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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0年，祝福讀者新年快樂，每天經歷豐盛的恩典！

軍區今年主題為「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總指揮李光秋上校會分享「合一」

及「愛」對服侍的重要性，求主帶領我們成為一支合一、滿有愛心的軍隊。

今年是港澳軍區成立90周年，我們為着能奉基督之名在這裏服務近一個世紀

而感恩。救恩報今年將會新增「90周年系列」一欄，每期回顧本軍在不同事工範

疇中的發展，今期先透過歷史資料以回顧軍區的那些年，我們亦會不定期推出90
周年有獎問答遊戲，讀者不要錯過！

時至今日，我們的服務範圍遍佈全港不同地區，當中包括部隊（教會）、教

育服務單位、社會服務單位和循環再用計劃的家品店。在每期「分區焦點」一欄

中，我們將會逐區介紹，今期先帶大家去總部大樓坐落的油麻地區，了解該區有

那些服務單位，亦會重點介紹個別單位。

去年九月份救恩報邀請讀者參與意見調查，之後陸續收到許多讀者的回應。

感謝你們踴躍支持，我們正進行分析，初步看到讀者對生命故事、幼兒教育和學

習園地等欄目較有興趣，我們今年亦會加強這方面的內容，希望能讓讀者有更多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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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ut-Colonel Bob Lee
O�cer Commanding

在服侍裏團結   
以愛付諸行動

與領袖有約
黄李光秋上校

總指揮

年快樂！

2020年十分特別，因為我們在一個月內

慶祝兩個新年：我們慶祝1月1日元旦日，這

天把我們領進新的一年，而1月25日，我們慶

祝農曆新年。

我們藉此機會，求神豐厚地賜福予你和

你所愛的人。願神賜你們健康和智慧，在一

切事情上帶領你們。

2020年的軍區主題是：

「團結合一　以愛服侍」

這個主題有三個重點：呼召我們團結、

服侍，並要以愛服侍。

不論是部隊、行政、教育、社會服務、

社區工作、循環再用計劃和其他服務，本軍

所有的工作和事工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

要服侍和榮耀我們全能的神。要達到這目

標，我們務必要為祂竭盡所能。

軍區主題的經文—歌羅西書3章17節
提醒我們：

「你們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

要奉主耶穌的名，藉着祂感謝父神。」

耶穌為所有信徒的禱告和旨意，就是我

們要合而為一（約翰福音17章22節）。在救

世軍，我們必須力求在靈裏和使命裏合一。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服侍神，就能發揮強大的

力量和果效。

軍區主題強調的團結有雙重意義：要聚

在一起，並要合而為一。我們接受在服侍上

有不同意見和方式，但服侍的焦點和目標則

只有一個，就是服侍「他人」。經文提醒我

們，無論我們做甚麼或說甚麼，唯一的理由

就是為主耶穌基督而作。這就是我們服侍他

人時能獲得內心的喜樂和滿足的祕訣。一切

都為耶穌而作！

今年的軍區主題也提醒我們，我們不單

要服侍，更要以愛去服侍。愛是驅使我們去

做得更多、走得更遠的原動力（哥林多後書5
章14節）。沒有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變成

責任、例行公事，甚至苦差。我們無論做甚

麼，都要以愛去做，就像服侍耶穌那樣。

李張錦玲上校和我與你們分享以下的新

年禱告和祝福：「願賜盼望的神，因你們的

信把各樣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

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15
章13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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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from the Leaders

W �e heart and prayer of Jesus for all believers is that 
we may be one ( John 17:22). In the Army, we must strive 
to be one in our spirit, and one in our mission. �ere is so 
much strength and synergy when we are united serving 
God. 

�e theme has a double emphasis of unity, that of 
being together and that of being as one. While we 
welcome di�erent opinions and methods of serving, we 
must remain one in our focus and objective of serving – 
that is ‘others’. �e Bible verse reminds us that the sole 
reason of everything we do and say is for the sak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t is the secret of a joyful, ful�lled 
heart when we are serving others. Doing it all for Jesus!

Our theme also reminds us that we are not just to 
serve, but to serve with love. Love is the motivation that 
compels us to do the extra, to go even further (2 
Corinthians 5:14). Without love, what we do can become 
a duty, a routine and even drudgery. In whatever we do, do 
it with love as if you are serving Jesus Himself. 

Lieut-Colonel Wendy Lee joins me in sharing this 
New Year’s prayer and blessing with you – ‘May the God of 
hope �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as you trust in Him, so that 
you may over�ow with hop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Romans 15:13)

 

                 arm Greetings for the New Year! 

2020 is very signi�cant as we have 2 New Year 
celebrations in a month. �ere are celebrations on 1 
January as we usher in the New Year and then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on 25 January. 

May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God’s 
abundant blessings for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May you 
all be blessed with good health, wisdom and guidance 
from God in all you do. 

�e Command theme for 2020 is:
‘Together, we serve as one, with love’

�is theme has 3 emphasis. It is a call to unity. It is 
a call to serve. It is also a call to serve with love. 

In all aspects of the Army’s work and ministry 
whether it is in the corps,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social, community, recycling programme and other 
services, we all have one aim and that is to serve and 
glorify our Almighty God. And to do that we must always 
give of our best to Him.

