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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教育同工及父母必讀
歡迎索閱

興學證基協會
40週年感恩異象分享會及聚餐
700人出席盛會
本會40週年感恩異象分享會及聚餐已於去年12月6日圓滿結束，出
席者約700人。
是次分享會先由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帶領會眾敬拜，再
由音樂中小學、匯基書院及匯基書院（東九龍）教師獻詩。本會特邀Dr.
Ted Boyce（澳洲太平山基督教學校校長及南方學院院長）及盧家馼牧
師（前任遠東廣播有限公司總幹事）蒞臨致勵言。兩位嘉賓分享完畢，
本會總監暨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彭孝廉博士講述本會過去、現在、未
來。本會40年來蒙主一直帶領保守，足見主恩豐盛。
為祝賀本會，慈黃區校長團契、中學校長團契、小學校長團契、幼
稚園校長團契、研究院學員、國內學員及家長特地委派代表致賀辭。
分享會完畢，會眾到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音樂廣場拍攝
大合照。多年友好出席此盛會，在晚膳自助餐時段互訴近況，濟濟一
堂，十分熱閙。各人心中充滿喜樂、感恩。

興學證基協會出版
編輯：林龍珠
總監：彭孝廉博士
總辦事處：九龍大坑東棠蔭街5號7樓(2788 1566)
尖沙咀辦事處：九龍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4B
(2368 0166)
電子郵箱：sfc@sfchk.com
網址：www.sfchk.com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六  10:00 a.m.-6:00 p.m.

彭孝廉博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

教育工作愈來愈困難，尤其是在這末世時代，不但有外來的壓
力，亦有內在的紛爭。彼得在聖經中教導信徒如何面對這些困難，對
我們作為教師的，亦有啟發。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
4:7-8）
彼得在以上經文指出我們在面對困難時，可留意以下四點：

謹慎

小心行事。教師須謹言慎行，不但不可對學生諸多挑
剔，傷害他們弱小的心靈，對同事及校長更須尊重，和諧共處，互助
合作，建立學校成為一個愉快的校園，使師生能享受教與學的樂趣。

自守

自我節制。雖然很多事我們都可以作，但我們要分清優
先次序，主所認為重要的，我們要留心去作。作為教師，我們不宜只
鼓勵學生追求優異的成績，更重要的，是把他們完完全全地帶到主的
面前，幫助他們重生得救，得着永恆的福樂，有能力完成基督的大使
命。

禱告

教育是一項屬靈的工作，非倚靠屬靈的力量，不易成
功。我們不但自己藉着禱告祈求，把教育工作帶到主面前，更須邀請
教會的弟兄姊妹，支持我們的教育事奉，俾能藉着主的大能大力，完
成教育使命。

相愛

各代表致賀辭

教育是一項團隊的工作，非同心合意，不易成功。在學
校工作，教育同工難免意見分歧，我們應彼此切實相愛，互相支援，
彼此饒恕。我們要認定魔鬼才是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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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教師聚會信息
本會主辦之屯元區基督教中學第21屆聯校教育研討會已於本年3月20日圓滿結束，出席者約400人。是次邀得基督教
潮人生命堂堂主任樓恩德牧師主講靈修信息，謹將其信息節錄如下，與各讀者分享：

縫補？靜默？
縫補和靜默，是否兩回事？究竟今時今日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這是我們每一個住在香
港的人所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其實這不單
是香港的問題，也是整個世界的問題。當我
安靜思考的時候，第一段出現在我腦海中的
經文是以西結書33章，我們要做一個守望者
（Watchman）。

認識神的人。那些人心中沒有平安，他們所行
出來的，表面看是好東西，實質是像污濁的水
一樣。「你─ 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
他離開所行的道，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
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惡人轉離
所行的道，他仍不轉離，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結33:8-9）

Watchman即「打更佬」，後來我再思想
的時候，那叫「暮鼓晨鐘」。當世道混亂的時
候，天降大任給我們的聖人夫子，天要他做甚
麼？做「木鐸」。今日我們為人師表，人是有
靈魂的，我們知道有永恆，如果人沒有永恆就
如動物一樣死後甚麼都沒有，但有永恆便不同
了。今天我和大家看看究竟在這個世界、這個
社會、這個時代，你和我可以做些甚麼。

