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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概覽

2017年1月至12月期間，香港文更主要對外的
活動共212場，接觸達16,933人次，總體統計
數字如下：

領袖文化活動場次： 173 參與人數： 15,187

學術文化活動場次： 20 參與人數： 333

關愛文化活動場次： 19 參與人數： 1,413

總計： 212 16,933

在關愛文化方面，文更發展的「愛心傳承
計劃」學生資助項目，在過去九年受惠
學生已達2,065人次。目前，文更集中發
展在雲南省文山州第一中學的學生資助項
目，2016年更為學校援建的心理諮詢室，
於2017年完成建設，使學生在學業以外得
到心理輔導的支援。此外，「愛心傳承動
力網」建立後成為同學間彼此認識、分享
和鼓勵的平台。動力網亦以微信群組及公
眾號，刊載學生文章和活動分享，維繫情
誼，並鼓勵積極參與文更的活動和社會公
益活動。

感恩

6月文化深度行期間，在四川汶川地震遺
址舉行的步行籌款，為文更的中國事工籌
得超過港幣一百萬元，一方面舒緩過去三
年財務赤字的壓力，亦希望回應國內迅速
發展而來種種社會需要。感恩上帝的供應
和帶領，讓香港文更為學生、為國家及中
國文化不斷努力，發揮天地仁愛的精神。
感謝支持者和義工對香港文更的支持和關
注！

MINISTRAY AT A GLANCE 事工簡報

機構人事

董事會

主席 蘇永乾

副主席兼秘書 曹希銓

司庫 蔡少浩

委員（院長） 梁燕城

委員 羅秉祥

委員 蘇祖耀

委員 程婉玲

事工成果

2017年梁燕城院長在開拓國内宗教領袖事工上
投放時間和精力，主要以講員身份在基督教三
自教會和神學院上講道、主領佈道會及講座，
同時亦參與中國基督教兩會會議，為國内宗教
的發展及基督教中國化作出貢獻，冀未來有
穩健發展。除此之外，梁院長也出席國內外的
政界、宗教、企業和不同界別的領袖會議和訪
問，給予策略性意見，發揮其影響力。

在學術文化方面，文更與蘭州大學合作的《羅
馬軍團來華問題研究》一書，終完成出版，
藉此我們舉辦一個研討會，會上有美好的研討
和交流，並啟發對課題以及一帶一路的學術
思維。適逢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香港文
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和
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已於11月12-13日合辦宗
教改革五百週年學術會議，以「馬丁路德改教
思想與中國文化」為主題，會議和公開講座內
容深入淺出。

感恩！香港文更在2017年，在領袖、學術和關愛文化活動及籌募經費上順利完成各項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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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梁院長繼續參與「香港文化與發展策略
智庫」會議，與政商界領袖會面，如香港立法
會李慧琼議員和梁美芬議員等及多位在不同專
業範疇的熱心智庫人員會面，討論民主教育及
推動協助社區文化發展，為香港社會獻出一份
微力。 李慧琼議員和梁美芬議員與梁院長於會議上合照

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和中
國福音事工促進會在1月份聯合主辦「孫中山
與中國信徒的使命」講座，梁院長以主題講員
身份出席講述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與理念、中國
歷史和宗教的互動史實，生動有趣，造就參加
者對歷史和宗教文化有深層次的認識和體會。

梁院長與主辦單位人士合照       

教會/機構 

梁院長主講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與理念

梁燕城院長於2017年5月應邀出席「與行政長
官有約」晚宴，席上發言並把一些關注民生、
社會和諧的意見與領導層分享。

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政商界

梁院長於「與行政長官有約」晚宴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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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文更交流會合照

