話，感受自己是上帝所喜悅的兒女，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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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句格言是由美國第二大教會	–	生命教會 (LifeChurch.tv) 的主任牧師克雷格．葛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 在 #Struggles:	
Following	Jesus	in	a	Selfie-Centered	World一書中提出。中譯本	《＃社群癮：如何在這個愛自拍的世界中跟隨耶穌》(台北：道聲，
2016)，頁 110。

3. 〈愛自拍（四）：自拍文化的興起〉，https://www.hk01.com/%E5%A5%BD%E7%94%9F%E6%B4%BB/1669/%E6%84%9B
%E8%87%AA%E6%8B%8D-%E5%9B%9B-%E8%87%AA%E6%8B%8D%E6%96%87%E5%8C%96%E7%9A%84%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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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105&Version=0&Cid=2026&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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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體會身為上帝兒女的自由。－盧雲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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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瑞德旅程與去年有別，我們有幸家訪多位宣教

士子女，包括：Bernhard	Fischle 夫婦〔賀允恭

牧師（E.	Fischle）〕，馬樂梅和馬恩梅姊妹〔（馬恩

靈牧師（F.	Maier）〕，何梅清夫婦〔何道根牧師（H.	

Hofmeister）〕，谷素英、露愛光夫婦〔谷靈甦牧師（H.	

Glasle）和露潤黎

醫生 H.	Lutz〕，

他們都是宣教士的

子女；當然與他們

共晉晚餐是最重要

的。會長當晚亦代

表本會向各位宣教

士及其子女表達衷

心的感謝。

除了宣教士外，我們也相約了巴色差會於 2001 年與其他差

會組成Mission	21 前最後兩位會長見面，包括：施民澤牧

師（Rev.	Wolfgang	Schmidt），及接任他的最後一位會

長Magdelene	Strub 女士，從他們口中得知巴色差會要與

其他差會組成現時的Mission	21 的前因後果。

宣教士的故事

Bernhard	Fischle 是賀允恭牧師的兒子，他爸爸在 1925

年到內地宣教，1929 年於梅縣清涼山被綁架，經過十六個

月的飢寒、凌辱和疾病，後於 1930 年獲釋。然而這痛苦的

經歷沒有減去賀牧師來華的宣教心，他於 1933 年至 1940

年重回中國，繼續宣教工作。去年我曾問Bernhard，為何

爸爸經歷了綁架，還要再回去中國宣教呢？他說：「那次不

是綁架，只是因當時村民太窮困，他們實在無辦法。」我聽

罷，心裏有一股熱淚湧出來，「除了基督的愛，還可以說甚

麼呢？」

今年，我們到訪Bernhard 的家，見他家門上掛了一幅掛，

是由不同的魚圖案組成的字畫，很美的構圖。我問為甚麼用

魚？他說他的姓氏Fischle 就是「小魚」的

意思，這個真有意思！他提到他小時候，

必須跟著一些叔叔姨姨離開中國，回到德

國。他的父母繼續留在中國宣教，與他同

船的曾說，「你現在坐船回家，但你的小

帽子現在會在海上游回香港，向你爸媽獻

上問候。」以此來安慰他，暫時忘記分離

的痛苦。我聽罷，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種憐

憫。

易定恩牧師今年 4月 13 日慶祝他的 99 歲

生日。我們到長者中心探望他，感謝白德

培牧師（Tobias	Brandner）與我們同行，

在他的德語協助下，讓易牧師很快便聊起

以往在內地宣教的故事，聽起來當時的宣

教事工也十分困難，甚至生命危在旦夕，

談到這裏，他突然輕描淡寫地說：「所以

要天天感恩，時時禱告。」我還記得他說，

「信耶穌除了有耶穌的愛，也有苦難，兩

樣是分不開的，但耶穌的愛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要天天感恩，時時禱告。」信仰的見證是如此堅定。

