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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成立

香港島西南區幅員廣闊，東至西營盤，南至黃竹坑及香港島西南區幅員廣闊，東至西營盤，南至黃竹坑及
鴨脷洲，面對這麼廣大的福音禾場，鄺保羅大主教於鴨脷洲，面對這麼廣大的福音禾場，鄺保羅大主教於
20062006 年把聖士提反堂、聖路加堂和聖提摩太堂組織成年把聖士提反堂、聖路加堂和聖提摩太堂組織成
為「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希望充分發揮「聯區」為「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希望充分發揮「聯區」
資源共享、彼此守望的精神資源共享、彼此守望的精神，，結合三堂的力量來推動結合三堂的力量來推動
區內的宣教和牧養工作區內的宣教和牧養工作。。

當時當時委任委任聖士提反堂主任王建華牧師兼任聯區主任，聖士提反堂主任王建華牧師兼任聯區主任，
徐旭帆牧師及孔繁漢牧師徐旭帆牧師及孔繁漢牧師協助協助；同時，；同時，各堂各堂選派信徒選派信徒
代表代表及及職員職員組成「西南聯區牧養事工委員會」，組成「西南聯區牧養事工委員會」，以便以便
有有效的推動效的推動聯區聯區工工作。作。



目的和發展概念目的和發展概念

「「「「聯區聯區聯區聯區」」」」有以下目的有以下目的有以下目的有以下目的：：：：「「「「聯區聯區聯區聯區」」」」有以下目的有以下目的有以下目的有以下目的：：：：
1.1.聯合、分配及使用三堂的資源；聯合、分配及使用三堂的資源；
22 共同思考、計共同思考、計劃劃及支援各堂的發展，以加強及支援各堂的發展，以加強三三
堂的堂的牧養、培育及宣教事工；牧養、培育及宣教事工；

3.3.牧者牧者們們互相互相的的支援支援和和互補。互補。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大會亦提出四個發展的概念：：：：
1. 1. 崇拜禮儀生活；崇拜禮儀生活；
2. 2. 牧養關懷事工；牧養關懷事工；
3. 3. 對外宣教路向；對外宣教路向；
4. 4. 聯合行政管理。聯合行政管理。



面對的挑戰和使命面對的挑戰和使命

1.1.聯聯區區並非將三堂合併，而是以西南區為一體，打破教友並非將三堂合併，而是以西南區為一體，打破教友
「「山頭山頭主義」的觀念，齊心合力為主作工主義」的觀念，齊心合力為主作工。。
2.2.顧及各堂獨特的顧及各堂獨特的文化和文化和傳統，傳統，故故仍然保留仍然保留各堂的各堂的特色和傳特色和傳

統事工。統事工。
3.3.如何實踐「聯區」的目標仍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時間和教如何實踐「聯區」的目標仍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時間和教

友們的熱心參與等。友們的熱心參與等。友們的熱心參與等。友們的熱心參與等。
4.4.港島地鐵支線將於未來數年延伸至堅尼地城及鴨脷洲海怡港島地鐵支線將於未來數年延伸至堅尼地城及鴨脷洲海怡
半島，西南區隨即起了急速的發展，新建樓房陸續落成，半島，西南區隨即起了急速的發展，新建樓房陸續落成，
人口流動增加，社區面貌改變，在可見的未來，「聯區」人口流動增加，社區面貌改變，在可見的未來，「聯區」
所肩負的使命更加重要。所肩負的使命更加重要。

5.5.「聯區」「聯區」目前目前的工作範疇主要分為的工作範疇主要分為 1/ 1/ 聯區牧養事工委員聯區牧養事工委員
會；會；2/ 2/ 西南區長者探訪活動；西南區長者探訪活動；3/ 3/ 青年小組工作；和青年小組工作；和4/ 4/ 聯聯
合詩班等。合詩班等。



西南聯區牧養事工委員會西南聯區牧養事工委員會
崇拜禮儀崇拜禮儀 培育牧養培育牧養 宣教拓展宣教拓展 聯合行政管理聯合行政管理
a a 主禮主禮/ / 講道講道 a. a. 洗禮洗禮//堅振禮班堅振禮班 a. a. 學校校牧學校校牧//福傳事工福傳事工 a. a. 統一講道表統一講道表
bb司禱及侍從司禱及侍從 b. b. 信徒培育信徒培育工作工作 b. b. 聖路加堂牧民中心聖路加堂牧民中心 b. b. 聯合辦事處聯合辦事處
訓練訓練 聖提摩太堂牧民中心聖提摩太堂牧民中心 c. c. 會計會計//維修維修保保

c. c. 啟發課程啟發課程 養養//法律諮詢法律諮詢

c. c. 禮儀學習禮儀學習 c. c. 教友關顧計劃教友關顧計劃 ((駐堂社工服務駐堂社工服務))
d. d. 牧區議員牧區議員//堂委退修會堂委退修會
e. e. 分區家庭牧養小組分區家庭牧養小組
f. f. 暑期青年服務體驗計劃暑期青年服務體驗計劃
g. g. 西南區長者探訪西南區長者探訪心靈心靈天使行動天使行動

d. d. 聯合崇拜聯合崇拜
((主設立聖餐日崇拜主設立聖餐日崇拜 //受難日崇拜受難日崇拜//除夕崇拜除夕崇拜//泰澤崇拜泰澤崇拜) ) 