梁院長於3月應Inspired The Exhibit機構邀請，在香港聖安德烈堂舉辦的「感動之旅聖經展」作主
題講員，題目為「聖經中的東方博士記錄之新發現」，參加人數高達800人，讓參加者從東方博士
的故事得到靈性的反思。由於與會者對從古物認識基督教歷史文化甚感興趣，文更在 3月底舉辦一
個「從靈性反思看基督教古文物」小型交流會，展示梁院長個人基督教珍藏文物，講解每件珍藏
的歷史及屬靈意義，讓參加者更深體會宗教文化的底蘊。                               

梁院長主講「聖經中的東方博士記錄之新發現」會眾細心聆聽

東莞市基督教清溪福音堂會眾聆聽梁院長分享 

4月至6月期間，梁院長分別獲東莞市基督教清
溪福音堂和廣東協和神學院邀請作主題講員和
分享。梁院長在東莞市基督教清溪福音堂擔任
兩天佈道會的主要講員，以「基督教中國化」
為題，把基督教中國化的宗教文化帶回中國，
使會衆更深認識基督教，讓信仰參與中華民族
社會經濟的發展，從靈性、道德、關愛、家
庭鞏固等建立和諧社會，見一個愛一個，扶持
弱勢群體。同時，梁院長分享基督教如何中國
化的實踐，講述主與苦難的人同在同行同住，
及列舉扶貧改變人生命的實例，出席總人數近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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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車淑梅小姐與梁院長在訪問前留影

廣東協和神學院分別在5月和6月邀請梁院長當主題講員及與神學生分享有關「基督徒如何在社會
發揮正能量」專題。此外，梁院長與協和神學院許院長探討有關在神學院教學、協助提供海外學
院的學術交流的可能性。

梁院長在協和神學院作主題講員

梁院長接受Kharis Productions Ltd 訪問

其他活動

梁院長與神學生分享專題

梁院長應邀到香港電台第一台接受車淑梅小姐
的節目訪問，訪問內容包括梁院長的個人成長
經歷及接觸宗教的道路和轉變、創立文化更新
研究中心及如何推動中國文化、過去20多年在
中國內地工作的經驗、如何使香港的年青人對
國家更有身份認同、現世界變得紛亂和撕裂如
何安定人的心靈等。訪問已於10月1日在「舊
日的足跡」節目播出，同時也在文匯報和電子
版的經濟通刊登。 

蘇格蘭Kharis Productions Ltd得悉梁院長是華
人社會著名中國哲學學者，在神學和哲學方面
均具專業和豐富學識，亦是華人基督教著名演
講者、兼時事評論家。特此來港邀請梁院長接
受關於 “The God’s Questions Series” 中文
版系列訪問。此系列匯集了其他科學家、哲學
家、神學家和無神論者對宇宙、地球各樣的生
命、人類的思維和意識的看法，探討對上帝存
在的論證。



7

CRRS 2017 MINISTRY REPORT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7 事工簡報

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梁院長展示私人珍藏的基督教古文物

宣傳海報

「從靈性反思看基督教古文物」交流會

背景 工作匯報
Inspired The Exhibit機構邀請梁燕城院長
2017年3月在香港聖安德烈堂舉辦的「感
動之旅聖經展」演講，會後得悉會眾對從
古物認識基督教歷史文化甚感興趣，故文
更在香港辦公室舉辦一場「從靈性反思看
基督教古文物」小型交流會。

交流會於2017年3月30日在文更辦事處舉
行，出席者包括文更支持者和「感動之旅
聖經展」參加者。參加者觀賞梁院長古文
物私人珍藏之餘，亦有機會互相交流。梁
院長為每一件收藏作出講解和教導，道出
每件文物的歷史和屬靈意義，席間還有分
組時間，討論相關的靈性問題，大家透過
分享獲得深入的反思。最後，梁院長和同
工也介紹文更事工，豐富參加者對文更的
事工認識和了解，深化支持者對文更事工
的理解。當晚創世電視在現場採訪拍攝，
藉節目「愛地球觀察站」播放後，讓更多
人對古文物與信仰的關連產生興趣和探
討。

