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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政府預留十八億元分配每區一億元推行該區關注

的重點項目，香港基督徒學會關注社區如何運用此筆款

項真正做到用之於社區和坊眾，認為地區教會應該擔任

監察和積極參與的角色；遂與「香港公民」連結深愛堂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下稱深愛堂）教友進行社

區聆聽計劃，從中了解街坊及教友對社區重建、公共空

間善用及如何運用撥款鋪設社區生活等非常關注。2014

年初又邀請深水埗區多位議員在深愛堂與基層婦女、殘

障團體及教友等進行對話，彼此交流社區的關懷及具體

建議。藉此展開了學會與深愛堂同心同工回應社區需要



的合作，透過「深愛鄰舍同行牧養實踐計劃項目」，嘗

試建構以生態保育角度結合基層婦女生命的牧養工作。

同行始於參與
深水埗石硤尾的社區重建工程早已遠離居民及環境生態

的實際需要，例如「屏風樓」阻擋了空氣及陽光，天橋

把人架空將路權讓給車輛，以往幾分鐘的路程在改道的

情況下需要花更多時間和力氣才能到達，對長者及殘障

者做成諸多不便；而看不見的深遠影響包括空氣質素變

差及地下水受污染等問題。凝望轉變中的社區，鄰舍的

需要有誰願意傾聽？

信仰群體想祝福社區可以禱告記念，靜默同行，繼續

個人靈性的福音工作；但這樣並未能深切體會社區與

鄰舍生活因改變所帶來的掙扎。肩負超過一百二十年

教會傳統，在深水埗石硤尾社區已接近五十年的深愛

堂，雖然古舊卻不僵化，仍有改革的動力和創意，她

嘗試將教會的大門向外開放，透過與香港公開大學及

婦女事務委員會合作，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成

人教育課程與坊眾接觸，特別為基層、退休人士及長

者提供培育的機會。

過去教會鐵門深鎖，今天透過培育課程拉近教會與社區

的距離，與街坊鄰舍互動建立友誼。藉著參加成人教育

包括課程、工作坊及不同的活動，可以是提昇個人視野

的學習階段，也可以是人生歷練的功課。課程主題例如

「解開心結」、「宗教哲學人生」、「人際關係與溝通

技巧」、「愛護大地的環保生活」及「製作環保肥皂」

等，過程中提供了寬闊的牧養平台，既關注環境保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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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生活的平衡。有學員透過書寫傾心吐意，其中表達