由於會長要提前回港，未能親身與易牧師見面，於是我撥長

途電話請會長與易牧師講幾句祝福問候說話，我們告知易牧

師，電話另一邊是崇真會的會長時，我目睹易牧師與會長第

一句說話後，便將自己帽子除下，這種謙卑真是無法形容。

在簡短的客家話交談中，會長感謝易牧師在崇真會事奉多

年，易牧師重複的用客家話說着：「多謝接納我做傳道」，

牧師簡短的和重複的說着這句話，令我們十分感動。我們盼

 共晉晚餐

 會長 ( 右四 ) 代表本會向各位宣教士及其子女表達衷心的感謝

此外，我們也到訪曾來港工作的宣教士，包括：易定恩牧師

（Rev.	Ernst	 Itten，1946-1951；1956-1961）、谷素梅

姑娘（Rosmarie	Glasle，1965-1983）、歐格靈牧師夫

婦（A.	Eglin,	1965-1971）和華基道牧師（C.	Waldmeier,	

1987-2003）。

家訪宣教士
總會執行幹事  |  張愛思女士

（2019年 6月 15日至 23日）

 歐格靈牧師夫婦

 華基道牧師（中）

Magdelene Strub 女士（右四） 

 易定恩牧師今年已 99 歲（前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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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21 
暑期學習 2019

望明年能為易牧師慶祝他的 100 歲生日。願主賜恩祂的僕

人有健康的身體。

每次探望谷素梅姑娘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我還記得

1996 年與青年訪問團去到當時的西德，谷姑娘是負責我們

的嚮導同工。1997 年她來港出席本會 150 周年的會慶，記

得我送她去機場的巴士上，她說，可能要在天國才可再見。

然後數年後，我結婚那年，收到她給我的結婚咭，一別已是

二十多年。去年有機會探訪她時，她精神不是很好，見到我

時，我倆好像戰後重逢，喜極而泣。離開前，她說又可能要

在天國才可再見。我當時說：「不會，我明年再來。」我答

應了她，所以今年我到她的房間時，我說：「我們又再見

面！」實在高興！今年她的精神十分好。我們一起在她的小

房間崇拜、唱詩歌、祈禱、會長分享。我們猶如一家人，十

分親切，願天父繼續祝福谷姑娘有健康的身體，享受天父的

祝福。

這旅程有很多寶貴的功課值得我一思再想，還有已探望的卻

無法在此完全記錄，但他們的生命讓我看見天父的慈愛。但

願天父的愛時刻提醒我們，縱然感到危險和絶望，但上帝仍

坐著為王，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因為祂才是主，願一切榮耀

都歸給天上的父。

 我們一起在谷姑娘的小房間
唱詩歌

 谷素英、露愛光夫婦 ( 後排右
一、二 ) 與我們一起探訪谷姑娘

 撥長途電話請會長與易牧師講幾句祝福問候說話

(Misson 21 Summer School)

本會於 8 月 17 日至 30 日與 Mission 21、瑞士的巴賽爾大學及崇基學院神學院合
辦 Summer School，參加者共 21 人，包括歐洲、東南亞及非洲的牧者、學生

及教會領袖，為期兩星期，期間一同討論、學習，探索信仰領域。第一週在香港，8 月
17 日歡迎晚宴中馮少雄副會長代表本會歡迎各人並致詞，當晚周燕鏞副會長亦出席。

參加者分為三組加翌日（8月 18 日）的崇拜，包括：救

恩堂、筲箕灣堂及荃葵堂崇拜，午膳後由各堂安排認識香

港。在此特別感謝三間堂會熱誠接待；教牧同工、執事和

弟兄姊妹的幫忙。參加者都表示十分感謝。

筲箕灣堂探訪及接待

救恩堂組接待
和帶他們到香
港歷史博物館
參觀

荃葵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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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社群癮：如何在這個愛自拍的世界中跟隨耶穌》 
(#Struggles: following Jesus in a selfie-centered world)

