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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為下一代守望

基督教教育
事工分享祈禱會

彭孝廉博士
興學證基協會總監

學生自殺事件接二連三發生，實在令人悲嘆！眾多悲劇的發生正在敲響警鐘，警告我們
關心下一代實在刻不容緩。
我們的下一代為何如此脆弱？路德會呂祥光小學李錦棠校長指出導致學生自殺的原因有
以下三方面：
一、 享樂主義─香港有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的美譽。香港的學生普遍過分追求物質、追求
名牌，但物質愈豐盛只會導致心靈更覺空虛、失落。
二、 冷漠主義─香港的學生大都是由互聯網伴隨成長，長時間在虛擬世界當中，容易養成
自我、孤僻性格；當遇上困難，不曉得尋求協助。
三、 放縱主義─香港的學生大多誤解自由的真諦。最常見的就是：想做就去做，從不計算
後果。當遇上不愉快的事情，容易變得偏激，最終走上自殺之路。
要解決學生自殺的問題，李校長認為學生從小要建立良好的習慣和培養正確的態度。在
傳統的教育模式中，應引入創意、逆境、溝通、情緒、品德和管理等新思維的課程，藉此提
升他們個人的心理素質，方為治本之法。「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22:6）

學童自殺、教師自殺、TSA爭議等
等，教育問題總是沒完沒了，令教育同工
身心俱疲。要解決這等問題，教育同工必
須先了解甚麼是好教育，這樣才能校正方
向，使問題迎刃而解。

甚麼是好教育？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馮瑞興校長相信學生輕生多來自無法接受的心理、關係及／或生活
變化等因素：

育？我們是天父所創造的，祂最了解我們

一、 心理因素─包括抑鬱、焦慮、挫折、嚴重情緒困擾、自我中心的想法與衝動等。

的需要；因此，按着天父心意作的教育，

教育理論眾說紛紜，甚麼是好的教

自然是最適合不過的了。
二、 關係因素─主要來自家庭關係緊張、親子關係疏離或被漠視、對父母既憤怒又罪疚的
深層矛盾、失去補償性情感依附（失戀成為雙重／多重打擊）、同儕排擠等。
三、 生活變化─包括父母離異、學業表現低落、健康情況變壞等。
馮校長認為要從預防和介入兩方面解決學生自殺的問題。預防方面，要提高學生對防止
自殺的認識與警覺性，帶領學生探討有效應付壓力、宣洩情緒、改善溝通技巧與處理人際張
力的方法，要改變學生對自殺觀念扭曲的認知，要避免傳媒渲染有關個案。介入方面，要安
排需要的學生及早接受專業治療及輔導，並要耐心聆聽他們的感覺，做關心的聆聽者；不要
承諾為其自殺念頭保守秘密，及不要在危急時讓他們獨自一人。

為何而學習？
教育問題之存在，很多時是由於教育
人士不明白學生學習的意義。很多學生是
為學習而學習，為成績而學習，或是為日
後之享樂而學習。基督徒教育同工應教導
學生為事奉主而學習，這樣的學習才能滿
足天父的心意。

本會總監彭孝廉博士稱學生自殺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在靈性的層面。學生因未能認識造物
主，找不着人生真義，也無額外的智慧與能力抵抗逆境。教育同工、家長及教會人士絕不能
忽視學生靈性上的需要。我們應學習如何操練自己成為屬靈的人，才有額外的能力幫助學
生。為此，本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提供不同的進修課程，詳情請參閱本報第四版。
此 外 ， 彭 博 士 誠 邀 研 究 院 校 友 及 教 會 人 士出 席 一 年 一 度 之 基 督 教教 育 事 工 分 享 祈 禱
會，同心為下一代守望，將他們帶到基督面前，更求神賜我們智慧和力量實踐生命教育，使
下一代蒙福。詳情如下：
日期：7月3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4:3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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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2788 1566陳小姐