Our theme verse from Colossians 3:17 reminds us:
‘And whatever you do, in word or deed, do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through Him.’(ESV)

Be united in service and 
do it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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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天地

各位主內的婦女：

能夠跟你們問好，實在是我的榮幸！今

天，我為你們而感謝神，祂對祂的子民一直

都是信實的。讓我們回應詩篇103篇1-6節：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

的，都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

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祂赦免

你一切的罪孽，醫治你一切的疾病。祂救贖你

的命脫離地府，以仁愛和憐憫為你的冠冕。

祂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滿足，以致你如鷹

返老還童。耶和華施行公義，為所有受欺壓

的人伸冤。」

你們為所屬地域的婦女領袖，提供一套

充滿創意和使人得力的資源手冊*，為此我要

說聲「謝謝」，感謝你們為籌備這套精彩的

資源付上時間和心血，我深信神會按祂的旨

意和榮耀來祝福及使用這手冊。我們滿懷感

恩的心，很多婦女領袖向所屬地域的婦女們

給予鼓勵和力量，使她們成為重視自己、具

備勇氣和影響力的婦女。願意你們所設計的

這些活動能夠啟發、教導、裝備和影響不同

年齡的女性，使她們在現今的世界裏，感到

受尊重、被愛和重視。

今年的主題是「實踐聖潔」。彼得前書

1章15-16節：「但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經上記着：

『你們要成為聖，因為我是神聖的。』」大

將的使命呼召也包括對神子民的呼召，叫他

們在不聖潔的世界裏成為神聖的人。我們作

為婦女，這個呼召就是叫我們要活出被聖靈

充滿的生命，好使我們盡可能在各方面都效

法基督。求神幫助我們所有人，使我們更像

耶穌基督。

求神豐厚地賜福你們，繼續聆聽祂的

聲音，與聖靈保持步伐一致。

白羅寶雲中將和國際總部的婦女事工

團隊，向你們送上愛與禱告。

願神時刻與你們同在。

耶穌基督內，

柏羅麗莎中將

全球婦女事工會長

*每年全球婦女事工領袖都會製作一套查經資源手冊，供
不同地域或軍區的婦女事工使用。

4



Dear Women of God,

What a privilege is mine to be able to greet you! I 
thank God for you today.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his 
people. We echo the words of Psalm 103:1-6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all my inmost being, praise his holy name.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and forget not all his bene�ts-who 
forgives all your sins and heals all your diseases, who redeems 
your life �om the pit and crowns you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who satis�es your desire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your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e Lord works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the oppresse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is creative and 
powerful resource book* that you are providing to 
women leaders throughout your Territory. �ank you for 
the time and e�ort that you have spent in preparing this 
excellent material that I am con�dent God will bless and 
use for his purpose and his glory.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women leaders who encourage and empower women all 
around the territory to be women of worth, courage and 
in�uence. May these programs that you have prepared 
inspire, educate, equip and impact women and young 
girls to feel respected, loved and valued in our world 
today.

�e theme this year is 'Time To Be Holy!'. 1 Peter 
l:15 -16 'But just as he who called you is holy, so be holy in all 
you do; for it is wri�en: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e 
General's Call to Mission includes a call to God's people 
to be holy people living holy lives in an unholy world. �e 
call is for us as women to live our lives �lled with Holy 
Spirit power so that we are Christlike in every way 
possible. May God help us all as we seek to be like Jesus.

May the Lord our God bless you abundantly as you 
continue to hear his voice and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Commissioner Bronwyn and my team here at IHQ 
assure you of their love and prayers.

God be with you always.

Yours in Christ Jesus,

Commissioner Rosalie Peddle
World President of Women's Ministries

*Leaders of World Women’s Ministries produce a Bible Study 
Resources Book for the use of Women’s Ministries teams across 
the world every year.

Women’s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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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周年系列

年是救世軍港澳軍區成立9 0周年，

服務香港近一個世紀，救世軍見證

着社會變遷，也與香港同步成長。救恩報將

會推出九十周年系列報導，透過人物訪問回

顧軍區不同事工的發展，今期會先細訴本軍

在香港的起源及早期發展。

早於1916年，救世軍已派軍官(牧師)抵
達北京，為無家可歸的難民提供援助。

1930年3月，當時港英政府大臣的家眷修頓

夫人在港督府主持會議，政府建議救世軍在

港開設院舍培德院，讓有需要的婦女和女童

入住，這是本軍首個在香港設立的服務單

位。

建棚屋  施粥飯

領人歸信基督是救世軍的重要使命，

本軍經常舉辦露天會聚會(街頭佈道)，吸引

大量市民參加，很多人陸續參與本軍的崇拜

聚會。而本軍首個在港的部隊(教會)於1937
年在九龍城成立。

日本侵華期間，許多難民來港避難，當

時生活困難，民不聊生，本軍開展幫助貧苦

大眾的工作。1938年，政府批准本軍在灣仔

軒尼詩道近譚臣道搭建一座棚屋，當時稱為

「救世軍施食廠」，每天派發牛肝粥及牛奶

給有需要的市民，又請護士為有疾病的兒童

做護理，並提供衛生指導服務。該處平日舉

辦兒童識字班，星期日有主日崇拜。那所棚

屋的位置就是今日軒尼詩道官立小學所在

地。

腐乳當作芝士

香港淪陷期間，有些軍官被拘留，第一

任灣仔部隊隊長潘廷少校更被關進集中營達

三年之久。據說愛他的軍兵帶着一瓶腐乳去

探望他，他非常感恩的夾着麵包吃，並稱腐

乳為美味的中國芝士！抗戰期間，很多救世

軍成員仍肩負起為市民提供膳食及醫療服務

的重任，每天為五萬人提供膳食。在極度困

苦和危難中，他們仍然滿腔熱誠，不顧自己

安危，為他人服務。

今

應香港政府邀請，救世軍1930年
在香港開設宿舍照顧貧困婦女及女
童。

港澳軍區的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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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於1945年結束後，本軍逐步恢復其