作　者：克雷格．葛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 
譯　者：張洵宜

出版社：香港，道聲出版社，2016，初版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十六）

使用智能手機已成為現代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作為一個「尚算」年

青的傳道人，用智能手機讀聖經、跟弟兄姊妹保持全天候溝通、了解

社會時事、接觸年輕人的文化，也算是常識吧！

當我看到這本書的名字「#社群癮」（當時沒留意細字）時，我第一個念頭：

或者這本書能給我一些牧養上的好建議和啟發	–	特別是沉溺社交網絡的年

青人。豈料，在我看完第一個單元後，我發現原來自己也有「社群癮」的問

題，感謝上帝給我這個機會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

作者在書中探討很多現代人使用社交媒體習慣背後的心態和價值觀，並以聖

經的價值觀為基礎，試圖幫助常與手機「同在」的基督徒，在使用社交媒體

的習慣中找回平衡點，脫離對科技的病態依賴。本書共有八章，包括：滿足、

親密、真實、憐憫、正真、鼓勵、敬拜、安息，針對八個來自聖經的價值觀(也

是人心靈的需要 )。並在附錄加上社群十誡、安全措施兩篇內容，幫助基督

徒在社交媒體的生活中保守自己。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經常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話（除非不是），我鼓勵你盡快

閱讀這本書，為自己做一個屬靈生命掃描吧！

將軍澳堂  |  周振邦傳道

到訪海聯堂

到訪總會

到訪錦泰堂

探訪救恩書院，由副校長和富善堂陳天恩傳道接待

星期一至五早上（8月 19 日至 23日）在神學院有講座及討論，下午則安排探訪本會堂

會或與使命 21 相關的服務單位，包括拜訪總會、參觀附設有幼稚園的錦泰堂、附設有

中學的富善堂及附設有長者中心的

粉嶺海聯堂，在此特別感謝三間堂

會的主任牧師、傳道及校長。

另，亦安排參觀差會資助基督教勵

行會的難民中心及外籍傭工服務中

心以及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星期五

下午他們便前往內地及澳門，認識

宣教歷史及客家文化。

第二週在內地，探訪教會和醫院等

地，旅程十分順利，各人帶著豐富

的體驗於 8月 30日回國，感謝主。

不
從
俗
像
基
督徹底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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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今年與UFire	合辦「青年同工計劃」，合共 10間堂

會的 17 位青年人報名參加，計劃於 5月 10 日展開，完

成三星期的訓練後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實習，感謝主！

畢業禮已於 8月 25 日順利舉行，求上帝賜福這些年青

人，成為本會新一代領袖。

• 廖文健會長和朱永生總牧於 8月 15 日至 20 日前往美國

探望前區牧周天和牧師夫婦和前會長張惠民長老，以表

達總會對他們的關心。此行是會長連續第三年，總牧第

一次探望三位主內前輩。他們透過會長向總會各董事表

達衷心感激。

• 本會前任總幹事余偉雄牧師於 7月 17 日安息主懷，余牧

師於 1982 至 1991 年擔任本會的總幹事，是忠心事主的

僕人。余牧師的安息禮拜於2019年8月19日晚上舉行，

馮少雄副會長代表總會於當晚分享，出殯禮於 8月 20

日早上舉行，求主安慰余師母及其女兒。

• 總會、檔案小組及培訓部合辦的「追本溯源	–	崇真會歷

史」課程後，本會歷史研究員梁翠華於 8月 17 日下午安

排了課外活動「與巴色會宣教士對談」，除之前報讀課

程的學生外，亦有各堂弟兄姊妹參加，共十五人，出席

者面對面與陸漢思牧師傾談、分享，對作宣教士有更深

認識。

• 本會於 8月 17 至 30 日與Mission	21，巴賽爾大學及崇

基學院神學院合辦	Summer	School，參加者共 21 人，

包括歐洲、東南亞及非洲的牧者、學生及教會領袖，為

期兩星期，期間一同討論、學習，探索信仰領域。第一

週在香港，8	月 17 日歡迎晚宴中馮少雄副會長代表本會

歡迎各人並致詞，當晚周燕鏞副會長亦出席。參加者分

為三組參加翌日的崇拜，包括救恩堂、筲箕灣堂及荃葵

堂崇拜，午膳後由各堂安排認識香港。而星期一至五早

上在神學院有講座及討論，下午則安排探訪本會堂會或

與使命 21 相關的服務單位，包括拜訪總會、參觀附設有

幼稚園的錦泰堂、附設有中學的富善堂及附設有長者中

心的粉嶺海聯堂；另亦安排參觀差會資助基督教勵行會

的難民中心及外籍傭工服務中心以及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星期五下午他們便前往內地及澳門，認識宣教歷史及客