怎樣明白天父的心意？
要明白天父的心意，就需要多研讀祂
的話──聖經。聖經是天父賜給我們的禮
物，其中記載了祂對我們的心意。故幫助
同學學習聖經是教育成功的基要因素。
為讓教育同工能從聖經立場看教育，
本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於本年暑期開設基
督教教育文憑密集課程，幫助同工改進教
育事奉，歡迎參加。查詢請電2788 1566
陳小姐／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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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不少學生視學習為苦差，學習成為他們的重擔和壓力，不少學生因而產生焦慮、抑鬱，嚴重者自毀輕生。我們
的下一代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究竟現今的教育正處於甚麼光景？是甚麼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本期從本會總監彭孝廉博士
《優質教育概論》中選出兩篇文章，供各讀者參考。

教育問題的癥結─人文主義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教育在人的心目中佔
有崇高的地位。世界上所有先進的國家都在推
行強迫教育，全球大部分的青少年人在其成長
之前都要接受教育。但他們所接受的是甚麼教
育？這問題是我們不能不關注的。

人文主義的宣言
今天有不少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人文主義的
影響，着重人肉體的需要，而忽視人的靈性與
神的真實。要了解現行的教育，我們必須了解
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的倡議者於1933年提出其宣言，
然後於1973年作出修訂。其宣言以人為中心，
拒絕宗教信仰。現簡錄其主要條文如下，以供
參考：

一、 有關宗教
那些傳統教條式或權威性的宗教，把
啟示、神明、禮儀或信條放在人的需要和
經驗之上。我們相信這等宗教對人類造成
損害，……沒有神明能拯救我們，我們必
須自救。

二、 有關倫理
倫理是自主的和環境性的，不需任何
神學和理想上的規範。倫理是按人的需要
和利益而產生的。

三、 有關個人
我們相信與社會責任協調的個人最大
自主權，……我們相信由正統宗教和清教
徒文化孕育而成的排他態度，會對性行為
作出不適當的壓制。

四、 有關民主
所有人都擁有發展其生命價值與目的
之發言權及抉擇權。

二、 以無標準為標準

五、 有關世界大同
我們期望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世界
法制和世界秩序得以建立。

人文主義的影響
今天，幾乎所有教育界人士都奉人文主義
為教育之準則，甚至連基督徒教育同工也不
自覺地摒棄聖經真理，貶低了基督教教育的價
值。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人文主義對教育的影
響，請看下圖：
人文主義立場

對教育的影響

個人主義

自我中心

世人因為離棄真神，及受了人文主義
的影響，拒絕了神給我們的道德標準，於
是推崇理性，以理性為真理的權威。唯人
類因犯了罪，理性的判斷也有所偏差，故
對道德的見解也不一致，找不到一定的行
事原則。在教學時，教師只任由學生憑着
自己的理性去摸索，拒絕了神的標準。他
們以為如此就是教學中立，誰知他們這樣
做也是給學生一個價值觀，那就是行事為
人不需要原則或宗旨，只要自己滿意便行
了。試想：學校裏常見的辯論比賽，不是
訓練學生埋沒良知，只要有雄辯的口才就
行嗎？

三、 人的價值被貶低至與禽獸無異
無道德

環境倫理

進化論

人獸無異

無神論

無救恩
無永恆

現代教育的困境
上圖可見人文主義對現代教育的影響。基
督徒教師應小心，以免受其毒害。以下幾點影
響尤須注意：

一、 站在無神論立場研究學問
今天的所謂學術研究多假設神不存
在。有很多論文接受不同的資料為支援論
據，但卻拒絕聖經的言論。輔導學生更不
以學生為有靈性之人，對靈性輔導一無所
知。試想：我們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
教師們多站在無神立場作教導與輔導。在
讀教育學院時，教授們又把神放在教育研
究之外，局限了我們的思想。

