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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概覽
2018年1月至12月期間，香港文更主要對外的活
動共226場，接觸達14,986人次，總體統計數字如
下：
領袖文化活動場次： 178 參與人數： 14,046

學術文化活動場次： 20 參與人數： 658

關愛文化活動場次： 28 參與人數： 282

總計： 226 14,986

項目已進入第十個年頭，受惠學生已達2,276人
次。目前，文更集中資源以資助雲南省文山州第
一中學的中學生和分佈各省市的大學生等為主。
文更欣見受惠大學生也已達405人次。過去一年
工作包括：

‧2018-2019年度在文山州第一中學的資助學生除
人數由過往50 增至90 位外，級別方面也由每
年一個高中級別擴展至三個高中級別，每級30 
位。往年11月文更團隊探訪學校，也有機會向學
生作家訪。有一位同學就讀高一，是一名孤兒，
最近兩年父母先後離世，她和就讀小六的弟弟相
依為命。團隊鼓勵兩姊弟努力讀書，並承諾文更
將和他倆一起走過成長路。

‧大學畢業生之「愛心傳承動力網」已成立兩年，
目的是組織曾受文更資助的學生在大學畢業以後
多溝通、多交流；彼此幫助、互相鼓勵踐行愛心
「傳承」。在10月舉辦兩天的「網內同路人」活
動，有6位畢業生承擔籌委事務，他們用心預備
不同形式的節目，又坦誠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
對學弟妹來說，無論他們正身在甚麼處境或階段
都感獲益良多。

感恩
感恩上帝在2018年為文更有足夠的預備，供應一切
所需所用，讓團隊繼續努力推廣文更的文化使命，
不但如此，團隊更可有效回應國內因發展迅速所帶
來種種的社會需要。誠願文更在眾同路人的鼓勵支
持下，再接再厲、悉力以赴，不負支持者的期望。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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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院長辦主力在國內就「中華神學」與「基督教
中國化」對教會作出幾個培訓，提出合乎聖經的中華神
學方向。往年分別在香港、深圳、東莞、四川和南京等
地的教會和神學院主領講道和進行培訓。7月和11月先
後應「中國基督教兩會」邀請出席四川成都的研討會並
負責講課及培訓當地教牧，和在一個於貴州貴陽舉行名
為「第14屆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的
高級論壇中發表論文。此外，院長也出席不同的領袖活
動，幾近230個之多，當中有給予策略性意見的都能發
揮影響力。在宗教靈性和地理文化方面，院長在3月份
帶領文更支持者以及其親友前往以色列到訪耶穌走過的
地方和進行考古探索，讓參加者體會和經驗與耶穌約會
的美善和真實，促進靈性修養。
在學術文化方面，文更透過舉辦(或與大學/神學院/基督
教機構等協辦)學術或宗教會議、出版學術書籍和與學者
對話交流等，推動學術/文化的更新以及創進。過去一年
主要活動包括：
‧分別在香港和廣東兩所神學院授課，課程是「本色神
學」和「三自與中國教會」，啟發學術思考，更全面
裝備教牧。

‧香港文更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於
6月22-23日和7月6-7日合辦文更講座 -「當耶穌遇到儒
道佛易」，內容深入淺出，與會人士均表示得益非淺。

‧香港文更與香港信義忠神學院於10月25-26日在港舉
辦「基督教中國化」學術會議 – 【新時代中國神學
的反思】，邀得國內外著名神學家與文化思考者蒞臨
擔任專題演講。與會者熱烈討論，一起探討信仰如何
在新時代適切回應社會處境以至所面對的問題。

在關愛文化方面，文更的「愛心傳承計劃」學生資助

感恩！香港文更在2018年，在領袖、學術和關愛文化活動及籌募經費等各項事工都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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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界
2018年3月在北京與不同官員會面, 了解當前中國宗教政策及全國發展方向，分享海外華人對事件的關