家文化。（詳情請閱 p.7-8）

2019 年9-10 月

各部消息總會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首次舉辦的德瑞交流團終於圓滿結束。感謝總會的

聯繫，9位來自各個不同服務單位的員工於 6月 1 日至

13 日期間到訪了德國及

瑞士的多個服務單位，

獲益良多；又探訪了社

會服務部的前員工谷素

梅姑娘及曾參與早期崇

真會工作的宣教士子

女，透過他們的分享，

我們看到了神的信實和

榮耀，也增加了我們對

崇真會的認識及歸屬

感。各參與

者回港後總

結心得，撰

寫報告，並

分別於 7月

9 日單位主

管會及 7月

23 日 執 委

會上分享。

• 「臺灣育教部國民及學前教育處」及「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沙田）」於 5月 17 日到訪安仁幼兒學校，就學校

推行的自由遊戲進行專業交流，教授及講師皆對學校的

運作及教學成效表示讚賞。本部安康幼兒學校於 6月 30

日順利通過教育局的質素評核，局方欣賞學校管理妥善、

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對個別需要的幼兒支援充足，亦

就學校能將學校發展計劃恆常化，融入教學流程，予以

讚許。

• 為回應香港家庭的需要，社會福利署推出為期三年的「學

前單位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祈能及早識別及支援有福

利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本部有幸成為社會福利署

「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階段）	的營

辦機構之一，為全港 14 所學前單位提供專業社工駐校服

務。服務透過由駐校社工提供的專業諮詢、個案跟進、

成長小組及親職講座等，促進家、校及跨專業間的協作，

全面為學前兒童建構更理想的成長環境。

總會差傳部

• 新任總會差傳幹事孟寶松牧師已經於 7月 10 日履新，求

主幫助孟牧師與總差職員和各堂代表一同推動崇真會的

差傳事工。也請為孟牧師及師母在香港的生活適應和家

居安頓禱告。

• 總會檔案小組主辨「中國行	—	認識宣教旅程」，由 10

月 18 日至 21 日一連三日親身踏足當年黎力基等宣教士

的路，認識他們當年來華後的各種挑戰，到訪潮州黎力

基牧師開基的鹽灶教會。請為各參加者的行程代禱，求

主讓每一位都能經歷當年宣教士的挑戰，挑旺我們傳福

音的熱心。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請為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事工禱告：近日有不少同工，

因健康問題或事奉空間不明朗的原故，須要重新部署事

奉的方向和策略。

• 請為兆泉牧師的氣管敏感仍持續求醫治，敏感常令他在

說話及講道時引起咳嗽。

• 凱恩9月初要考一個專科試，求主給她充裕的時間準備，

及有足夠的記憶力記下海量的醫學資料。

• 凱晴 8月中新學年開學了，為她適應新環境、新學生和

新課程禱告，求上帝讓她成為一位好老師。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蘇姑娘正在香港述職，由 7月至 9月在崇真會各堂分享

在泰國的宣教事工，10 月至 12 月往澳洲神學及英語進

修，明年 1月回泰國工場。請為蘇姑娘在港的述職，在

澳洲的學習和回泰國後的簽證代禱。

2019 年度各堂神學生資料

筲箕灣堂 趙善富弟兄 香港神學院神學學士第一年 
 李浩彰弟兄 衞道神學研究院神學學士第四年 
 劉心丹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基督教輔導學及教育學學士第三年 
 小龜 ( 化名 )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 跨越文化研究 ) 第三年