現代教育既然否定神的存在，也就強
調人是進化而來的，以為人是巧合而成，
與禽獸無異，這樣無疑是貶低了人的價
值，直接影響了人生觀及價值觀。今天的
教師只強調學生肉體上的需要，自己對永
恆及靈性之事一無所知。基督徒教師一不
小心，在不知不覺中也跟一般教師無異，
忘記了學生是有靈的活人！
基督徒教師必須研究如何按着神的話實施
教育，以祂的話作為教育的指南是最合理的。
倘能按此推行教育，很多教育問題都可獲得解
決。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
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
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2:8）

無神教育的推行
多年來，港府增加教育經費，改善學校的
設備，以及提供教師更多的培訓，滿以為獲得
上述的條件，香港學童將可獲得良好的教育。

政府為兼顧不同人士的教育立場，故推行
無神、無真理的教育，避免影響學生的人生價
值觀，任憑他們隨自己的喜好作抉擇。

其實，在很多歐美的先進國家，他們花在
教育的經費遠比香港為多，其效果卻不如想像
中的理想。公立學校擁有宏偉的校舍及資歷高
深的教師，但因欠缺明確的教育立場及理想，
以致學校紀律蕩然無存，道德標準低落，男
女關係混亂，甚至連基本的人身安全也難得保
證。這些現象說明，優良教育的基礎並非在乎
學校的財力、人力或物力，而是在乎辦學人士
的立場與理想。

驟眼看來，此等教育極為中立，並沒有向
學生傳遞任何人生價值觀；但仔細想想，便會
發現教育與其他工作有別，絕對無中立可言，
也就是說，每個教育同工在施教時都持有一定
的立場，而所謂中立者，並非沒有立場，他們
所灌輸的正是一套「沒有立場」的教育。他們
使學生相信行事為人是不需要絕對的準則，可
憑自己喜好決定一切。因此，所謂客觀中立的
教育，其實是一套極不客觀、以自我為中心的

教育。他們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絕對的道德
標準。學生在接受這套教育後，行事為人將任
憑心中愛惡、視乎境況而定。基督徒教育同
工對此應特別加以留意。我們應按聖經立場施
教，否則絕不能帶給學生真理和標準。
教育是一項屬靈的爭戰，非靠屬靈的力量
不能完成。教導青少年是神託付我們的任務，
也是我們的權利，我們須按祂的立場施教，切
勿輕易放棄。
註： 如 欲 詳 細 了 解 人 文 主 義 及 無 神 教 育 的 問
題，請參閱《優質教育概論》（簡體字）
一書，本會有售，售價為港幣$40。購買
或查詢，請電2788 1566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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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卓斌牧師

《自殺背後─誰更可憐？》
根據統計，本學年自2015年9月起，至
2016年4月24日，共有31宗學生自殺事件，
年齡從11至22歲，自小學至大學不等。其中
3月至4月，更佔了其中的14宗，於《維基
百科》被稱為「2015-2016年香港學生連續
自殺事件」（以上數據出自網上的《維基百
科》）。
這班學生的輕生原因，以學業壓力為主，
但也有因人際、家庭，甚至疾病等問題。學生
自殺背後的原因，相信不同媒體中已有不少分
析，筆者既無對每一個案作過深入探討，故也
不打算再多作一個分析。
那作為基督徒，我們當如何面對這種事
件？或可說，若是耶穌基督面對同類型的事
件，祂又會如何回應？祂的焦點是甚麼？祂又
鼓勵信徒們作甚麼來回應？其實，在路加福音
13章1至9節，耶穌基督正被要求對一班加利
利人被殺事件作回應。但耶穌並沒對這班死者
表達任何評價，也沒提及如何避免更多犧牲者
出現。耶穌回應的，是提問者的心。當時普遍
地有一種觀念，就是所有死於非命的，都是因
他的罪，而受到神的報應。所以有人心想這些
受害者可能是所作之事不討神喜悅（有學者認