留心「必死在罪孽之中」不單指身體結
束，這個死是指永遠滅亡。聖經告訴我們人有
第一次的死，每個人都會經歷。「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9:27）
審判是一定有的，有審判，然後決定第二次的
死，這是滅亡。第一次的死是身體與靈魂分
家，第二次的死是生命與賜生命的神永遠分
開。這是我們今日要傳給人聽的。

當神對以西結說：「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
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
誡他們。」（結33:7）神要我們要警誡那些
人，是用神的說話，不是照我們的喜好。「我
對惡人說：『惡人哪，你必要死！』」（結
33:8）留心聖經所指的惡人，不是指那些拿着
棍打人，或是心裏毒咒人的人，而是指沒有平
安、不認識有永恆的人。說清楚一點，就是不

哪些人會有第二次的死呢？「膽怯的、不
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
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啟21:8）
這是一個淫亂的世代，若一個人在神給的性
別上混淆不清，甚至與人的關係混淆不清，這
都是淫亂。不要被這些東西迷惑你。神要我們
清醒過來，將人引導到神的面前。第一次的死
無人可以倖免，但第二次的死要看你是否在恩

樓恩德牧師

典裏面。在面對審判時，「憐憫原是向審判誇
勝。」（雅2:13）你我都會面對第二次的死，
耶穌會承擔接受救恩的人的罪。
「人子阿，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常
說：我們的過犯罪惡在我們身上，我們必因此
消滅，怎能存活呢？』你對他們說：主耶和
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
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結
33:10-11）「轉離所行的道」即悔改。只有
悔改才可永活，不悔改無法永活。善行不能使
你得永生，我們因着稱義，因着神的恩典憐憫
我們才得到永生。有永生的人將永生之道活在
生命之中，這是善行的結果。為這緣故，求主
讓我們今天在地上承擔木鐸責任的弟兄姊妹，
承擔神給我們的使命做一個守望者，能在這個
世代中不單為社會培訓有建設性的人；更重要
的，是讓每一個在我們教導下的孩子能認識真
理。
以斯帖被末底改問：「焉知你得了王后的
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斯4:14）今
天作為教師的你，做木鐸是做甚麼？不是單為
要過舒適的生活，更是為叫人得永生。願主賜
福。
（作者為基督教潮人生命堂堂主任）

《父母上崗拿牌照》

羅秀賢博士著

本書結集了作者的個人見證及家長學堂的講課
重點。篇章中亦加插了很多反思問題，讓讀者回想
自己的成長問題，啟發他們思考教養孩童背後的真
正意義。本書亦用作家長學堂的教學叢書之一。

售價：每本$70，購買十本以上九折優待
購買或查詢：請電2788 1566梁小姐

不打罵的管教
防止虐待兒童會訪問了1562名6至13歲的兒童，發現有51%兒童
在過去一年因學業問題而被體罰，包括成績不理想、欠交功課等。父母
因學業問題打罵子女，影響親子關係。Tom育有18及12歲的兒子及13
歲女兒，五年前長子不做暑期功課，Tom說教不果，用鐵間尺打其手
心，兒子報警，Tom被控虐兒，要守行為一年，兒子搬往與母親同住，
後Tom把他送到澳洲與親戚同住，從此關係破裂。
導致上述問題的主因是父母與老師的角色及職責混淆不清。孩子學
業成績欠佳，有等教師會向家長施壓，希望父母能提升子女的學業成
績。另一方面，父母卻將品德教育的責任交付教師，孩子品格不好，有
等父母向教師求助，要求他們教好子女。
聖經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
警戒養育他們。」（弗6:4）神將管教子女的權柄和責任託付父母，父