宗教及社會福利服務。1947年，本軍向政府

成功申請借用灣仔舊消防局作平民食堂，晚

上及星期日則讓灣仔部隊作聚會用。同時又

借用舊二號警署(俗稱二號差館)作為小學、

女士晚間露宿者之家和社會服務中心。二號

警署的所在地就在今日灣仔道及莊士敦道交

界的中匯大樓。及後，本軍又在茂蘿街的綠

屋(即今日的動漫基地) 開設男士晚間露宿者

中心。

1948年初，救世軍決定在香港興建總

部。在此之前，有關工作由華北及華南軍區

總部管轄。直到1951年，樓高四層的總部大

樓在彌敦道屹立起來。五十年代香港社會漸

趨穩定，戰時逃難到內地的港人紛紛返港，

加上大量內地人士因四十年代末期中國內戰

而湧港，以至人口大幅上升。為迎合社會需

要，救世軍的服務繼續伸延至港、九、新界

各地，令更多弱勢社群得到服務。

救世軍街的誕生

1959年，政府在灣仔摩利臣山撥地給救

世軍興建學校及福利站。翌年，樓高五層的

學校落成並正式命名為救世軍光裕小學，

由教育司夫人高詩雅女士(Mrs D. Crozier)立碑

為記。而當時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大班

班信先生(Mr D. Benson)則為福利站作奠基儀

式。福利站的服務多元化，有職業訓練、婦

女臨時之家、幼稚園、育嬰園及法律指導

等。周日把地下幼稚園的傢具教材移到一

角，搖身一變便成為聚會場所，灣仔隊就在

那處進行主日崇拜及其他宗教活動。

由於本軍對貧苦大眾所做的貢獻，又適

值國際救世軍成立100周年，1965年，政府把

光裕學校所在、一條尚未有名的街道命名為

「救世軍街」，以示表揚及感謝本軍對市民

作出的服務。

隨後數十年，本軍繼續拓展不同服務範

疇，欲了解我們主要事工的發展，請留意這

個系列的文章。

本軍在灣仔塔建施食廠，每天派發
食物給貧苦大眾。

救世軍經常舉辦露天聚會，吸引大量市民參加。

戰後，本軍借用舊二號差館作為小學、女士晚間
露宿者之家和社會服務中心。

港澳軍區的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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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區動態 

Student Visit
During 11-13 November 2019, 103 P.5 students of TSA 

Tin Ka Ping School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educational visit 
to Shanghai. �ey have visited Waitan,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re, TianZiFang and our 
sister school, Shanghai Zhabei Tin Ka P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njoyed many activities with local students.

屢獲佳績 Award News

「2019全港閃避球錦標賽」於2019年11月
2日舉行，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閃避球

隊贏得冠軍。

�e ‘2019 Hong Kong Dodgeball Championship’ 
was held on 2 November 2019. TSA Centaline Charity 
Fund School dodgeball team won the champion in the 
competition. 本軍學生參與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

會舉辦，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

法比賽，田家炳學校譚煒耀同學及韋理夫人

紀念學校甘德慧同學獲頒優秀入圍獎。

Our students took part in ‘�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Penmanship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Tam 
Wai-yiu of TSA Tin Ka Ping School and Kam Tak-wai 
of TSA Ann Wyllie Memorial School were the award 
�nalists.

參與社區活動
2019年11月30日，石湖學校學生參與

「精神健康推廣計劃啟動禮」，擔任微笑

大使，此外，14位家長演唱一曲，分享愛

的信息，目的是推廣關心照顧者的精神健

康。是次活動由大埔及北區康復服務協調

委員會舉辦。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Event
On 30 November 2019, students from Shek Wu 

School joined the Mental Wellness Project 
Launching Ceremony as Smile Ambassadors and 14 
parents performed a song about sharing of love, 
aiming to promote the caring for the carers’ mental 
health. �is event was organised by Tai Po and North 
District Co-ordinating Commi�ee on Rehabilitation 
Service. 

學生訪問
2019年11月11-13日，救世軍田家炳

學校103名五年級學生前赴上海，參與教

育訪問。一行人先後到訪了外灘、上海世

博展覽館、田子坊及本軍姊妹學校—
上海閘北田家炳小學。同學們享受與當地

學生交流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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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News 

長者聯席委員會交職禮

活動於2019年11月8日舉行，超過150位來

自各長者服務單位的委員及護老者協會成員參

與。活動的第二部分為「晚期照顧」分享會，

邀得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陳裕麗副教

授及香港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醫生擔任講座嘉

賓，分別主講「預設醫療指引—對政府建

議內容的評析」及「病人在居處離世—消

除在安老院舍及家中離世的阻礙」。

耆才拓展計劃觀塘中心
救世軍耆才拓展計劃觀塘中心其中一位長者導師—白淑

英，獲藝人馬浚偉邀請在他個人演唱會中擔任表演嘉賓，帶領觀

眾一同跳舞。當日大家十分投入學習，展現社會共融的一面。白

老師在觀塘中心的才能發展故事被各主流媒體報道後，從而受到

欣賞及獲此表演機會。

活動於 2019年12月5日舉行，

向250多位僱主及企業合作伙伴致

謝。他們於2 0 1 8至2 0 1 9年期間支

持救世軍的就業支援服務及相關

培訓、產品或服務採購方面的工

作，為有需要的人士締造工作機

會以外的重大影響和意義。

�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Joint 
Commi�ee & Elderly Commi�ee

�e event was held on 5 December 2019 in order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more than 250 employers and corporate partners for their 
support to the Army’s employment support services and related 
training, purchase of product or service during 2018-2019. �eir 
support has been signi�cant and impactful to those in need beyond 
o�ering the job opportunity.