注及對新政策作出交流。多年支持保護教會的民宗委主任朱維群部長3月退休，梁院長與全國政協兩

位的信徒與部長午餐，與他握手再見和感謝依法保護了浙江教會，他反而流淚感謝梁院長二十多年對

中國的貢献。梁院長5月拜訪南京愛德基金會，建立合作機制，可捐獻中國教會。又與南京兩會作各

方交流，在教會與神學院都有演講。8月中到北京参加世界哲學大會，期間到中央統戰部會面反映河

南教會問題，提出建議，並建立溝通機制，將收到的一些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表現傳中央，之後9日5日

收到中央告之，已下指示要求地方不得簡單粗暴對信徒，也不得宗教場所打壓定下指標。11月在貴陽

「第14屆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高級論壇中發表論文，發言時提出建議，關注到18

歲以下孩子不得到宗教場所的規定，干擾了宗教常有的運作，政府應無為而無不為。這段時間在宗教

政策及有關河南教難問題付出時間和心思，當中有給予策略性意見。

梁院長與教會領袖和宗教機構人士 
分享從宗教局所理解的事

教會/機構
2018年梁院長主力在國內就「中華神學」與「基督教中國化」對教會作出幾個培訓，提出合乎聖經的

中華神學方向。在中、港、澳州雪梨、新加坡等地不同宗派教會和機構的講道、培靈、佈道和禱告會

並講解中國基督教情況。由於年初流傳國內的聖經下架和中國對基督教會的新政策，回港後，梁院長

與兩位政協信徒邀請教會領袖和宗教機構人士出席一個午餐聚會，就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政策所作出

推測和理解，分享他們從宗教局所理解的事實。

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梁院長於教會講道和培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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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瀘州福音醫院病人

梁院長與瀘州基督教會教牧團隊在工地禱告和
祝福

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中國各省教會和神學院邀請出席不同的講道和培訓，期間走訪、深圳、廣州、東莞、四川和南京等地

主領講課及培訓當地教牧。

11月出席貴陽「第14屆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
用及其影響」高級論壇

在國內主領講課及培訓當地教牧

梁院長關顧牧養國內教牧的同時，亦關心國內教會的社

區服務工作。感謝主的引領，梁院長探訪四川瀘州基督

教會福音醫院，瞭解福音醫院的工作和關心病人。瀘州

基督教會福音醫院提供社區醫療公共衛生服務，為貧困

病患者提供醫療救助，醫護人員除以愛心關愛，也與義

工向病人作心靈輔導；醫院的基金亦為經濟困難的貧困

病患者給予免費治療。

瀘州政府對瀘州基督教會的社會服務工作表示認可，

已撥地建瀘州基督教會玫瑰家園項目，項目包括新教會 

(玫瑰堂)、醫院及社區服務中心，是教會與社會服務的

結合。梁院長與瀘州基督教會教牧團隊到工地，為這地

方的未來祝福，盼能使這地成為貧苦病患及家庭困厄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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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海外方面，梁院長於5月和6月份分別走訪了澳州和新加坡。澳洲雪梨多間教會計有中央浸信會、華人

長老會、天恩華人長老會、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和基督教好士圍聖公會等

邀請梁院長講道、培靈及佈道會，梁院長亦與雪梨教牧同工分享「十九大後中國與教會的處境」。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亦於6月邀請梁院長出席一個講座名為 - 儒家與基督教信仰（三） 「仁心、天道與

上帝」，參與者約600人。梁院長在講座中談及他自己對儒學的體悟“我修養儒學，反省內心對人間

苦難有一不止息的惻隱與悲憫，這是人的仁心，由此知人有靈性，盡人心性可知由天而來，原是‘天

命之性’，體悟其根源是宇宙的仁愛本體。”梁院長多次引經據典闡述了他對“仁”的理解，以及孟

子的這段話“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然後梁院長又提到了“命”這一概念，最

後說到“天人合一”。通過對這三個儒學中重要概念的理解，梁院長為儒學和基督教找到了共通點。

在梁院長看來，儒家的“仁”類似基督教的愛；孔子口中的“命”類似上帝的主宰；“天人合一”類

似基督徒與上帝的感通。參與者對梁院長精彩講座的回饋都是正面和有富啟發性。

梁院長在澳洲雪梨多間教會主領講道、培靈及佈道會

梁院長出席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的講座名為 - 儒家與基
督教信仰（三）對話「仁心、天道與上帝」 