羅秀賢博士
基督教優質家庭教育中心主任

母是孩子第一任生命教師，而學校教師只是協助者而已。另一方面，教
師的責任則是在學業上幫助孩子，而父母只是協助者而已。
也許有父母認為自己不懂教養子女，故將此責任轉交教師。其
實，父母不是當了父母便自然懂得教導子女，通常都是邊做邊學；因
此，父母應積極裝備自己，讓自己成為稱職的父母。Tom過去管教孻子
甚嚴，「打得好重手」，曾一週打兩三次，但大半年前Tom參加基督教
優質家庭教育中心家長課堂後，便再沒打兒子。兒子若不做功課，他會
告訴兒子快點做完功課才可早點休息。子女若不聽話，他會跟他們「坐
低慢慢傾」。他參加了家長學堂後，生命改變，心情喜樂，親子關係得
到修補。他學會用聖經中的價值觀教養子女，用愛、寬恕和接納取代強
權、恐嚇和責打；學習交託，嘗試放手。父母如能認清自己的角色和責
任，學習用優質的方法教導子女，必能使親子關係和諧，家庭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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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我是侯頓
大學的學生，第一
次在此校園走路。

建立這別墅在美麗的
湖邊時，充滿夢想，
現在已成過去。

短暫與永恆─
侯頓大學之行有感

彭孝廉博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2:17）
1962年，我到侯頓大學進修，裝備自己回港創辦優質學校，推廣優質教育。今年5月，我獲該校
之邀，出席該校畢業禮向畢業生致詞及接受該校頒發之大學勳章，以表揚我對教育的貢獻。本人和內
子重返該校，正值1965年校友重聚日，本人在該地逗留了約十天，感觸良多，很想與你們分享。

人面全非

夢想幻滅

虛浮榮耀

50年前，我是侯頓大學的學
生，當時的我，是多麼年青！50
年後，曾教導我的教授老了，我
的同學也老了，我也老了。將來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向主交賬。

1948年，內子的父親在
紐約州北部美麗的湖邊建立一
幢別墅，當時的他充滿夢想，
希望家人有美好的居所、美好
的生活，但他現已離世，任何
夢想最終都會過去。

此次我獲頒大學勳章，在世人
看來甚為光榮；但想深一層，一切
名譽、權力和地位都會過去。人生
的目的不應是追求這些短暫虛浮的
榮譽，而應按主心意完成人生的任
務，得着祂的讚賞。

三十多年前的我。

50年後，我的教授老了，我也老了。

《從異象到實現》（2014 年增訂版）＜興學證基協會成立 40 週年（1974-2014）紀念出版＞
本書詳述彭孝廉博士五十多年來的事奉體驗，見證信實的主。本書不但能使各主內人士認識
興學證基協會的事工，更可使他們對這半世紀以來基督教學校教育的發展，以及如何藉着教會、
家庭及學校的建立，使下一代得到良好的培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盼望讀者能繼續支持協會的
工作，同心實現傳道與教導的大使命。

售價：每本$50，購買兩本以上八折優待
購買或查詢：請電2788 1566梁小姐

如何教孩子不怕困難？
在《學會學習》的課程中，有學員提出了
一個問題：孩子碰到困難怎麼辦？如何教孩子
「不怕困難」？有姐妹說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
戰勝困難的經驗，當然也可以讓孩子看勵志文
學，勵志電影等等。但無論文學也好電影也
好，說的都是別人的經歷。每個人的情況不
同，別人的經驗對我不一定有用，那最有效的
方法是甚麼呢？是幫助孩子學會將困難帶到神
的面前。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
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
他。」（雅1:5）孩子在學習中遇到困難，我
們應該引導孩子，將他的困難帶到神的面前，
求神賜下足夠的智慧和恩賜。當我們的孩子與
那智慧全能的源頭連接上之後，他們就得到了
一眼活泉，湧流不斷。
當孩子在人際關係上遇到困難時，我們同
樣要學習將孩子帶到神面前，幫助孩子學會將
人際關係上的困難交給神。
我的大女兒樂樂有一個同學，也是一位主
內小姐妹。她們兩個人很喜歡在一起玩，但是