為他們是因反對彼拉多取用聖殿資金建設社區
而受害），故希望耶穌分析事件。耶穌卻沒按
他們的期望去回應，因耶穌深知罪與苦難並沒
必然性關係，也深知地上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所以這班受害者並不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
正如西羅亞樓倒塌事件中的受難者，也不比任
何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因為，不論是加利利人
還是耶路撒冷人，若不悔改，所將要面對的必
是同樣悲慘（後來約主後70年聖殿被毁，所有
以色列人都被趕離以色列區）。現存的人之所
以還安然存留，相反是出於神的恩典，正如6
至9節的比喻般，園主給予管園的多一個機會
讓無花果樹結果，神也不過給予多一點時間讓
當時的以色列人悔改而已。
以同樣的心態，回到學童自殺的問題上，
或有人認為他們是受當今教育制度所害，也有
人認為他們的內心過分脆弱，也有人單純認為
他們的遭遇很悲慘。那套用耶穌說話的「格
式」，我們可以說：「你們以為這些學童比眾
學童更受制度所害、更脆弱、更悲慘，所以受
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
改，都要如此滅亡。」這不是說我們不同情這
些自殺的學童，也不是說當今的教育毫無責

任。而是說，我們是否有看到，其實在生的學
童，也是面對着同樣的問題。自殺的學童可
能是肉身從高樓上墮下來，但在生的學童，若
沒有神，他們的靈魂也是正墮下向地獄的深淵
中，永恆中的遭遇將比因自殺而肉身死亡更悲
慘。這不是說只要他們都信了耶穌，就萬事皆
可，而是不單讓學童（其實也包括任何人）能
讓耶穌基督作他們靈魂的救主，更要讓耶穌基
督作他們生命的主。若我們看見一名學童正要
墮樓，我們將盡力拯救他；那若我們眼見學童
正墮向地獄的深淵，或有基督徒學童正墮向世
俗的深坑，我們又是否袖手旁觀？
這不是說學童自殺的問題不重要，也不是
說這班學童並不可憐。而是，若我們以為保護
學童不自殺就是我們的底線，我們便可能忽略
了他們那在靈魂深處更重要的底線。反之，若
我們能在那福音之線上得勝，這將更能保守學
童們有神所喜悅的價值觀，不單不輕言輕生，
更不輕易於世俗中隨波逐流，反活出神創造人
所命定的生命光彩。在這個神寬容人的日子
（彼後3:9），讓我們把握時間，拉住每一個
遠離神之靈魂的手，逃離那真正可悲的結局。
（作者為基督教晨光堂堂主任［義務］）

由本會主辦之屯元區基督教中學第22屆聯校教育研討會已於3月18日圓滿舉行，是次大會由
李思敬博士主講培靈信息，謹將其信息整理如下，與各讀者分享。

人生馬拉松
同行，這是他的完全，這是他
被上帝稱為義人的原因。

今天的主題是「人生馬拉松」，我想特別
同大家思想的，是一個舊約聖經中記載的見證
人。創世記第6至9章記載挪亞的事跡。6章9
節用了三句說話介紹挪亞的一生：「挪亞是個
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
同行。」這三句說話是一個最崇高的評價。
挪亞是個義人，但他醉酒失德，就算這不
是犯罪，他怎會是個義人？怎會是個完全人？
我們不明白聖經為何這樣稱讚挪亞。挪亞與上
帝同行，這句使我們想起創世記第5章提及以
諾與上帝同行三百年，神將他取去。創世記第
9章28-29節總結挪亞一生：「洪水以後，挪
亞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挪亞共活了九百五十歲
就死了。」我們很失望，與神同行也會死？挪
亞洪水方舟的故事在古代家傳戶曉，但聖經並
沒有用神話的角度介紹挪亞，這即是說他不是
一個很神聖的人，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但
他不普通的地方，是上帝選中他，叫他建造方
舟。方舟建在哪裏？是在平原、山谷還是山
上？如何招聚動物？這些細節我們不清楚。聖
經的焦點放在挪亞身上，他聽到一個莫名其妙
的呼召，但「挪亞就這樣行。凡上帝所吩咐
的，他都照樣行了。」（6:22）「挪亞就遵着
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7:5）挪亞清楚上
帝是這樣吩咐，他就照着行，這就是他與上帝