梁院長與李晨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哲學教授在講座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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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聖地之旅團友分別攝於迦密山及橄欖山

梁院長於加利利海和萬國教堂門前與團友分享屬靈信息

文化深度行：2018 與耶穌有約 – 聖地之旅
香港文更於2018年3月18-27日舉辦一個名為 「與耶穌有約 - 聖地之旅」 的活動，是文更首次籌辦集

宗教、歷史的文化旅程。梁院長帶領支持者和親友共赴一個與耶穌同行的約會，讓團友在旅程中除可

親身經驗與耶穌同行，也可多了解機構的事工，彼此多認識，增進友誼。一行10天的旅程，透過梁院

長和當地導遊在以色列和約旦的分享和講解，滋潤和豐富各人靈命的修養，同時也能親身體會和經驗

與耶穌約會的美善和真實，在靈性上有所反思和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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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聖墓教堂內耶穌的聖墓

團友背起十架親身經歷耶穌走過的的苦路

梁院長差不多在每一個景點都與團友講解歷史背景、聖經出處以及他個人見證和屬靈獨特的洞見等。

深入淺出，感悟又生動，引領每個團友反思生命的真義。兩位當地 (以色列和約旦) 導遊及領隊以豐富

的聖經和歷史知識講解我們所走過的每一個地方，讓團友獲益良多。旅程的最後一晚，梁院長邀請團

友分享旅程中的經歷和體會，各人都有分享自己所領受的和得著。

旅程中最觸動人內心是各自背起一個十架，踏

上耶穌走過的路。在晨曦時分，在昔日彼拉多審

判主耶穌的地方，我們親身經歷耶穌在地上最痛

苦莫過於走在苦路十四站上。此刻，我們體會耶

穌如何因擔當我們的罪被審判；為我們給鞭打

凌辱；受酷刑被出賣；受人嫌棄、譏笑等心靈幽

谷。祂身心盡受折磨，傷痛難過。耶穌在苦路上

跌倒三次，甘願成為軟弱的人，以至我們的軟弱

祂都能體恤，同情和寬恕。

感謝主！整個旅程中我們親自經歷神的愛和恩典是何等豐富。

我們期待下一次與你和耶穌再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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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背起十架親身經歷耶穌走過的的苦路

LEADERSHIP CULTURE 領袖文化

支持者、梁院長、文更董事和同工合照

支持者和親友

梁院長於文更聚會分享中國當前發展的契機

梁院長向支持者介紹他的著作

文更支持者飯聚晚會
為與支持者保持長遠友好關係和讓更多人多些認識和了解文更包括事工方向等，文更在9月20日於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了一個聚會，與支持者分享近期探訪國內教會社區服務發展的事工以及文更

其他事工的需要。

出席的支持者和嘉賓除了解文更事工之餘，也被梁院長過去20年在中國幫助國內貧困學生所感動，

而對梁院長「當前中國發展的契機」的分析，不但感獲益良多甚至意猶未盡，其中一位企業支持者的

代表更即時邀請院長到其企業主講這個題目，對象是他的上司和一眾管理高層。

當晚無論是與支持者交流、是梁博士以至董事們的分享等，各方溝通暢順配搭得宜，同工之間也相互

配搭和協助，讓整個分享會順利完成，文更在此感謝支持者和嘉賓的參與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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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院長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梁
燕城院長在神學院留影。

梁院長專心講解「本色神學」課程。

信義宗神學院「 神學課程-本色神學」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信神)致力發展國內神學教育，並與中國基督教兩會合作，每年安排內地神學院老

師和教牧同工到信神修讀全時間的高等神學課程。他們學成回國後，分別在神學院和教會擔任教授及

領導等要職。

在「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題上，信神致力推動中國內地及香港本地基督教的信仰本色化發展，並邀請