梁院長娓娓道來每件文物的歷史與屬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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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在汶川地震遺址為事工步行籌款，意義重大

在「大道無為」下，梁院長分享生命之「道」

文化深度行：2017四川之旅

背景 内容/ 近況
梁燕城院長於2017年6月17-21日前往四
川成都，帶領文化深度行。活動的設計主
要是讓文更的支持者透過遊歷一極高歷史
感、又具國際化的城市－成都，具體及深
入地認識中國文化的底蘊及文更事工的異
象——同時展現領袖文化、學術文化和
關愛文化。此活動望與支持者保持友好關
係，並為事工籌募經費。

文化深度行有25位團員參加，走訪都江
堰、青城山、汶川映秀鎮、三星堆、四川
大學、西南民族大學、成都光音堂等名勝
古蹟及學府教堂，又有晚會與文更資助的
大學生見面交流。在汶川地震遺址上，支
持者一邊行走，一邊感受和記念許多經歷
苦難的靈魂，同時為文更事工籌款，走過
一段追憶與期許的靈性之路。

香港文更董事、同工與資助大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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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主
領公開講座

北京中華神學之「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

背景 工作匯報
是項研究是由「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
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
心」共同發起的學術項目。回顧是項研究
的工作日程有: 

2012年：第一屆“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專
                 家座談會
2013年：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叢書新書發佈
                 會，並出版了三本著作
2014年：第二届“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專
                 家座談會
2015年：出版了三本著作
2016年：出版了四本著作

而擬訂於2018年出版的四本著作和一本文
獻正在積極籌備中，而學界、教界以至政
界也是翹首以待。

「讓旨在立足於學術立場的「基督教中國
化」概念，在不同視角不同觀點下，繁花
綻放，以客觀和理性的學風，探討基督教
如何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華民族和當代
中國社會。」（摘自”張志剛、唐曉峰主編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第三輯編者的話部
份內容）

是項研究於2013至2016年間已出版了十本著作

適逢在11月於香港舉辦一個以馬丁路德改教思
想與中國文化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文更邀得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
授擔任主題講員和主領公開講座。講座上不乏
對基督教中國化有所著墨，對文更而言，是次
會議也體現文更和北京大學在基督教中國化研
究項目上合作經年所生的一份圓融和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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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於蘭州大學舉行新書發佈和研討
會。會上，梁燕城院長、韓思藝博士和劉繼華
博士分別發言，當中不乏對一帶一路與蘭州的
歷史和發展關係進行學術討論，啟發思考。 

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甘肅蘭州大學 – 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

背景 工作匯報
蘭州大學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由文更與蘭
州大學合辦，由中國文藝復興教育基金有
限公司全數資助，中心在2010年11月6日
於蘭州大學正式成立，並聘請一兼職協助
處理當地事務。

1. 新書發佈和研討會

劉繼華博士的新書《羅馬軍團來華問題研
究》自2011年開始籌組，歷4年成書，由香
港一教育基金全數資助，於2017年初印刷
完成，出版1000本。

2. 國家教育部正式認可

2017年6月國家教育部正式認可意大利文化研
究中心，成為「國家國別研究中心」的一員。8
月份受邀參加由國家教育部下達的一個研究的
參考項目，當中有一些基礎研究專案是與意大
利相關。經韓思藝教授的努力，已呈交研究乙
份，題目是中國意大利文化會通研究。

經中國文藝復興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聯絡介紹，
文更同工向香港的意大利文化協會瞭解後提供
一些方案俾便蘭州意大利文化中心探討開辦意
大利語言課程的可行性。

除了是文更和研究中心多年耕耘的收穫，也標誌著
文更在此課題的學術成果

梁院長與陳文江處長、韓思藝教授和劉繼華博士飯
聚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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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四川西南民族大學

背景 工作匯報
梁燕城院長曾拜訪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
大）的藏學學院及宗教學學院，一直在探
討發展藏學或少數民族事工的可行性。