上帝的說話對挪亞很重
要。方舟建成後，動物來了，
耶和華就將他關在方舟裏，於
是洪水開始氾濫，從挪亞六百
歲2月17日到六百零一歲2月
27日為止，洪水在地上一年
零十天，共三百七十五天。洪水前，上帝吩咐
他；洪水後，上帝也不停和他說話。但在洪水
氾濫這三百七十五天，在方舟漂流期間，天蒼
蒼，地茫茫，宇宙混沌，變回淵面黑暗的情況
中，偏偏在這段日子，上帝一句話都沒有說。
在挪亞最需要的時候，上帝去了哪裏？我們不
單要掌握主「同在」的重要，我們亦要明白
主的「不在」。主耶穌不是好像昔日與門徒一
起那樣，住了吧，靜了吧，風浪就平息；五餅
二魚，使五千男人吃飽。今日很多時是祂的不
在。我們很熟悉「一行足印」的故事，建道
神學院陳韋安博士重新詮釋得好：不是主耶
穌抱着我們走過，而是主耶穌先走過十字架的
路、痛苦的路、窄路，祂按着上帝的旨意走下
去，我們就按着主的足印，一步一步地走在祂
的足印上面，所以留下的仍是一行足印。
挪亞在上帝的沉默中度過三百七十五天，
這是他一生最難過的日子。我們很喜歡問：上
帝，祢在哪裏？主是在的，祂曾走過這條路，
你要跟着走上去。你要自己走，不是常常被主
抱住，這是你和我的責任。挪亞與上帝同行，
而不是上帝抱着他。三百七十五天，上帝沉
默，其實上帝的話是包圍着他，上帝給他的吩
咐仍然有效。祂不作聲，不代表祂的旨意暗昧
不明。挪亞堅持三百七十五天，其實並不容

李思敬博士

易。上帝把他關在方舟後沒有承諾要關多少
天，挪亞不知道要走幾遠，但他知道他的腳踏
在這行足印上就安全。
挪亞曾向多少人傳福音？他只能帶他的太
太、三個兒子和三個兒媳入方舟，那他的父
親？姻親？挪亞不是一個很有效的福音使者。
你作了基督徒教師這麼久，你帶了多少人信耶
穌？當然每個人也不同，傳福音是一種恩賜。
挪亞遵行上帝的吩咐，人類的歷史就不停在
創世記第6章。就是這樣簡單。遵行上帝的命
令，人類的歷史就有第二次機會重新開始。由
亞當至亞伯拉罕，轉捩點就是挪亞，但他當時
是不知道的。在我們短暫的一生中，上帝會幾
時用你，不是我們計劃，也不一定是我們知道
的。但祂要用你的時候，你在不在？你是否已
經放棄了？
這段日子很多學童輕生。我們身旁有很多
人想輕生，但如果上帝安置你在那個位，就在
那一次，你和他傾談一次，上帝要用你。
人生馬拉松，你要掌聲、歡呼、證書，還
是夜半時你忍耐、堅持下去？上帝如果用你，
你的一生就有價值了。凡上帝所吩咐的，我們
照着去做。祂呼召你，叫你做一個老師，每一
年將多少年輕的生命放在你的週圍，你願意成
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嗎？在同學的生命中，
在他們有需要時，你可能留下一句說話，可能
留下一個擁抱，可能只是一個關懷的目光，不
一定很偉大，就像挪亞般與上帝同行，就這樣
過一生。讓上帝的救恩透過你的生命臨到有需
要的人，不論年紀，不論背景，不論甚麼處
境。
（作者為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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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度上學期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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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優質領導研究＊
彭孝廉博士
梁興強博士
2016年
10月5, 12, 19, 26日
11月2, 9, 16, 23, 30日
12月7, 14日
2017年
1月4, 11, 18, 25日
2月8, 15, 22日