黃莉萍
國內學員

樂樂一直對她們的關係感到很困擾。樂樂常很
不開心的對我說：「媽媽，某某同學看到我跟
別的小朋友玩，就說再也不跟我玩了。」又或
者某某同學問她要個甚麼東西，她沒給，也受
到威脅說永遠都不跟她玩了。這些事我一開始
聽了，還覺得無所謂，對樂樂說：「不要在乎
這些事，她說說而已，過一會兒就又跟你玩
了。」有時我聽得煩了，就說：「不玩就不玩
了唄，你和別人玩不就行啦。」我雖然總勸樂
樂別計較，但自己心裏也委實不喜歡她的這位
同學，這實在是有些口是心非，讓孩子去做
的，自己首先就做不到，所以每次都是不了了
之，一直也沒找到好辦法。

為他禱告呢？主耶穌在這種情況下又是怎麼做
的呢？我們繼續查路加福音22章51節，當大
祭司帶着人來拿耶穌，主的門徒中有一個人把
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吧！』就
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路加福音23章
34節，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他沒有
求天父差下天使來剿滅那些釘他的人，反而為
他們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曉得。」撒該是如何改變的呢？是
因主耶穌愛他，唯有愛能遮掩許多的罪。當撒
該碰到主耶穌的愛，被神的愛摸着的時候，他
的生命就得到了改變。

直到有一天，樂樂說：「某某同學要用我
的水彩筆，我正在用，沒給，她就把我的畫給
劃壞了。我討厭她，我恨她。」我覺得問題嚴
重了，我以前對樂樂說的那些讓她不在意別計
較的話對她並沒有幫助，我求主給我智慧。

感謝主，當我們查考聖經時，我們的心就
得到了釋放。我們有了神的話，有了主耶穌的
榜樣，我們也知道了正確的做法。求主繼續帶
領我，不但用神的話建造自己的生命，也要學
習用神的話來建造孩子的生命。我不再用自己
的方法，而是幫助孩子靠着神去戰勝困難，因
為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感謝主開啟我，讓我回到聖經看主耶穌是
怎樣做的。於是我和樂樂一起查經，馬太福音
5章44節：「要愛你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
禱告。」當人得罪了我們，我們是恨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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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研究院2015-16 年度上學期課程推介

進 修 優 質 基 督 教 教 育

作 個 專 業 基 督 徒 教 師

研究院課程專為中小學、幼稚園教育同工、大專院校同學、教會同工、家長以及對基督教教育有興趣之人士而設，旨在提供按聖經立場而
建立之教育理論與實踐訓練，使學員能按主心意作教育事奉。本年度上學期開設課程如下，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

恆常課程

密集課程

星期二

幼兒成長心理學
講師： 何仲廉博士
日期： 2015年9月8,
15, 22, 29日
10月6, 13, 20日

星期三

從聖經立場看通識教育 (1) 基督教教育概論
講師： 游德生博士
講師： 彭孝廉博士
梁興強博士
日期： 2015年9月16,
23, 30日
日期：2015年11月4,
10月7日
11, 18, 25日
12月2, 9, 16日

教學工作研究
講師： 梁興強博士
日期： 2016年1月6, 13,
20, 27日
2月3, 17, 24日

星期四

舊約研究
講師： 黃庭得牧師
日期： 2015年9月10,
17, 24日
10月8, 15, 22,
29日

家長學堂課程（1）： 幼兒輔導工作*
學會學習研究
講師： 蘇桂芳博士
講師： 彭孝廉博士
子女教育知多少？
羅秀賢博士
日期： 2015年11月19,
講師： 羅秀賢博士
26日
日期： 2016年1月7,
日期： 2015年11月5,
12月3, 10, 17日
14, 21, 28日
12, 19, 26日
2016年1月7, 14日
2月4, 18, 25日

星期五

聖經中教育原理
幼兒福音工作*
幼兒讚美操*
講師： 朱朱雪貞師母
講師： 梁梁淑玲師母
（舊約篇）
蘇桂芳博士
日期： 2015年11月27日
講師： 梁興強博士
日期： 2015年10月9,
12月4, 11, 18日
日期： 2015年10月9,
16, 23, 30日
16, 23, 30日
11月6, 13, 20日
11月6, 13, 20日