在此專題上有鑽研的學者擔任講師。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一向致力推廣基督教中國化，2018年梁燕城院長被邀擔任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神學課

程「本色神學」的講師，對象是教牧學博士生。學生來自中港兩地，省份涵蓋面頗大。際此機會，梁

院長認識不少兩會領導和三自教會的牧者和領袖，彼此有要好的交流，是意想不到的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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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講座設有文更書攤，學員反應比想像的好

梁院長主領四個課堂，目的是「啟發、裝備和培訓」
信徒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文更講座「當耶穌遇到儒道佛易」
查「當耶穌遇到儒道佛易」向為文更「天道華情」系列的培訓課程，每次舉辦都廣受歡迎。

梁院長不時在不同教會講道，從教會的反饋中得知他們對文更舉辦的課程/講座深感興趣。不少信徒更

留下個人聯絡資料予文更，希望如舉辦同類講座時知會他們。

適逢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ICM)於2018年夏季擬開辦宗教文化課程，乃邀請文化更新

研究中心攜手合作。而學院院址佔地利之便，上課地點也就不作他想了。

講座目的在於「啟發、裝備和培訓」。啟發參加者對宗教文化有更深度的瞭解，裝備教會信徒和領袖，

培訓香港信徒。對象是基督教事工學院學生、教牧、教會領袖和平信徒。

講座共有四次，依次是「基督教與儒學思想」、「基督教與道家思想」、「基督教與佛學思想」和「基

督教與易經思想」。同場設有文更書攤，學員對文更產品都很有興趣，反應比想像中的好，可以說他們

是文化思想的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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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廣東協和神學院「神學課程 - 三自與中國教會」
為推廣基督教中國化，讓更多中國神學生有機會多加認識，文更一直都希望透過與不同中港神學院在

這方面有所合作和交流。文更早年造訪不同神學院，其中與廣東協和神學院素在課程上共同探討。

2018年廣東協和神學院邀請梁院長在秋季擔任講師教授「三自與中國教會」課程，對象是教牧本科

生。

梁院長於9月在學院授課時，文更兩名同工也拜訪學院，與教學部的牧者和主任會面。除多了解國內

神學教育的現況外，也一起探討需要和策略，是一個要好的交流時間，大家都期盼有更多的合作機

會。

圖書館幽雅的環境，是學習研究的好地方

梁院長在禮堂連續五天授課

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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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2018年神學會議「 新時代中國神學的反思」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其學術文化的推廣上，向來在「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題上深耕細作。而香港信義

宗神學院在國內神學教育上多有貢獻，作育了不少教牧和領袖。

是次學術會議由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合辦。從構思、籌劃到預備，會議順利在

2018年秋季在香港舉行。

大會邀得中外學者擔任講者，至於學院一年一度為全體講師和學生而設的專題講座由文更院長梁燕城

博士主講，題目是:「信心與虛靜心」，一個涵蓋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的講座。神學會議的其他講者

包括有來自香港、中國和外地的博士/教授/牧者︰鄧紹光和曾浩賢(香港)/黃保羅(芬蘭)/張志剛、陳躍

鑫、洪亮、文革、岳清華、陳永濤和陳逸魯等(中國)。

每一場會議以後有提問時間，討論氣氛熱烈，有學者表示被提問到冒出汗來。在觀眾席的參加者也不

時向學者提問，珍惜交流機會，體驗學術會議的獨有之處。

閉幕禮由合辦的周兆真院長和梁燕城院長主持，各自由衷表達對基督教中國化和對中國神學的發展走

向的心中話和遠景，聽者動容也深受激勵，意識身處的現世現代需體察主的心腸肩負起為其發展作一

些努力和貢獻。

院長梁燕城博士主講「信心與虛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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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全體出席人員包括舉辦單位的周院長和梁院長、諸位講者、學生們以及會議參加者同來
大合照。

周院長和梁院長、會議主持人和一眾講者合照留念。

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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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北京大學 --「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
背景