崇謙堂 黃頌言姊妹 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三年

馬鞍山堂 余偉英姊妹 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二年 
 莊詠欣姊妹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學士第四年 
 招建邦弟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道學學士第二年

大埔堂 黃洛敏姊妹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三年

窩美堂 馬善詩姊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第二年

黃埔堂 嚴芝慧姊妹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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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許。

• 為回應香港家庭的需要，社會福利署推出為期三年的「學

前單位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祈能及早識別及支援有福

利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本部有幸成為社會福利署

「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階段）	的營

辦機構之一，為全港 14 所學前單位提供專業社工駐校服

務。服務透過由駐校社工提供的專業諮詢、個案跟進、

成長小組及親職講座等，促進家、校及跨專業間的協作，

全面為學前兒童建構更理想的成長環境。

總會差傳部

• 新任總會差傳幹事孟寶松牧師已經於 7月 10 日履新，求

主幫助孟牧師與總差職員和各堂代表一同推動崇真會的

差傳事工。也請為孟牧師及師母在香港的生活適應和家

居安頓禱告。

• 總會檔案小組主辨「中國行	—	認識宣教旅程」，由 10

月 18 日至 21 日一連三日親身踏足當年黎力基等宣教士

的路，認識他們當年來華後的各種挑戰，到訪潮州黎力

基牧師開基的鹽灶教會。請為各參加者的行程代禱，求

主讓每一位都能經歷當年宣教士的挑戰，挑旺我們傳福

音的熱心。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請為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事工禱告：近日有不少同工，

因健康問題或事奉空間不明朗的原故，須要重新部署事

奉的方向和策略。

• 請為兆泉牧師的氣管敏感仍持續求醫治，敏感常令他在

說話及講道時引起咳嗽。

• 凱恩9月初要考一個專科試，求主給她充裕的時間準備，

及有足夠的記憶力記下海量的醫學資料。

• 凱晴 8月中新學年開學了，為她適應新環境、新學生和

新課程禱告，求上帝讓她成為一位好老師。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蘇姑娘正在香港述職，由 7月至 9月在崇真會各堂分享

在泰國的宣教事工，10 月至 12 月往澳洲神學及英語進

修，明年 1月回泰國工場。請為蘇姑娘在港的述職，在

澳洲的學習和回泰國後的簽證代禱。

2019 年度各堂神學生資料

筲箕灣堂 趙善富弟兄 香港神學院神學學士第一年 
 李浩彰弟兄 衞道神學研究院神學學士第四年 
 劉心丹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基督教輔導學及教育學學士第三年 
 小龜 ( 化名 )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 跨越文化研究 ) 第三年

崇謙堂 黃頌言姊妹 香港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三年

馬鞍山堂 余偉英姊妹 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二年 
 莊詠欣姊妹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學士第四年 
 招建邦弟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道學學士第二年

大埔堂 黃洛敏姊妹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三年

窩美堂 馬善詩姊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第二年

黃埔堂 嚴芝慧姊妹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二年



D
es

ig
n

ed
 b

y 
ar

ta
iL
O
R
D

es
ig

n 
:: 

ga
ry

.li
n

g
@

ar
ta

ilo
r.

co
m

.h
k

總會檔案小組活動 2019 －生命 ‧ 故事
（由崇真總會與富善堂合辦）追念–宣教士生命

12

到訪跑馬地和樂富墓地，追念宣教士：
• 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郭士立牧師 (1843-1851)
• Rev. Theodor Hamberg 韓山明牧師 (1847-1854)
• Mrs. Reusch 婁氐師母 

 ( 婁牧師為建立深水埗堂之宣教士，1872-1890)
• Rev. M. Schaub 韶波牧師 (1874-1900)
• Rev. J. Bosshard 播揚德牧師 (1887-1912)
• Rev. F. Schlatter 斐牧師 (Jan1920-Apr1920)
• Mrs. Hilda Margarat Meyerholt-Rita 梅禮和師母 (1895-1940)
• Rev. Friedrich Meyerholt 梅禮和牧師 (1896-1940)