文更與藏學學院劉勇院長自2017年初已達
共識，期望有機會可舉辦小型學術會議。
年中雙方在成都面會，探討學術會議主題
有三：從藏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宗教和
諧性對話、一帶一路等。另外，大家亦探
討資助研究生及其學術研究，共訂研究主
題，共享學術成果。

香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學術會議」

工作匯報
會議主題︰「馬丁路德改教思想與中國文
化學術研討會」

是次會議於2017年11月12日至13日在香港
舉行。文更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
教事工學院和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合辦。
兩天日程內分別有開幕典禮、公開講座、
論文發表和閉幕禮，平均參與人數為68
人。會議邀得國內外著名學者共12位擔任
講員，其中海外的有5位。是次屬小型學術
研討會，但適時切題，學者來自教會、政
府和學術三界的權威專家，是香港紀念馬
丁路德改教五百週年最大的學術研討會。

藏學學院劉勇院長等與文更梁院長和同工合照留念

大會代表、主禮嘉賓和出席講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赫大世界文化系兼
任博導教授黃保羅博士、《中國宗教》雜誌社劉金
光社長和四川大學道教和宗教文化研究所陳建明教
授) 攝於開幕典禮上

梁院長代表大會致送紀念品予卓新平教授 梁院長代表大會致送紀念品予黃保羅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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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院長與學生分享成立文更的理念和歷史 梁院長與高三的學生合照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雲南文山州「愛心傳承」計劃中學生資助

背景 工作匯報
「愛心傳承」資助計劃為一個包含高中生
及大專生等元素的資助項目，旨在資助貧
困高中生及高中畢業生上大學。文更自
2010年開展項目，繼續每年資助雲南文山
州的高中學生，受助學生均需要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學習「施比受更為有福」。

第三期高中生資助項目的50位學生已升讀
高三年級，正為內地高考而努力準備。同工
於1月、10月、11月到訪文山探訪，與學生
進行團隊活動，分享文更的價值，鼓勵學生
努力學習，同時亦要服務社群。同工又與學
校領導和老師會面，檢討項目，了解學校的
近況和需要。鳴謝支持：新鴻基地產郭氏基
金、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

學生分享自己的夢想和升學目標 50位文更生在學校廣場上合照

同工與支持者到文山探訪學生 頒發助學金給文更資助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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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文山州心理諮詢室及心理健康教育培訓

背景 工作滙報

文更於2016年幫助雲南文山州一中建設「
學生心理諮詢室」，協助學校推廣心理健
康教育。為了回應校方的需要，並配合心
理咨詢室的建設，文更計劃舉行「心理諮
詢室竣工儀式暨老師心理教育培訓」。

文更援建「學生心理諮詢室」工程經已完
成，並正式命名為「全人教育中心」，其規
模和設備在雲南省甚至全國高校中絕無僅
有，具有試範性作用。竣工儀式於11月19日
舉行，文更梁院長出席到賀，同時文更邀請
美國心理學專家黃偉康博士蒞臨，擔任嘉賓
和講員，在19-20日期間舉行多場心理健康教
育培訓，向老師、學生和家長分享積極正向
心理學。鳴謝支持：主恩澤森慈善基金會。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心理諮詢室包含數間輔導室、活動室及教學室，以全人健康為實踐理念

竣工儀式在廣場舉行，學生儀仗隊熱烈歡迎下，梁院長向校長、領導、老師和學生致詞

在培訓的講座上，梁院長和黃博士以各自的專業，分享心理健康和仁愛價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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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傳承」資助計劃 - 大學生助學

背景 内容/ 近況
大學生項目自2011年開始，發展至2017年
已有6年歷史。2017-2018年度大學生資助
項目，繼續資助大學生71人，他們來自雲
南，分佈全國多個省份。獲資助的大學生
均是文更由中學開始資助的雲南文山州學
生。資助減輕他們家庭的經濟負擔，讓他
們順利接受大學教育。