�e captioned event was held on 8 November 2019. 
Over 150 members of Elderly Commi�ee from di�erent 
elderly service unit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our Carer 
Association joined together. Professor Helen Chan 
Yue-la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Nethersole School of 
Nursing of �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Dr 
Edward Leung Man-fuk,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Gerontology were invited to share on the 
topics of ‘Advance directives: analysis on consultation 
pap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Dying in place: to 
eliminate the obstacles’ respectively in the consultation 
forum of end-of-life care during the 2nd section of the 
event.

僱主感謝禮2019

Appreciation Reception for Employers 2019

Senior Citizen Talent Advancement Project Kwun Tong 
Centre

Ms White, one of the elderly tutors of SCTAP Kwun Tong Centre was 
invited by artiste Mr Steven Ma as a performing guest for his concert to lead the 
audiences to dance together. Every one enjoyed learning together, a realisation 
of social harmony. Ms White’s talent development was greatly recognised and 
was thus granted this opportunity a�er her story at Kwun Tong Centre received 
huge media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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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News
軍區動態
Command News
軍區動態

去年12月5日氣溫驟降，總指揮聯同部隊弟兄姊妹及露宿者綜合
服務在油尖旺區送暖──將棉被送給露宿者並與他們分享神的愛
。
On  5 December last year, as the temperature dropped suddenly, 
the Officer Commanding joined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different 
Corps and Integrated Service for Street Sleepers to give out quilts 
to street sleepers in the Yau Tsim Mong District, sharing warmth 
and God’s love with them.

14名銀星團契成員與他們的軍官子女、軍區領袖及三名沙田隊
軍兵在2019年12月7日舉行聖誕慶祝聚會。
14 Silver Star Fellowship members gathered to celebrate 
Christmas with their children Officers, Command leaders and 3 
Soldiers from Shatin Corps on 7 December 2019.

大坑東隊於2019年11月17日舉行64周年感恩聖潔會。
Tai Hang Tung Corps held the 64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Holiness Meeting on 17 November 2019.

2.

3.

4. 

1. 總指揮李光秋上校代表大將在2019年10月
21日頒發退休狀予馬蔣月明少校（中）。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Lieut-Colonel 
Bob Lee, Officer Commanding, presented 
the Certificate of Retirement to Major 
Henrietta Ma (middle) on 21 October 2019.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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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事務總監

China Development Director

策劃部
計劃經理/程序工作員

救世軍是一間國際基督教教會和慈善
組織，現於全球超過130個國家和地
區工作。救世軍於香港已服務社會90
年，提供教育、社會及宗教等服務。
我們被感召去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並致力於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扶助
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並因着神的愛，
積極回應本土需要，  以及向處於危難
和天災中的人提供援助。

為實現救世軍的核心價值及使命宣言，
本軍正在九龍城區推行一項整全使命
的計劃，以幫助基層市民。現誠聘上
述職位，請掃描以下QR Code，以瀏覽
有關職位詳情和申請方法。

曹錦成少校榮休感恩崇拜於2019年11月16日在九龍中
央堂舉行。
The Retirement Thanksgiving Service for Major Simon 
Tso was held at Kowloon Central Corps on 16 November 
2019.

總指揮李光秋上校代表大將頒發榮休狀予曹錦成少校。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Lieut-Colonel Bob Lee, Officer 
Commanding, presented the Certificate of Retirement to 
Major Simon Tso.

5.

6.

7.

8.

卜維廉隊部隊軍官譚羅惠芳少校（左一）於2019年12
月8日在主日聖潔會中募立一位正兵。
Major Alice Tam (1st left), Corps Officer of William Booth 
Corps, enrolled 1 Soldier at the Holiness Meeting on 8 
December 2019.

卜維廉隊於去年12月8日下午，到慈雲山毓逸琚護老院
報佳音並送贈聖誕禮物，與院友分享基督降世的大喜訊
息。
William Booth Corps went to the Hillcrest at Tsz Wan 
Shan on 8 December afternoon last year to sing 
Christmas carols and deliver Christmas presents to the 
elderly residents, sharing with them the great joy of the 
birth of Christ.

5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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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焦點

海嵐長者中心

中心致力推動長者持續學習，讓他們

度過豐盛晚年，其中中心手語歌志趣會成

員充分體現「退而不休」的精神，透過教

授班組及參與表演，向外推廣手語歌，積極

發揮自發、自管、自學、自教之精神。

2019年9月，他們參加了由香港中華基督教

會聯青聾人中心舉辦之「齊心攜手．共建

平等」全港第十三屆手語歌比賽，喜獲樂

齡組季軍，團隊才藝得以肯定！

海富幼兒學校

於2000年7月開辦，為區內二至六歲幼兒

提供全日制學前教育服務，全校學生容額為118
人。學校推行專題研習（Project Approach），並

融入蒙特梭利教學（Montessori）及自由遊戲

（Free Play），鼓勵學生主動探索，自主學習。

同時，學校着重品德培育，特設「欣賞小電

台」，鼓勵學生互相欣賞，表達對別人的關

愛和感恩。

九龍中央堂

坐落於救世軍總部大樓內的九龍中央堂，

除了主日聖潔會 (崇拜 )外，亦有供不同年齡

和性別人士參與的團契，如週末的兒童團契、

中、小學生團契、婦女團契、週五的男士團契

等，歡迎參加。本堂亦會到不同服務單位舉行

屬靈聚會，服侍大家身心靈的需要，特別是專

為無家人士而設的團契，深受坊眾的支持。

油麻地及旺角區

救世軍在油麻地及旺角一帶歷史悠久，

屹立彌敦道的舊總部於1951年落成啟用，並

於1985年遷往油麻地永星里現址。大樓內除

了辦公室外，還有教會、學校、長者中心和

賓館。區內最新的單位，是去年由灣仔擴展

至旺角的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

Olympic
奧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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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