是項研究是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宗教文化

研究院」自2011年共同發起的學術項目。本項目旨在研究基督教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和未來應有的方

向，好使基督信仰與中國社會互相適應並植根於中國。同時，也探討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華民

族、當代中國社會之間的和諧共存及良性互動問題。

工作匯報

研究的工作在短短的五年間(2012-2016年) 收穫甚

豐，已舉辦了兩次專家座談會、一次基督教中國

化研究叢書新書發佈會和出版了十本著作。

第一屆和第二屆的「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專家座談

會」分別在2012年和2014年舉行，而十本著作

包括︰《會通與轉化》（梁燕城著）、《當基督

遇到儒道佛》（梁燕城著）、《儒、道、易與基

督信仰》（梁燕城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

境》(卓新平著)、《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第一至

三輯】 (張志剛，唐曉峰主編) 共三本、《中國基督教田野考察》(唐曉峰編著)、《信德與德性耶儒倫

理思想的匯通與轉化》(韓思藝著) 及《基督教中國化的社會學研究》(李向平著)。

2018年出版了兩本著作:《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第四

輯】(張志剛，唐曉峰主編) 及《趙紫宸神思想研究》(張志

剛，唐曉峰主編)。

整個研究和出版計劃尚有兩本著作和兩本文獻，分別是

《吳雷川的處境化基督教思想研究》(李韋著)、《中國境界j

𠵍學與境界神學》(梁燕城著)、《蒙元時期基督教重要研究

文獻匯編》(唐曉峰、尹景旺主編)及《唐朝景教研究重要文

文獻匯編》(朱東華主編)。我們殷切期待可早日與讀者見面，為是項「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劃上完滿

的句號。來年，梁院長將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大探討下一階段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繼續在文化和宗

教的領域上實踐文更的願景。

ACADEMIC CULTURE 學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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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社會關懷
2018-2019年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於廣東省D地區開展了社會關懷服務，提供援助予有需要家庭。自

開放以來，大批勞動人口遷移到廣東省聚集打工，許多父母為了生計而選擇把孩子留在老家成為「留

守兒童」，也有的父母將子女帶在身邊，衍生出一群「流動兒童」。父母因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子女，

孩子放學後孤身一人留在家裏，無人看管照顧，其安全也成為隱患。

面對這個群體的需要，也看到家庭親子關係的重要性，文更便開展了是項社會關懷事工，提供監管、

用餐、輔導、培訓、親子關係和心理輔導等，重建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建立溫馨和睦的家庭。

梁院長與同工這一年來，多次到訪了解關懷，舉辦活動並與他們分享。

看著孩子們因得到照顧身心都有正向發展，文更以至服務中心的老師和褓母都大感安慰。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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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校園展愛
雲南文山州「愛心傳承」計劃中學生資助項目：  

背景

「愛心傳承」計劃以高中生和大專生為資助對象的項目，旨在資助雲南文山州的貧困高中生完成高中

及大學課程。文更在2010年開展項目，持續每年資助文山州的高中學生。受助學生每年均需要參與社

會公益活動，並在活動後撰寫分享文章一篇，學習在接受幫助的同時也去幫助別人，傳承關愛。 

工作匯報

2018-2019學年資助「文山州第一中學」的學生除人數由過往50增至90位外，也由以住每年只有一個

級別，擴展至三個級別，即高一至高三，每級30位。是項目得到香港五間不同的慈善基金、企業和機

構積極參與支持，文更深表感謝!