文更貫徹始終，文更定期與學生溝通，了
解學生在異地的生活和學習狀況，鼓勵他
們學習。為了與剛上大一的學生建立關
係，並鼓勵他們為未來3至4年的大學生活
而努力，於2017年1月到文山探訪學生及
舉行迎新活動。出席的大一學生22人，大
二或以上的同學及畢業生6人，總人數28
人。還邀請到畢業生和大三的同學參加，
帶領團隊活動，分享個人經歷和鼓勵學弟
學妹。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大三同學參加並帶領團隊活動

梁院長與同工探訪昆明的大學生

周同學致送心意卡給梁院長

周同學對文更所寫的感言

梁院長與同工們於11月21日，探訪在昆
明讀書的大學生。學生引領文更團隊參觀
雲南大學，參觀過程中，文更同工與學生
傾談，關心他們的近況。然後一起晚飯聚
舊，梁院長與文更生分享信息，學生亦致
送心意卡，表示他們對文更的感謝。

10月份文更同工與支持者到文山探訪期間，邀請4位畢業
生與他們見面，讓支持者具體和切身了解學生資助項目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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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文更支持者會面，憑歌寄意送上愛的祝福，活動中互相認識，分享各人的成長故事，建立
關係，彼此關愛，一同見證項目的成果。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愛心傳承」資助計劃 - 大學生香港交流活動

背景 工作匯報
文更為大三或以上即將畢業的資助學生舉
行「大學生香港交流活動」（活動），藉
以開闊學生的視野，並與支持者見面，分
享項目多年來的成果。交流活動不但讓
大學生深入認識文更的工作，同時透過參
觀、探訪、交流等，讓他們認識香港在一
國兩制下，與內地的文化差異。

今年10月國慶節期間，17位學生參與香港
交流活動，在活動安排中包含文更的三大
文化 – 領袖、學術和關愛，透過梁院長、文
更董事和互愛中心等分享，同學對愛、文
化、生命和信仰有更深的認識和領悟。

梁院長與同學分享他的信仰歷程        

支持者岑先生、岑太太、梁院長及太太與同學合照 同學與支持者鄭小姐分享他們學習和成長的心路歷程

同學探訪基督教互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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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觀立法會及聖安德烈堂

三位分享的同學 來自雲南和四川

文更邀請了三位同學分享人生的改變，她們感激文更對她們付出的愛和關懷，讓她們學會什麼是
愛、如何用愛去關心和幫助他人，希望延續讓愛傳承給每一個人。文更欣慰同學們的成長，也看
到關愛的工作逐漸有豐碩的收成。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同學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本地教會等地方，同
學在教育、文化和靈性上都有個別體會和領受。在活動最後一天的總結分享會上，同學們一
同分享活動後感受，彼此讚揚，豐富了大家相互認識，非常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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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畢業生「愛心傳承動力網」交流平台

背景 工作匯報
畢業生成立的交流平台「愛心傳承動力
網」（動力網），透明社交媒體群組維繫
關係和推動參與，並透過舉辦活動，延續
文更的關愛精神。文更的大學畢業生累積
至31人。（至2017年）

動力網繼續以微信群組及公眾號，刊載學
生生活文章和活動分享，維繫情誼，並鼓
勵積極參與文更活動和社會公益活動。動
力網於5月6日在昆明醫科大學舉行學生聚
會，彼此認識，分享大學校園的經歷和感
想。動力網發起送暖行動——「舊物因愛
重生」，以「你的多餘他的需要」為宣傳
標語，在同學之間招募舊衣物和書本，轉
贈到雲南農村的幼童和老人。

動力網舉辦的公益活動，使學生的愛心躍動起來

動力網的聚會上，學生一起遊戲，
一起分享

學生設計的動力網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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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四川西南民族大學「文化中國獎助計劃」大學生資助

背景 工作匯報
文更與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大）社會學
與心理學學院（社心學院）合作開展之「
文化中國獎助計劃」從2013-2014年度正式
開展，文更資助15位本科生及3位老師的助
研金。