社會服務

2771 2555 
永星里11號P樓

九龍中央堂1

2332 0005
永星里11號3樓

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及護老者服務 1

2770 8933
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4座1樓

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H.E.A.L.T.H TEEN -潛危青年支援服務

2

2710 8911
上海街345號Ａ臨時市政大廈2樓

露宿者綜合服務3

2148 1480
海庭道2號海富苑海嵐閣地下

海裕長者日間護理中心4

2384 7831
永星里11號地下及1樓

陳昆棟幼稚園1

2332 7963
永星里11號2樓

卜凱賽琳幼兒學校1

2148 2477
海庭道2號海富苑海寧閣B及C翼地下

海富幼兒學校4

2332 4448
石壁道1A地下

油麻地家品店7

2148 1481
海庭道2號海富苑海裕閣1樓

海嵐長者中心4

2148 2000
海庭道2號海富苑海泰閣2樓

海泰長者之家4

2708 9553 
海庭道2號海富苑海裕閣1樓111-116室

怡安宿舍4

2300 1399/ 2300 1397
新填地街161-165號時新大廈地下及1樓

油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廣華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隊

5

3619 0191
廣東道982號嘉富商業中心1樓102室

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6

教育服務  

循環再用計劃

2771 9266
永星里11號7樓

1

卜維廉賓館

油麻地家品店

油麻地是個歷史悠久的地方，亦是香港最多樣化

的地區之一。救世軍總部在1985年遷往永星里後，救

世軍家品店亦於80年代末起，投入社區服務，至今

已超過30年。由當年的「平價中心」演變成今日的救

世軍家品店，以平價售賣收集回來的物資，幫助數

以百萬計有需要的人。

Yau Ma Tei
油麻地

Mong Kok
旺角

5

7

6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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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頭條
International News

US First Lady visits �e Salvation Army in London, UK
�e Salvation Army in Clapton, north-east London, hosted a visit from 
the 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lania Trump. Mrs 
Trump helped Salvation Army volunteers and children from the nearby 
Baden Powell school to wrap presents for �e Salvation Army’s 
Christmas Present Appeal. �e territorial leaders for �e Salvation 
Arm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Republic of Ireland, Commissioners 
Anthony and Gill Co�erill, greeted Mrs Trump and talked about the 
work of �e Salvation Army in Clapton.

Lights Up IHQ Christmas Display
�e Chief of the Sta� (Commissioner Lyndon Buckingham) 
conducted the switching-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IHQ) Christmas display for 2019 at an informal event a�ended 
by IHQ employees and o�cers. He prayed that the ‘a�ractive and 
engaging’ large-scale, backlit artworks would be used by God ‘in a 
powerful way’.

美國第一夫人到訪倫敦救世軍
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婭到訪本軍英

國倫敦東北部克萊普頓隊。第一夫

人在鄰近的貝登堡學校，幫忙本軍

義工和兒童為救世軍聖誕禮物募捐

包禮物。英國及愛爾蘭地域領袖葛

安庭及葛盧芝蘭中將伉儷接待第一

夫人，並向她介紹救世軍在克萊普

頓的工作。

國際總部聖誕燈飾亮燈禮
參謀長白禮頓中將在國際總部員工和軍官的非正式聚

會中，為2019國際總部聖誕燈飾主持亮燈禮。參謀長

祈求這些引人入勝的大型藝術燈飾為神大大使用。

New Service and Long Service in New Zealand
General Brian Peddle and Commissioner Rosalie Peddle (World 
President of Women’s Ministries) touched down in Wellington, 
New Zealand, for a short but signi�cant weekend of ministry that 
included commissioning celebrations and the retirement of the 
leaders of the New Zealand, Fiji, Tonga and Samoa Territory. �e 
General presented territorial leaders Commissioners Andy and 
Yvonne Westrupp with 40-year long-service badges and 
honoured them for their dedicated leadership.

新西蘭學員任命和長期服務
柏培恩大將伉儷前赴新西蘭威靈頓，到訪

時間短暫卻極為重要，當中包括主持新西

蘭、斐濟、湯加和薩摩亞地域學員任命和

地域領袖榮休禮。大將向地域領袖韋安迪

和韋萬懿芳中將伉儷頒授40年長期服務獎

章，以表揚他們的卓越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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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健基

計劃主任 

土瓜灣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的資料，全港現

時約有9.27萬個劏房戶，約有20.97萬人

居住在劏房內。由於劏房位置隱蔽，難以被

發現，故此實際數字或較統計資料為多。與

此同時，現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4年，

遠超出公屋政策「三年上樓」的預期目標。

在現時的社會狀況及房屋政策下，基層家庭

面對租金高昂與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似乎難

有出路。

共住共生 加強鄰里支援

為回應以上社會問題，救世軍自2018年
年底推出土瓜灣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計劃以