梁院長、文更董事、同工和資助企業代表於11月到訪學校，與州教育局官員和學校領導會面，檢討項

目，並直接與受助學生見面，鼓勵他們。

梁院長如常和同工到訪文山州第一中學，是次
更與資助者 —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代表和文更
董事同行。當天團隊與90位受助學生一起合照
留念。

梁院長和文更團隊與文山州教育局官員和學校領導開會
檢討資助項目，並商討可以發展的方向。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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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文更董事蔡先生探訪州一中的心理諮
詢室，梁院長親自介紹並講述籌款和
興建諮詢室的過程。

除梁院長以「生命像是一朵花」策勉90位受助學生對生活要常懷
盼望，積極生活外，蔡董事也真摯憶述自己的成長故事，希望同
學與文更一起傳承關愛，關心別人。

梁院長和同學在學校飯堂共進午餐，談話間
當然不乏啟發的教導激勵學生努力灌溉生命
和人生。

資助者—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代表方女士和
同學邊吃邊談，彼此同樣珍惜相互談話交流
的機會。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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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以未來夢想為題，蔡董事帶動同學開
放分享，對同學尤為受用。

梁院長帶領文更團隊探訪兩個受助學生的家庭，這是其中一個，左一是朱
同學，一家五口靠媽媽一人在家務農為生，生活艱苦。

文更同工對學生願意坦誠道出困難時，尤為感動，也
送上同理心和安慰的說話。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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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另一受訪家庭是林同學（右四），她和弟弟
（右三）是孤兒。林同學父母最近兩年先後
離世，由奶奶和大伯一家照顧。

奶奶說到傷心困境時，淚如雨下。文更團隊除鼓
勵林同學努力讀書外，更承諾文更會和她一起走
過成長路。

另一資助者—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代表溫女士，
按照嚴謹的程序遴選學生。這是她第一次老遠從
香港到文山州一中探望同學，親身了解這個資助
項目。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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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校園展愛
「愛心傳承」資助計劃—大學生助學  

背景

「資助大學生」項目由2011年開始，至2018年已經歷7個年頭。項目是讓曾受文更資助的雲南文山州

貧困高中生在完成高中課程後，因繼續得資助可以順利接受大學教育。2018-2019學年獲文更資助的

有84位同學。他們都是來自雲南，升讀的大學或大專學府遍佈全國不同省份。

內容 / 近況

文更時刻與學生保持聯絡，了解他們在新地方的生活和學習狀況，傳遞關心。時下通訊發達，或透過

電郵、微信，或藉活動見面，都可與學生溝通，同行。受助學生如中學一樣，需要參與最少一次公益

活動，並撰寫一篇文章分享學習生活。

11月10日梁院長、蔡董事和同工在昆明與24位受助大學生會面，當中大多數是大一學生。梁院長和文

更團隊透過信息分享和個人交談表達文更同行的關愛，激勵學生建立自信和規劃好大學生活為將來打

好基礎。

梁院長和文更團隊與受助大學生在昆明活動結束後合
照，同學們主動以手勢表達「心」意。

梁院長細說他從儒道佛開始思考人生到找到人生的真理
的成長路，繼而創立文更為要貢獻祖國。以此激勵同學
努力讀書之餘，不忘回饋社會。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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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事工簡報

蔡董事不但和同學分享信仰如何影響他的生活態度，
而且還和大家一起唱「唱一首天上的歌」來策勉同學
以正向態度生活和學習。

何同學分享她入讀大一後學習和生活的迷惘，
學姊學兄聽後除表達同理心外，也給了她很好
的提示。

除舉辦大型活動外，文更同
工也會乘公幹之便探訪就讀
在不同城市的大學生表示關
懷。這幀照片是同工林女士
在北京與大學生會面，右三
是初職畢業生向學弟們分享
他成長路上的就學、就業以
及人生體會。

大一王同學應邀出席活動時的回應心聲：

謝謝老師，王傳梅同學已經聯繫我了，我一定去的，我也

很期待與你們的見面，謝謝你們教會我很多道理，為我埋

下了一顆奉獻愛心的種子。我選擇了定向生，很多人都

不理解我的選擇，認為定向生會被分配到那些很不好的地

方，但是我相信你們會支持我的。我選擇了學醫，將來會

面臨著回到鄉村工作。很多大學生都想著留在大城市裡發

展，但是如果我們都留在大城市裡，那麼我們的家鄉靠誰

來發展呢？一個人的價值如何實現？我希望能用自己的醫

學知識去幫助別人，把我們的家鄉發展得更好。謝謝你們

對我的關愛和支持。到時候見啦，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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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 2018 事工簡報