自己要面對如何適應退休生活，曾一度陷入「茫然不知

所措」，然而在導師悉心引導下，「重新積極面對生活

的改變，學習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迎戰那些因體能衰退

所遇到的困難。」

舉辦課程，造就了社區牧養關懷的良機，讓教牧有空間

認識不同學員的需要及其獨特的故事。為了讓學員與堂

會有更深的同行，我們鼓勵同學自發組成「同學會」，

協助導師舉辦活動、分享會及工作坊等，目的是一起認

識共同身處的社區，以及環境保育等永續生活的思考，

寓學習於生活實踐。牧者在其中可以給予更適切的牧養

關懷，例如家訪教會及社區中的婦女及長者，了解到基

層及新來港婦女面對生活的各種困難，尤其是欠缺培育

及工作的機會，在貧困及孤立中如何獨自掙扎求存；少

數族裔、外籍傭工及居住長沙灣區來自非洲的難民婦女

等，更是備受忽略的一群。我們又舉辦信仰與生命探索

小組等，藉著「俗世中的信仰生活」、「苦難」及「走

出鬱結」等課題，讓組員對生命及宗教有更深入的剖

析；同時透過探訪區內的基層組織，以做到彼此關懷，

例如南山村婦女長者中心、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跨境

學童關注團體，以及新移民自助組織——同根社等。

觸動有時
深愛堂的聖殿雖沒有現代人所追求的耀眼燈光和炎夏送

爽的空調，但仍十分莊嚴和充滿人情味。社區的婦女

來參加崇拜，聚會後留下感觸的字句：「感謝牧師及教

友的接待，讓自己感受到被重視、被接納，不再如以往



常感到活著是多餘或被遺棄。在團契及崇拜與教友的相

處，親切的感覺除去了往昔的孤單，感覺自己是人，重

獲生存的力量。」另一位婦女在課程完結時判若兩人，

原來她終於從過去數十載惡劣的婆媳關係中釋放過來，

重拾生命的喜悅，她的丈夫和兒子看得出她比以前開懷

了不少。種種的故事令人觸動，學員與導師的關係亦師

亦友，牧者更祝福彼此成為對方的生命導師，在艱辛的

人生旅程上，藉著深愛堂的同行讓基督的福音見證造就

每一位相遇的街坊鄰舍。 

堂會服侍形體俱在
社區牧養如前文所顯示的，是將個人重新與社區再作連

接；再進一步便嘗試從人本主義，轉至以大地生命共同

體作出發點，重尋生命之間在上主創造與救贖的心意。

這也是二十一世紀的女性主義神學家所提出的關懷，

關注環境生態、水源與宗教的匯聚關係，提出「藍神

學」 (Blue Theology) (1)，其中最為深刻的是指出大自然

「被女性化」或邊緣化，成為了父權主義下備受剝削及

濫墾。藍神學重申大自然的內在價值，拒絕任何踐踏，

重塑生態治療將大自然與被邊緣的弱勢者聚合起來，形

成一股新的團結力量；藉此移除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隔

閡，歸回眾生內在「生命為本」的連結。按以上的關係

基礎進而發展永續經濟模式，對資本主義不是照單全

收，而是因生態的破損所引致極度的失衡，提出深切的

反省。上主創造大地作為所有生命體棲息的「家園」，

而不是任由官紳地產蹂躪的後園。

深愛堂古舊的建築物，是歷史的印記，說明教會作為大

地的管家在見證和服侍上是有形有體的。深愛堂古舊的

建築物象徵了世代的轉變，教友為社區及堂會的需要不

斷在軟件上，透過前述外展的牧養關懷方式配合當下的

需要，在硬件上則投放資源修護建築物；讓社區保育成

為教會行動，彰顯上主創造大地、人與大自然的修和與

人與人之間的修和同樣重要。堂會在生態保育方面亦進

行了不少探索，如認識能源組合，聯袂參觀位於長洲的

太陽能工作室，邀請專人講解水耕綠化，淨化水源以及

收集雨水有助降低室溫等知識，作為其中的牧養元素。

對眾生的愛更延伸至在教會生活的自來貓，教友為她起

名叫「深愛」，現已共渡了十載寒暑，當她步入老年之

際，教友都盡力照顧並感謝上主創造生命的美意。

迎向新一年，在思考實際處境之餘，在信仰的實踐過程

中將有更多需要學習及守望，願將祈禱化為行動與鄰舍

結伴同行，為社區關係培植深耕永續的未來。

參考資料：

1. Deep Blu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Nature, Religion and Water, eds. Sylvie Shaw and Andrew Francis, 202.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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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動態

1.  認識香港後花園—2015 
 香港基督徒學會行山籌款活動 2015.3.7
行程十分順利，會員、友好及同工共11人，一起享受了一整天

的大自然，看見迎春的新綠，吞吐的海浪，處處見證上主與祂

的受造同在，也讓我們加深認識香港遼闊多樣化的綠色環境。

感謝學會的資深會員繆熾宏弟兄設計路線兼親自帶隊，也感謝

學會的同行者

響應我們的呼

籲，支持我們

財政上的需

要。是次籌款

目標是港幣五

萬元，截至3

月 31日共收

到捐款港幣

41,6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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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妥協的政治

在「袋住先！」陰霾的籠罩下，妥協就

好像一定是密室談判，出賣群眾；但沒

有妥協，談判還有否空間，政治的現實

如何落實？差異如何透過共議溝通來減

少？面對艱鉅的政治理想同目標，我們

有否妥協的餘地。。。

日期及時間：四月十八日（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BC215室

分享嘉賓： 黃碧雲立法會議員

對談嘉賓： 褟智偉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嘉賓主持： 姚仲匡先生

系列二：正義的政治

正義是政治參與的重要基礎，每個人都

應得到公平及自由的發展及對待。但現

實的社會充滿暴力與霸權，正義可如何

實踐？偶一不慎，我們會否把個人的正

義絕對化，成為互相攻擊的工具。。。

日期及時間：五月廿三日（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課室容後公布﹞

分享嘉賓： 梁國雄立法會議員

對談嘉賓： 龔立人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嘉賓主持： 沈偉男先生

系列三：偶像化的政治

偶像化是指靈性的追尋中，把「相對」的東西看成為「絕對」，政治的參與也好像是沒有「絕對」─ 沒有永遠的敵人與朋友，也

沒有不變的立場與理念。但在政治參與中，我們曾否把「理想與信念的堅持」，成為了我們的「偶像」。。。

日期及時間： 六月六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課室容後公布﹞

分享嘉賓： 李慧琼立法會議員

對談嘉賓： 葉菁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

嘉賓主持： 林子健先生

3. 【當孩子去完佔中】家長講座 2015.2.7
學會與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合辦，於該校校址舉行。旨在做到讓家長取得一點參考意見，不論是與

兒女的關係、對時局的掌握，甚至基督信仰的教導；期望有助調節個人情緒，加深認識社會在後

佔中期的變化和有可能的發展、並取得從信仰來的提醒，最終有助關心和教導兒女，重建關係，

同心同行。講者包括陸凱珊社工、梁錦波傳道和本會義務總幹事龔立人博士。約40人出席，該校

家長佔多數，普遍認為有助家長彼此守望和溝通，更建議家長會應繼續舉辦這類講座。

4. 政治參與的道德與倫理 ── 政治人對話系列 4.18 / 5.23 / 6.6

2. 新書《耶穌，政治與公民抗命》2015.1
本書是歐陽文風牧師特別為參與雨傘運動的香港朋友和基督

徒寫的，表達他的同行和支

持。全書共五章，從舊約先

知傳統，到新約福音書，及

至啟示錄，反覆搜證以說明

基督徒不能抽身政治；指出

耶穌運動對政治、經濟和宗

教霸權是一種顛覆，宣告上

主站在貧窮受壓制的一方。

本書暫時只在本會會址有

售，希望讀者不介意多走兩

步前來購買這樣一本好書。

售價：HKD 40。

查詢及報名：2398-1699　香港基督徒學會

網上報名：http://goo.gl/forms/cxTQRbx5VC　

香港基督徒學會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合辦

請留意學會Facebook，收取最新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