隨著今年5位社心學院的資助學生畢業，四
川西南民大的資助項目正式完結。6月20日
在成都舉行的文更分享晚會，剛畢業的資
助學生徐同學亦前來參加，與香港文更董
事和支持者見面，分享他的學習和成長經
歷。四川項目的3位畢業生參加了於10月
3-7日期間在香港舉行的大學生交流活動。

西南民大徐同學（右一）參加文更在成都的分享會

畢業生楊同學和謝同學參觀香港挪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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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合作項目—「鹽和光」文化交流活動

背景 工作匯報
加拿大文更每年除了舉辦「陽光計劃」夏
令營活動外，亦有「鹽和光」文化交流活
動，這活動是加更與溫哥華當地學校合
作，帶領學生到中國作文化交流。2017年
3月份，加拿大文更帶隊到廣西探訪和交
流，期間他們團隊也到香港體驗文化。

2017「鹽和光」文化交流活動，香港文更
資助「鹽和光」團隊體驗香港地道午飯，
品嘗「飲茶」特色。大部分外國學生是第
一次吃中式點心，他們特意嘗試吃豬腳、
豬肚等地道小食，盡享香港風味。透過這
一頓午飯讓他們體會到中國傳統的飲食文
化。 

午飯後，學生到油麻地新曙光的教會會
堂，由同工向學生介紹2014 年雨傘運動
的因由、結果以及所帶來的反思。學生被
題目吸引，而同工沒有作任何結論，而是
藉此事件激發同學們的思考，引發討論。
同學討論他們認為什麽方法表達是比較可
取、如何有效地表達不同的意見。透過這
活動，啓發他們作深層次的思考。

同工向學生介紹2014年雨傘運動

外國學生品嘗港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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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財政報告

2018年財政預算

（以港幣千元計）

項目 支出 支出百分比

領袖文化 438.0 13.8%

學術文化 710.0 22.4%

關愛文化 1,583.8 50.0%

常務開支 437.0 13.8%

總計 3,168.8 100.0%

備註：本會繼續致力將捐獻運用在事工上，並將常務支出佔總支出保持在15%以内。

FINANCIAL REPORT 財務匯報

2017 年收支報告

（以港幣千元計）

項目 收入 支出 支出百分比 盈餘 / （赤字）

領袖文化 1,227.26 427.96 19% 799.30 

學術文化 676.79 401.93 17% 274.86 

關愛文化 1,420.91 985.94 42% 434.97 

常務開支 555.83 513.45 22% 42.38 

總計 3,880.79 2,329.28 100% 1551.51 

2018 年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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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 院校 政府/機構
九華徑基督教會信得堂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Kharis Productions Ltd 

(Scotland)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 中國基督教兩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泉堂 北京大學 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 世界綠色組織

屯門浸信教會華恩福音堂 四川大學 以航假期

主恩靈糧堂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佛山市宗教局

四川瀘州基督教會 西南民族大學 定向新世代

東莞市基督教清溪福音堂 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 香港法住機構

研讀聖經團契 西南民族大學教育基金會 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

香港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 西南民族大學藏學學院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香港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信義宗神學院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香港愛修基督教會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電台

海怡浸信教會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珠海電視台

真理基石浸信會 (石門堂) 香港愛修園國際領袖學院 祝福香港復興團隊

真理基石浸信會 (馬鞍山堂) 真道書院 基督教今日報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 雲南省文山州第一中學 基督教文化學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廣東協和神學院 彩虹驛輔導中心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蘭州大學 創世電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氏紀念禮拜堂 蘭州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愛修更新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福樂堂 蘭州大學社科院 感動之旅聖經展 
(The INSPIRED Exhibit)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蘭州大學義大利文化研究中心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

基督教敬拜會 新曙光事工

基督教敬拜會(第802區) 新鴻基地產

基督教會道泉堂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基督教頌主堂 影音使團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互愛堂