「共住‧共生」的理念推行，為正輪候公屋

三年或以上，而又居於惡劣環境下的家庭提

供可負擔且有尊嚴的過度性房屋服務。除了

提供住宿，亦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小組及網絡

活動，如居民小組、食物共享、自發大清潔

等，以凝聚居民，加強鄰里支援。計劃中亦

有另一個特點就是推行「以工換宿」的概

念，鼓勵青年人入住，並以提供義務工作予

居於社會房屋的基層住戶來換取住宿機會。

單親媽媽謝女士(化名)原居於深水埗一

個約百餘呎的劏房，與年長的爸爸及兩名年

幼子女同住。謝女士的爸爸為長期病患者，

而且不懂廣東話，與外界缺乏溝通，社區支

根

服務與關懷

援網絡相當薄弱。由於謝女士需要長期照顧

一對年幼子女及爸爸，在長期擔當照顧者的

壓力下，因而患上抑鬱症。在深水埗家庭支

援網絡隊的轉介下，謝女士入住本計劃中一

個約400餘呎的獨立單位。

改善生活  改變生命

入住後，居住環境得到改善，加上社工

的跟進，謝女士的情緒得以舒緩，走出抑鬱

的陰霾。謝女士亦有參與單親媽媽支援小組

及相關的活動，認識到一班新朋友。在同路

人的扶持下，她的支援網絡逐漸擴大。她很

感謝救世軍安排了這個單位予她，讓她和家

人有喘息的空間，並表示兒子在「睇樓」時

已很喜歡這個單位，因為空間大了很多，而

且又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朋友，子女入住後較

以前開心。

謝女士亦主動投入參加社區活動，成為

居民小組的核心成員，自發參與大清潔行

動，與街坊一同洗樓梯；閒時亦會協助鄰里

照顧小朋友，一同發揮互助精神。謝女士的

分享讓我們看到生活上的改善所帶來的生命

改變。不要看輕那微小的一步，那一步可為

你帶來巨大的轉變，讓生命再不一樣。

居住空間建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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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姚俊傑 (傑仔) 現於一間物業公司

旗下會所當會所助理，未來希望成為一

位專業的歷奇導師，可以自行帶領各類訓練

活動。有誰會想到這位友善、開朗、有目標

的青年人，小時候竟然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

「失敗者」！

被人當「怪物」

傑仔於小學一年級時被評估為患有讀寫

障礙，當時普遍社會人士對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的認識有限，只因他與別不同，學習進

度緩慢，又要被安排在特別室考試，所以從

小學到中學階段，他經常被其他同學孤立和

欺凌，又曾經被同學稱呼為「怪物」，所以

他的校園生活過得並不愉快。他也不敢與別

人接觸，自我形象十分低落。

中學畢業後，他曾任職侍應及冷氣機維

修技工等工作，惟因跟不上工作要求而離

職，而每份工作也做得不太長久，身邊的同

事經常嘲笑他。學習及工作接連遇到挫敗，

傑仔開始質疑自己的存在價值。

此外，傑仔跟家人的關係亦不理想，經

常與父親因小事或工作問題而吵架，傑仔為

此更試過離家出走。他爸爸是一位比較傳統

的一家之主，從事吊臂車工程行業，覺得兒

子跟着自己工作就一定能夠「搵食」。傑仔

曾試過跟爸爸工作三個月，但發覺自己對工

程根本沒有興趣，於是決定離職。「以往都

是父母為自己鋪路，對未來沒有方向，想跟

爸爸訴說工作上的不快，一開口便會被他責

備。」

開始有夢想

後來，他透過參加勞工處「展翅青見計

劃」認識救世軍，並參加計劃為期九個月的

在職培訓，成為本軍教育及發展中心的見習

程序助理，主要工作是協助歷奇導師準備及

推行兒童及青少年成長訓練活動。

因為患有讀寫障礙的關係，傑仔不時遇

到工作上的困難，特別是處理文書工作上。

感恩的是，他得到中心職員的細心指導及情

緒支援，協助他逐步達到工作要求，建立自

信。自言很喜歡「郁動」和富挑戰性活動的

傑仔，開始找到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希

望日後能夠成為一位可以獨當一面的歷奇

導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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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底，傑仔獲勞工處頒發「展翅青

見超新星2019」獎項，以表揚他在參與計劃的

一年內取得顯著進步。現在，他的工作主要

負責處理會所內各種活動安排及負責接待不

同客人，他將在救世軍學到的知識、技巧及

工作態度應用出來，同時進修急救等課程，

為成為專業歷奇導師作好準備。

指導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年人時，Tony 
Sir表示要多作重覆示範及練習，然後讓他在