校園展愛
畢業生關懷和「愛心傳承動力網」交流平台

背景

文更持續關心曾受資助的學生，縱然畢業後亦期望保持聯繫，鼓勵他們延續文更的關愛精神。

畢業生於2016年10月成立「愛心傳承動力網」（動力網）交流平台。成立初期，骨幹成員非常熱心，

積極連結各畢業生和推動公益活動。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於2018年10月，文更同工與骨幹成員在昆

明舉行檢討會，整理和鞏固架構模式，規劃未來發展新路向。

內容 / 近況

動力網現有六位骨幹成員，當中三位是舊人，三位是新加入的，以在校大學生和畢業生為交流平台作

定位，以促進交流，增強互助和傳承愛心為使命。至2018年底，歷屆曾受文更資助的畢業生累計有56

人，2018-19學年在校大學生有84人。透過社交媒體，這百多人的平台很快就建立起來。動力網新團

隊四人（兩位因功課/公務未能出席）10月在昆明與文更同工一起以兩天的時間，商討目標和方向， 

確定中短期的工作內容，完結時，大家有感計劃周詳，令人興奮。另外，以加深認識文更和動力網為

目的而一起構思「網內同路人」主題的一天活動，參與者(有12位是畢業生，9位是在校大學生) 濟濟

一堂，氣氛熱烈。

11月文更團隊也二度到訪，此回得梁院長和董

事蔡先生同行。

動力網新骨幹成員非常投入，用上兩
天時間釐定動力網的目標、新方向和
彼此的職位和分工，更計劃除在線上
和其他同學保持緊密聯繫，還準備以
地區為單位組織「片區」小組，加強
機動性。

共21位同學出席了「網內同路人」活動，大家加深認識，彼此激
勵，以期更關注和投入動力網。

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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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CULTURE 關愛文化

雖然大家同是於州一中畢業，但卻是來自不同班
級，也在不同年份畢業。然而，大家既是文更資
助學生，在此相聚，以破冰遊戲來幫助彼此認識
最為適切，友誼就在這裡開展!

動力網骨幹成員邀請了幾位有著不同經歷的畢業
生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和曾遇過的困難，其他在
座的同學，無論身處在那一個階段聽後同感受益
匪淺。

「網內同路人」活動的分組時間，要求各
組匯報專題討論（題目是「動力網的未來
發展」）的結果，讓學生有份參予發表意
見發揮創意，也可增添歸屬和投入感。

2018年11月梁院長、蔡董事和文更同工與4位畢業生
在文山會面，同學們與文更相識多年，他們分享近況
時都是坦誠信任。梁院長再次講述文更的起源，勉勵
畢業生學效他以助人為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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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財政報告（未經審計）

2018年收支報告
（以港幣千元計）

項目 收入 支出 支出% 盈餘 / 
 (赤字)

領袖文化 250.30 345.36 10% (95.06)

學術文化 341.53 402.58 12% (61.05)

關愛文化 1,897.19 1,933.08 58% (35.89)

常務開支 416.14 675.22 20% (259.08)

總計 2,905.16 3,356.24 100% -451.08

領袖文化 
10.3% 

學術文化
30.8%

關愛文化
52.5%

常務開支 
6.4% 

2019年  財政預算

（以港幣千元計）

項目 支出 支出百分比

領袖文化 393.0 10.3%

學術文化 1,176.0 30.8%

關愛文化 2,008.0 52.5%

常務開支 246.0 6.4%

總計 3,82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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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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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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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領袖文化 學術文化 關愛文化 常務開支

2018年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港幣('000 )

2019 年財政報告

FINANCIAL REPORT 財務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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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合作伙伴一覽表

宗教團體 院校 政府/機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世界綠色組織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泉堂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

事工學院
以航假期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真道書院 祝福香港復興團隊
屯門浸信教會華恩福音堂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
基督教文化學會