幼兒傳意學：
溝通技巧*
講師： 蘇桂芳博士
日期： 2016年1月5,
12, 19, 26日

創意教學法*
講師： 李榮漢先生
日期：2015年10月22,
29日
11月5, 12日

專題研習：
聖經中逆境能力解讀
講師： 黃庭得牧師
日期： 2016年1月5, 12,
19, 26日

釋經方法研究
講師：黃庭得牧師
日期： 2015年7月27-31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6:00pm-9:30pm

上課時間： 晚上7:00-9:30（除特別註明外）
上課地點： 九龍大坑東棠蔭街5號6樓興學證基協會圖書館／九龍大坑東棠蔭街11號匯基書院（石峽尾鐵路站B1出口）
			
有*者之上課地點為：九龍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4字樓興學證基協會（佐敦鐵路站D出口）
● 詳細課程資料備索，查詢請電：2788 1566
●
●

基督教教育文憑密集課程（R9）
目

的： 此課程為基督徒教育同工而設，使他們能於暑期專心學習基督教教育，俾能更新
教育事奉方向，在教育崗位上更有效地事奉主。
對
象： 所有基督徒教育同工
講
師： 彭孝廉博士及其他同工
日
期： 2015年7月23, 24, 25, 27, 28, 29, 30, 31日; 8月1日
時
間： 上午9:00-下午5:00
地
點： 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310室
內
容： 1. 教學工作研究（R2）
2. 輔導工作研究（R2）
3. 福音工作研究（R2）
4. 教師個人靈命成長（R1）
5. 學會學習研究（R2）
學
費： 未持學位者：$2,620，持學位者：$2, 890
報名查詢： 2788 1566 梁博士／陳小姐
備
註： *欲修讀此課程之學員，必須先修畢「基督教教育概論」或「基督教教育導論」。
*此課程以粵語授課，有興趣以普通話修讀同樣課程者，請與本院聯絡。
*欲修讀此課程之學員必須參加「基督教優質教育事工分享祈禱會暨校友重聚日」
（2015年8月1日[星期六]下午2:30-5:00）

恭賀 彭孝廉博士榮獲侯頓大學勳章
本會總監暨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彭孝廉博士於本年5月9日在美國侯頓大學
（Houghton College）畢業禮上接受該大學頒發勳章，以表揚彭博士對教育之貢獻。
侯頓大學勳章乃頒予對基督教事工有重大貢獻之傑出校友。彭博士於1964年在該校獲
文學學士學位。1993年彭博士獲該校頒贈榮譽教學法博士學位。該校除頒發勳章予彭
博士外，更邀請他在該校畢業禮上向二千名畢業生及嘉賓分享獲獎心聲，並獲他們站立
鼓掌。感謝主！

基督教優質教育事工分享
祈禱會暨校友重聚日
基督教優質教育事工分享祈禱會暨校友重聚日將於
本年8月1日（星期六）下午2:30-5:00假國際基督教優質
音樂中學暨小學小教堂（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舉
行，請預留時間出席，共同為下一代守望。

本 會 簡 訊
校際教師籃球比賽
校際教師籃球比賽已於去年11月22日圓滿結束。冠
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亞軍為匯基書院，季軍
為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謹在此恭賀各得獎隊
伍。本年度之籃球比賽，亦將於11月舉行。報名或查詢，
請電2788 1566陳小姐。

優質生命堂三週年紀念
由本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彭孝廉博士及同工建立
之粉嶺優質生命堂於本年5月3日舉辦三週年紀念會。請繼
續記念該堂發展，能繼續在粉嶺為主發光，多結果子。

同工消息
本會同工丁周文英姊妹之丈夫患急性血癌，現需二十
餘萬元醫療費，兩人並育有一名四歲女兒，請各兄姊切切記
念他們一家的需要。如有感動奉獻，請將支票寄給本會（抬
頭：興學證基協會），由本會代轉姊妹。在此先表謝忱！

步行籌款
本會籌款步行已於本年3月15日圓滿舉行，出席者約
60人，共籌得款項約18萬元，謹在此向各位支持者致萬分
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