日　　期：	2019 年 11 月 2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2時

講		解		員：	洪開基牧師（總會差傳部副部長，	
及富善堂主任牧師）

對　　象：	教會執事、青年領袖及	
有興趣的弟兄姊妹

截止日期：	10 月 15日

報名表已寄各堂，有意參加者，請向堂會報名。

深水埗堂

• 7 月 28 日，本堂與同心圓福音平台合辦「燃點希望」佈
道會，共有 635 人出席，決志者有 22 人，對信仰有興趣
的有 16人，回轉有 4人，感謝主。

• 8 月 11 日，本堂在深恩軒舉辦守望社區祈禱會，有約 30
人出席，包括本堂及長沙灣分堂肢體。

• 8 月 13 日，本堂舉行「在時局下的情感創傷與靈命牧養」
講座，有 50人出席。

• 8 月 27 日，本堂與同心圓Glow 敬拜青年平台合辦「青
年事工研討會」。

粉嶺崇謙堂

• 求主恩領教牧到本堂服侍，好讓在牧養上能更整全的兼
顧，且讓福音能更廣傳，讓主的羊得以被關顧、牧養！

大埔堂

• 7 月至 8月，本堂神學生黃洛敏姑娘教授主日學課程「腓
立比書硏讀」已經順利完成，感恩！每課堂平均有 10 多
位肢體出席，弟兄姊妹一同學習及思想「合一及以基督為
榜樣」的教訓。

• 本堂於 8月份舉行兒童暑期活動有：

-《Fun 紛氛》於 8月 13 日至 16 日舉行

-《夏日嘉年華》於 8月 17 日舉行

• 以上活動內容包括敬拜唱歌、集體遊戲及信仰分享。求主
使用我們的安排，吸引區內兒童及家長參加，讓孩子得聽
聞福音及投入享受各項遊戲活動。

• 本堂於 9月份起開辦新年度「兒童成長坊」，活動為區內
學生提供功課輔導、康樂活動及品格成長學習。求主帶領
區內學生來參加，使用教會能服事社區。

窩美堂

• 本堂於 6月 9日聖靈降臨節有一位姊妹堅信禮洗禮，願神
的靈引導她，並讓她活出基督的樣式。

• 本堂於 7月 14 日為『114 周年堂慶感恩主日崇拜』。

• 本堂於 8月 25 日舉行「兒童崇拜」，在兒童主日學時段
舉行，讓兒童從小學習敬拜神，讓他們明白主日崇拜禮儀
及意義。

元朗堂

• 本堂讀經計劃現已完成《路得記》的閱讀及 10次分享會；
現正預備進行《撒母耳記上下》的閱讀，求主保守弟兄姊
妹渴慕主話的心。

• 感恩主！讓本堂順利完成青少年營會及於朗晴邨協辦的暑
期活動班。

• 本堂將於 9月 12 日晚上在朗晴邨協辦中秋晚會，願主親
自帥領本堂在邨內的福音工作。

粉嶺分堂

• 2019 本堂主題：「入世不屬世，落地不離天」；6月 9
日為社會關懷主日。

• 5 月 25 日本堂管委會，及 6月 9日救恩堂執事會已通過
並接納黃小荷牧師離職退休。黃牧師將於本堂事奉至 9月
30 日；10 月底她將離港返回加拿大多倫多陪伴年紀老邁
的母親。感謝她在崇真會 33 年牧職事奉，記念她適應退
休後的生活，求主賜恩福。10 月 1 日起由盧永蓮傳道接任
分堂主任及管委會主席。

• 請記念粉嶺救恩書院新同學舉辦的「升中一英文銜接班」
已於8月6日至10日（週二至六）進行，共32位參加者，
由盧永蓮傳道帶領課堂，8位大哥哥和大姐姐彼此配搭，
感謝上帝順利完成。

• 周五晚間課程「靈修與靈命培育」，日期：2019 年 8 月
16 日開始（逢週五，共四堂）時間：晚上 8時至 10 時。
導師：林慶儀姊妹，有 10位學員，求主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