香港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
心

創世電視

真理基石浸信會 (火炭堂) 北京大學 新鴻基地產
基督教敬拜會(第802區)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互愛堂 雲南省文山州第一中學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江蘇神學院 新曙光事工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 金陵神學院 影音使團
港島敬拜會 廣東協和神學院 宣道出版社
中華基督教福恩堂 蘭州大學 國際聯青會(東區社)
觀塘浸信會 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天趣當代藝術館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蘭州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港島西扶輪社
拉法基金會 蘭州大學社科院 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
亞洲神召會禮拜堂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教育局基督徒團契 蘭州大學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基督教兩會
宏利保險基督徒團契 雲南省文山教育局
基督教深圳堂(梅林堂) 四川瀘州基督教會
東莞市基督教清溪福音堂
南京愛德基金會
南京基督教聖訓堂
南京基督教莫愁路堂
溫州商人團契
四川基督教兩會
南洋孔教會
澳洲雪梨華人基督聯會
澳洲雪梨天恩華人長老會
澳洲雪梨中央浸信會
澳洲雪梨華人長老會
澳洲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
澳洲基督教好士圍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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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章

黃恩和 (東南大學‧大四年級)
敬愛的梁博士、王志威老師以及其他文更工作

者和支持者，你們好！我於今年6月底畢業於東南大

學，結束了本科生活。我非常感激文更在這四年里對

我的幫助，也很高興認識了許多同樣受文更資助的同

學。現將我大四一年的學習生活與大家分享。高中

時，有一次梁博士到文山州一中與大家見面，當問起

各自的理想時，我自信的說想要考起清華大學。當年

的高考失利對我造成了一定的打擊，而在大四，類似

的情節再次上演。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心智逐漸成

熟，我也學會了正確面對挫折。

大四上學期院系里開始進行優秀生的選拔，只要通過考核便能獲取免試推薦研究生的資格。我

由於前三學年綜合成績優異，且面試表現突出順利拿到了推免資格。而在學校的選擇上，我毅然選擇

了一直夢想著的清華大學。在相關報名手續完成，並煎熬的等待了兩周之後，我收到了前往清華大學

參加復試的消息，心情無比激動。面試的前一晚我挑燈夜戰，做了充足的準備，第二天的面試也挺順

利，但在同樣煎熬的等待了一周之後我還是收到了未被擬錄取的通知。

人生沒有彩排，失敗對於弱者來說是一輩子的遺憾，而對於強者卻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三

年前的我為高考失利難過悲傷卻也束手無策，而如今再次面對同樣的失敗我選擇了調整心態，認真總

結。後來瞭解到，一般保研外校都會先通過夏令營進行初次選拔，而我卻錯過了清華大學的夏令營活

動，即使復試表現不錯也只有很小的幾率會被選中。其實我所做的準備遠遠不夠，最根本的原因還是

自己的才華還配不上自己的野心。我把這些經驗分享給了學弟學妹們，好讓他們避免重蹈覆轍。

俗話說上帝為你關閉了一扇門，便會為你打開一扇窗。但最終我也獲得了免試推薦留在本科母校

東南大學讀研的機會。今天開學報到，開啓全新的研究生生活，很幸運遇到了一位很好的導師並且選

擇了我喜歡的專業。我想研究生階段的生活會更精彩，回想起來，倘若不是當初一直堅持著那個遠大

的目標，我也不會擁有今天的這一切。活在當下，心中有信仰，有理想，就像海邊的燈塔，讓黑夜裡

漂泊的看到希望，不走錯方向。

我的大學生活也算豐富而有趣，刻苦學習的同時也參加了各種社團。大四組織了幫扶活動，有優

勢的同學志願匹配進行1對1或1對多輔導，沒有任何報酬。我幫助三位同學成功通過了不及格重修考

試，當面對學習困難時有位同學幾乎失去信心，而我教他學習方法外，也讓他重拾了信心。當收到他

們的感謝信息時我感受到所做的這一切是多麼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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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英皇道250號北角城中心8樓809室
電話：(852) 2393 9440　　 電郵：info@crrshk.org　　 網址：www.crrs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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