基督教樂道會尖沙咀堂

教育局基督徒團契

新世界集團基督徒團契

新鴻基地產基督徒團契

附件：合作伙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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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粹語
雲南文山州一第一中學高三20班 陳同學

老實說，最近過的確實不太順利，月考剛過，我的年級排名下滑了二百多

名，而媽媽最近又因為身體原因辭去工作，且不說父親的壓力又增重了，而

我更擔心母親的身體。在第一次（與文更）見面的時候，大家都做了自我介

紹，聽了大家背後的故事，我十分感動，而我的介紹卻很簡單：“我叫李Ｘ

Ｘ，高二二十班，父親是老師，母親是農民，家裡還有一個奶奶，是獨生子

女。”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壓抑了自己的眼淚，我是一個很要強的女生，

不喜歡在別人面前流眼淚，但每每提及父親患腦溢血的事時，我的淚水就像

決堤的河流，止不住地往外淌，想起奶奶已經78歲的高齡，還會忍著腰痛去

地裡幹活，看到母親因太陽暴曬而生出雀斑的臉和因繁重勞動變得越來越粗

糙的手，我的心裡無比愧疚。我真是一個不稱職的女兒，成績下降，辜負了

父母的期望，而母親還安慰我說：“沒關係，下次我們努力把它追回來。”

若是您們能讀到我的文章，那請讓我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您們。更感謝您們

願意傾聽我內心的軟弱與無助，悔恨與怯懦。但我還是不會從此就倒下的！

我要再次站起來，去追回屬於我的榮耀，讓父母為我感到驕傲和欣慰，失敗

並不可怕，相反，失敗能讓我們更好地看清自己，發現自己的不足，我也給

自己的月考寫下了反思，制定了下個月的學習計畫而進一步去提高自己的能

力。……這樣才能把握住命運的每一個齒輪，而不是被命運扼住咽喉，我要

考上大學，來報答親人的養育之恩，為了這個目標，我會更加努力的。 

……要想獲得快樂，最簡單的途徑就是成為一個付出者，成為一名給予者，

在有能力之時向需要幫助的人施以援手，既幫助他人又快樂自己。這次公益

活動帶給我最大的感觸是合作的力量和奉獻的快樂，在將來在我有能力的時

候，我要成為像你們一樣的人，回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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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文山州一第一中學高三23班 劉同學

有一群人，他們為了幫助貧困學生實現他們的夢想，四處奔走辛勤工作，兢

兢業業，他們就是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是給我們帶來光亮與

溫暖的，懷揣大愛，行大善的叔叔阿姨。我們需要繼承發揚這種精神，即使

力量不足，也可一日行一小善，縱使世界很不完美，但我們願意常懷一顆善

心，跌跌撞撞做摯愛這世界的人，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我做起，用小行動

聚成大真情，相信善與愛的力量，相信人性的美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人人都貢獻出一點愛，世界將更美好。

雲南文山州一第一中學高三24班 王同學

有一種東西可以鼓勵我，它可以使我變得堅強——這便是來自香港文更的

愛。

第一次接觸“文更”時，正是月考失落之際，面對那麼大的落差，自己心覺

無法面對，整天都在為這次考試而難過著，卻不知在自己難過之際，別人已

經開始了新的學習。然後就有了一次接見香港愛心人士的活動，那天是快樂

的，也是難忘而倍受啟發的。在那天，我知道了有更多的人比自己還不幸，

但比我還堅強；在那天，我明白了世界上更快樂的事是將幫助別人作為一種

事業，最值得的事是把愛傳承下去 ……

兩次見面，一次活動，一次打掃，我的心情都由最初的毫無希望變成對自己

充滿信心，面對學習的失意，生活中的困難，我不再讓自己悲觀，因為我已

經相信：任何事情是會改變的，因為愛可以使人變得堅強。

學生成長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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