優質家長教育課程
研究
羅秀賢博士
2016年
9月8, 22, 29日
10月6, 13, 20日

基督教教育概論
彭孝廉博士
梁興強博士
2016年
9月9, 23, 30日
10月7, 14, 21, 28日

幼兒輔導工作＊
蘇桂芳博士
2016年
9月20, 27日
10月4, 11, 18, 25日
11月1日

幼兒教育行政＊
吳華敏校長
蘇桂芳博士
2016年
10月6, 13, 20, 27日
11月3, 10, 17日

地球科學與生存環境＊
黃植禧先生
2016年
10月14, 21, 28日
11月4, 11, 18日
另加一次戶外考察，
時間及地點待定

創造與進化
陳城禮博士
2016年
10月4, 11, 18, 25日

福音工作研究
羅秀賢博士
2016年
11月3, 10, 17, 24日
12月1, 8, 15日

聖經中的教育原理
（舊約篇）
梁興強博士
2016年
11月4, 11, 18, 25日
12月2, 9, 16日

從聖經立場看通識教育（II）
游德生博士
2016年
11月1, 8, 15, 22日

專題研習：
幼兒音樂活動
及敬拜＊
陳淑美校長
2017年
1月5, 12, 19, 26日

戲劇教學與生命培育＊
嚴翠芳女士
2016年
11月15, 22, 29日
12月6日

釋經方法研究
黃庭得牧師
2017年
1月5, 12, 19, 26日
2月9, 16, 23日

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
陳城禮博士
2016年
9月6, 13, 20, 27日

●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晚上7:00-9:30

上課地點： ＊興學證基協會尖沙咀辦事處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4字樓）
			
其餘科目在本院圖書館（九龍大坑東棠蔭街5號6字樓）／
			
匯基書院（棠蔭街11號）上課
●

●

詳細課程資料備索，查詢請電2788 1566，或可瀏覽www.sfchk.com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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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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基督教教育同工
講師： 彭孝廉博士及其他同工
日期： 2016年7月21,22,23,25,26,27,28,29,30日
時間： 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310室
（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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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學習研究（R2）
5、教師個人靈命成長（R1）
學費： 未持學位者$2,620，持學位者$2,890
查詢： 2788 1566梁博士／陳小姐
備註： * 欲報讀此科必須先修讀基督教教育概論／
導論。
* 此課程以粵語授課，有需要以普通語或英
語授課的學員，請與本院聯絡。
* 欲修讀此課程，必須出席2016年7月30日
（星期六）下午2:00-4:30「基督教教育
事工分享祈禱會」。

本 會 簡 訊
家庭教會成立
本會於本年1月及6月於尖沙咀及大坑東辦
事處分別協辦家庭教會，藉此培訓人才，將福
音傳到地極，完成基督的大使命。本會並差派
十個完成碩士課程之學員作宣教士，期盼他們
在香港及中國建立家庭教會及學校。

校際教師籃球比賽
本會將於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舉辦
校際教師籃球比賽，以加強各校之聯繫。詳情
稍後公布，報名或查詢，請電2788 1566梁博
士。

教師就業服務
本會教師就業服務旨在為基督徒及基督
教中小幼學校介紹教職（長期、合約、半職、
代課及教學助理等），歡迎使用。查詢請電
2368 0166丁太。

籌款步行
由本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主辦之籌款步行
已於3月13日圓滿舉行，是日約有70人出席，
籌得港幣20萬元。在此謹向各支持者致以萬分
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