職員面前做多幾次。「我們也會寫下工作步

驟及以圖像方式協助他溫習及記憶。只要多

點肯定、陪伴和耐性，就會帶來改變。」

文章整理：林映雪

重建父子情 

更可喜的是，在救世軍的情緒支援下，

傑仔修復與爸爸的緊張關係，倆父子學懂如

何聆聽彼此的想法和需要。以往爸爸見到傑

仔每份工作都做不長，就很緊張，但這都是

出自於父親對兒子的關心。當爸爸知道傑仔

在救世軍做見習程序助理時，初時也會懷疑

這份工作是否合適，甚至曾經著他辭職。這

段期間，中心職員除了教他工作技巧外，也

輔導他如何處理與家人的關係，及如何與爸

爸重修舊好。

Tony Sir就教他請父母飲茶及給家用，當

爸爸見到他在救世軍工作期間變得成熟顧

家，開始認同原來兒子其實是可以走另一條

與自己不同的人生路。現在，爸爸會主動問

他工作的情況，例如最近學到甚麼；與同事

關係如何；遇到大家有不同意見時，又會先

聆聽，然後才理性分析和討論。

天天在進步

負責傑仔個案的救世軍教育及就業服務

高級主任羅偉業(Tony Sir)表示，一直見到傑

仔的努力和進步，而且越來越有責任感。中

心的下班時間是下午五時，傑仔一般都會

做到六、七時。他知道自己處理工作比別

人慢，所以會自願留下來完成工作，務求

做到最好。

最令Tony Sir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傑

仔與導師帶領活動時，有一位小學生夾到手

指，導致整塊指甲脫落，當時，傑仔立刻帶

傷者到辦公室，尋找有急救資格的職員為他

評估傷勢及作初步急救處理。其他同學幫忙

找到脫落的指甲，傑仔和歷奇導師小心地包

好指甲後，並在負責老師同意下，傑仔代表

中心陪同傷者到醫院急症室接受治療。過程

中，傑仔很鎮定，懂得即時尋找其他職員幫

忙，又不時跟中心職員保持緊密聯繫，聆聽

單位主管的意見去處理，更懂得安撫傷者和

其家長。事後，校長及老師都很滿意本軍的

處理。

傑仔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GBS, JP)頒發勞工
處「展翅青見超新星2019」獎項。

傑仔(前排左三)協助導師，帶領青年人學習歷奇訓練
的知識及技巧。

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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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和丈夫已經很想踏足聖地

了，但只是一直掛在口邊而未有行

動。適逢今年軍區主辦「以色列十天聖地

遊」，一償了我們的心願。我們的部隊共有

五位幹事和軍兵參與，連同五位軍官和其他

部隊的軍兵們，這次聖地遊共有20位團友。

很高興能在旅程中彼此認識交通，一同學習和

遊歷。感謝神的恩典和軍區的成全！

親身踏足在聖經中提及的以色列國土之

上，連結有關歷史背景、人物事蹟和地理環

境，還有探索舊約君王和先知、新約主耶穌

與門徒的足跡，歷程中似遠還近的感覺，是

難以言喻的驚嘆！這次旅程豐富密集，每日

走訪許多景點，礙於時間所限，也只能蜻蜓

點水般初探，行程未能在此一一盡錄。但有

些觸動心靈的地方，希望與弟兄姊妹分享。

信靠主以度時艱

在加利利海的木船上，我們一同敬拜

神，一同領受神的信息。看着恬靜的湖面，

彷彿溫柔如水的主正與我們在一起。當閉眼

靜思時，想到自己在信仰路上經歷過那些突

如其來的風浪時，信心曾有不足，也有驚惶

無助的感受，使我忘記了這位能平靜風浪的

主。「你們的信心在哪裏呢?」(路加福音8章
25節) 這是耶穌平靜風浪後問門徒的問題。

當反思自己的屬靈光景時，發現多少時

候，我們不也像昔日跟隨主的門徒一樣，在

海浪翻騰時顯得驚惶失措？身處於今日的香

港，我們如何信靠主去共度時艱呢？我們可

以為主做甚麼呢？主想我們為祂作甚麼呢？

我們願意將生命的主權歸回主的手裏，並堅

信祂是能夠平靜風浪的主嗎？

數

王淑娟姊妹

將軍澳隊特稿

在2019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期間，軍區組織了一次聖地遊，

共有20位包括軍官、幹事及軍兵的團友參加。本文為參加者之

一、將軍澳隊的王淑娟姊妹的分享，下期將會刊登東涌隊王煜發

少校的分享。

常聽說 : 「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聖地」

我卻說 : 「只去一次聖地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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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十架跟從主

另一個觸動我的地方，就是在苦殤路上

背起十字架，感謝領隊聶先生為大家預備了

這個珍貴的歷程。當我背起十字架一步一步

的往前行時，眼淚也一滴一滴的流下來。我

所背負的木頭尚且不輕，但頭戴荊棘的主耶

穌卻是拖着遍體鱗傷、血汗俱流的身軀，還

有那淌着淚的心靈來背起一個又大又重又粗

糙的木頭，不單肉體要承受沉重的壓力，心

靈更要忍受着被唾棄、被羞辱、被藐視的傷

痛。

主耶穌擔當了世人的罪孽與憂患，祂親

自來到世間，感同身受我們的軟弱、痛苦和

委屈。主並沒有輕看我們的苦，祂更為我們

作榜樣，叫我們因祂的愛與寬恕得到醫治。

相比昔日在苦殤路上的主，我的傷痛還算甚

麼呢？我的經歷豈能與主相比？要踏實地走

上信仰路，需要經歷主，與主同行、同笑、同

哭！因此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加福音9章23節)   

學道並行道

以色列聖地之旅只是一個開始，是初探

的認知。在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人雖渺小有

限，在神的眼中卻是最為珍貴，我們都是屬

神的兒女，是主耶穌藉着自己的寶血重價

救贖的。基督信仰的深層意義是叫我們一

生都要緊緊跟隨主，無論得時不得時、或

順或逆、或起或跌，也要讓耶穌成為我們生

命的主；又要學習祂的慈愛、公義、光明、

忍耐等美德，領受祂更長闊高深的旨意。

我鼓勵自己，也鼓勵各位弟兄姊妹每日

勤讀聖經，探索真理，這是信徒一生一世的

功課，因為聖經本身就是「屬靈的聖地」。

然後將所領受到的應用出來，學道而行道，

為要見證永活全能、真善美的三位一體神。

「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

神聖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使你們宣揚

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
得前書2章9節 )感謝神的恩典，願主賜福各

位弟兄姊妹靈裏得恩，事奉得力，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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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文化

持本軍「心向神 手助人」的信念，

同時承傳田家炳先生對品德培育的精

神，我們深信品德教育乃基於學生個別「人

品」之薰陶，進而擴展至對他人和社會的關

懷與付出，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歷程，故此，

我們所推行的品德教育，是以基督教信仰和

本校的信念―「主愛育人、珍視孩子、多

元教育、全人發展」為基礎，以學生需要為

本，規劃出一個六年發展藍圖及框架，以「八

大品德」作重點培育及推展。今次特別分享

如何培育學生做一個誠信守諾的人。

推行模式活潑有趣

為有效推廣「誠信守諾」，我們以「全

校參與」及「家校合作」的模式推行。我們

把這些抽象的品德主題，化成一個充滿動感

的「品德摩天輪」 (見附圖 )。每年會就摩天

輪上的主題，以活潑有趣的形式推而廣之。

我們還透過環境佈置，營造「誠信守諾」

主題氣氛，加強同學對主題的關注，並以「誠

信」為題，進行魚尾旗填色及設計比賽，把

得獎及入圍作品製成大型橫額、旗幟及海報，

於校園四周展示，讓同學對活動充滿期待及

歸屬感，也給他們視覺的提示。此外，操場

上張貼了不少有關誠信守諾的聖經金句。在

班級經營上，每班一起訂立班本目標，張貼

在課室的當眼處，時刻提醒同學實踐共同許

下的承諾，學習「講得出、做得到」，體現

「誠信守諾」的精神。

整全學習體驗

透過課堂學習、實踐體驗和學習氛圍，

推廣「誠信守諾」的價值觀。在「學與教」

方面，常規課程從多方面滲入相關主題的活

動。中文科以篇章為藍本，豐富同學的品德

內涵；英文科以有關主題作為寫作題材；圖

書科舉行親子書簽設計比賽、家長到校故事

繪本分享；視藝科有漫畫創作及拼砌畫設計；

音樂科以校歌《我要真誠》及由本校老師創

作的歌曲《誠信愛勤》帶出主題；電腦科強

調同學尊重知識產權及私隱；聖經科以聖經

人物故事作提醒；而德育課推出切合主題的

課堂，與同學討論「誠信守諾」在生活上的

應用。各科互相緊扣，相輔相成，為同學提

供一個整全的學習經歷。

經過一年的薰陶，計劃已見成效，學生

對「誠信守諾」的意識顯著提高了。感恩的

是，本校更榮獲教育局主辦的「第三屆品德

教育傑出教學獎」的最高殊榮—傑出學校

獎，這實在是對學校推行品德培育的一大肯

定，願榮耀歸給天父。

品德的培養是一條漫長的道路，非一朝

一夕可達。學校在往後的日子，會繼續以多

元化的活動，不斷鼓勵同學實踐「誠信待人・

信守承諾」的美德，願主繼續帶領！

秉

校本品德教育的推行 — 

誠信守諾

吳美儀老師

品德教育主任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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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永璧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幼兒心理
成長專區

從
﹁
視
崖
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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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幼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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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信
心
培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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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心理學的研究中，有一

個十分著名和有趣的研究名為「視

崖實驗」。心理學家Gibson和Walk 希
望研究嬰兒的深度知覺到底是先天

能力還是後天發展出來。他們在一

個平面以棋盤的設計製造出不同的

視覺深度，形成一個貌似懸崖的環

境。他們將剛剛學懂爬行的嬰兒放

在「懸崖」的一邊，看看他們爬行

到「懸崖」的邊沿後會否卻步。

實驗結果發現很多嬰兒爬到「懸

崖」的位置前便不會向前行，Gibson
和Walk則認為深度知覺是先天的能

力，這結論引來不少爭議，及後更

被推翻。之後又有學者Campos繼續

進行相關的研究。他安排母親們在

「懸崖」的另一端以不同的表情鼓勵

經常有病人或朋友問及一些他

們在網上或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流行

飲食建議是否有效果，為免「答唔

上嘴」，我都會定時留意一些飲食

熱話，去了解它們背後的「理論」

，尋找多方面的客觀理據，然後作

出批判性的結論，再將我的看法和

病人或朋友分享。

遇上不確定的問題，我寧可花

時間「Fact Check」一下，也不主觀的

表達自己的見解。因我講的每句話，

都要對得起我的專業及別人對我的

信任。

在寫本文時，正值香港區議會

選舉，社交媒體資訊發達迅速，分

享亦只需按一下「share」，就可傳遞

開去，教會群組亦不例外。部份訊

息似是而非，有的可能是捏造，有

的或許不是全圖，有的似是存戲笑

心態的不真實話語。許多時分享並

不是出於惡意，但有時紛爭卻由此

而生。

基督徒不代表專業，卻代表了

天上的阿爸父。面對紛陳的資訊時，

我們要有屬靈的悟性及智慧。

當我們關注入口的飲食「理論」

時，也應該要留意入腦的資訊「理

論」。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節制嘴

唇是有智慧。」(箴言10章19節)

「不可散佈謠言；不可與惡人

連手作惡意的見證。」(出埃及記23
章1節)

范梓揚弟兄

註冊營養師

嬰兒向前爬行。結果發現當母親微

笑時，嬰兒便會繼續向「懸崖」前

方爬行；相反，負面或不清晰的情

緒會令嬰兒止步。

這些實驗讓我想到幼兒自信心

的培養，當孩子信心不足，家長、

老師和導師們的鼓勵及發出正面情

緒以示支持至為重要，只要孩子努

力嘗試就要作出鼓勵，而努力過後

如結果良好就更要稱讚。請家長切

忌運用激將法，如「我睇你一定做

不到」（但心裏卻想孩子做得好），

這方法不但令溝通變得混亂複雜，

長遠更會影響孩子建立自信心，因

為自信心並非只靠先天，是能夠由

後天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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