中學中學 小學小學 幼稚園幼稚園
1. 1. 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 1. 1. 聖保羅書院小學聖保羅書院小學 1. 1.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2. 2.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2. 2. 聖士提反女子聖士提反女子 2. 2. 聖士提反堂幼稚園幼兒園聖士提反堂幼稚園幼兒園

中學附屬小學中學附屬小學
3. 3. 聖士提反堂中學聖士提反堂中學 3. 3.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3. 3. 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兒中心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兒中心

上午校上午校
4. 4.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4. 4.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下午校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下午校

5 5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6. 6.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7. 7.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7. 7.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大學大學
香港大學聖約翰書院香港大學聖約翰書院

西南聯區長者探訪天使行動服務院舍：西南聯區長者探訪天使行動服務院舍：

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香港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聖公會中西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香港聖公會中西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首屆導師：陳榮豐先生



2009年第二屆暑期青年服務體驗計劃
參加愛德基金國內體驗活動



第二任聯區主任徐旭帆牧師
2009-2011



2010年第三屆暑期青年服務體驗計劃
學員：11位



2011年第四屆暑期青年事奉體驗計劃
學員：4位



第三任聯區主任葉錦輝牧師及
2012年加入聯區的何潔瑩牧師



1)崇拜生活 –每天早禱1)崇拜生活 –每天早禱



2)個人成長 – 分享生命2)個人成長 – 分享生命





3)3)青少年服務青少年服務 ––小學生福音活動小學生福音活動



中學生放榜營中學生放榜營



中一適應班中一適應班



4)4)長者服務長者服務 ––探訪老人中心探訪老人中心



探訪長者探訪長者



5)參觀交流：貴州生活體驗團5)參觀交流：貴州生活體驗團



接待澳門蔡高中學師生接待澳門蔡高中學師生



三堂崇拜三堂崇拜––分享見證分享見證



訪問大主教



20112011年聯校福音營年聯校福音營 –– X CAMPX CAMP



參加團契參加團契



西南聯區西南聯區 ––水戰水戰



西南聯區牧區議員及堂委職員退修會西南聯區牧區議員及堂委職員退修會20132013









主設立聖餐日崇拜主設立聖餐日崇拜



三堂聯合堅振禮三堂聯合堅振禮 20112011



心靈天使探訪出發禮心靈天使探訪出發禮



心靈天使探訪行動心靈天使探訪行動



心靈天使探訪行動心靈天使探訪行動



得益

1.自「聯區」成立後，三堂教友合作和交流的機會增加，主動
關心別堂的需要和發展。例如有教友大力捐助聖路加堂牧民
中心的修建經費，這種「潤物無聲、默默耕耘」的表現都是
對「聯區」的美好見證。

2.「聯區」三堂資源共用 (人力、物力、培育資源)，擴展了福
傳的對象，也增加了服侍的人士。例如「西南聯區換物嘉年傳的對象，也增加了服侍的人士。例如「西南聯區換物嘉年
華」。「聯區」與學校和福利協會區內的社服單位也建立了
緊密的合作關係等，這一切都有助於三堂的福傳工作。

3.三堂牧者在主日崇拜、主持聖禮和聯合洗禮及堅振禮班等方
面可以互相協調；

4.「換物嘉年華」提供了「聯區」財政的支持；



缺失缺失
1.1.很多教友以為「聯區」只是很多教友以為「聯區」只是牧牧區或傳道區“額外”的事工，區或傳道區“額外”的事工，
影響他們對「聯區」的態度；影響他們對「聯區」的態度；

2.2.「聯區」的形象對內對外不太鮮明，宣傳不足「聯區」的形象對內對外不太鮮明，宣傳不足 ((尤以新教友尤以新教友
的認識為甚的認識為甚))；；

3.3.「聯區」過去較著重聯合活動，沒有探討其他使命的可能性「聯區」過去較著重聯合活動，沒有探討其他使命的可能性
，亦未能深化「聯區」的發展概念；，亦未能深化「聯區」的發展概念；，亦未能深化「聯區」的發展概念；，亦未能深化「聯區」的發展概念；

4.4.部份原先設定的發展概念在個別堂區未必可行：例如：探訪部份原先設定的發展概念在個別堂區未必可行：例如：探訪
教友或主持婚禮、喪禮等。因為各堂的傳統文化不同，牧者教友或主持婚禮、喪禮等。因為各堂的傳統文化不同，牧者
和教友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和教友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5.5.「聯區」現時聘用兩位「聯區」現時聘用兩位協協助聖路加堂及聖提摩太堂事工助聖路加堂及聖提摩太堂事工的幹的幹
事事薪金是「聯區」支出的最大項，也導致「聯區」財政薪金是「聯區」支出的最大項，也導致「聯區」財政出現出現
嚴重不敷嚴重不敷。。



發展方向及計劃發展方向及計劃 ：：：：：：：：

1. 1. 1. 1. 1. 1. 1. 1. 主要主要的的定位及方向定位及方向

繼續落實繼續落實20062006年年88月月1717日及日及2727日三堂牧區聯席會議中日三堂牧區聯席會議中
所訂定的「聯區」使命和目標，成立的基礎本於所訂定的「聯區」使命和目標，成立的基礎本於「「「「「「「「肢肢肢肢肢肢肢肢
體同心體同心體同心體同心」」」」和和和和「「「「彼此相顧彼此相顧彼此相顧彼此相顧」」」」體同心體同心體同心體同心」」」」和和和和「「「「彼此相顧彼此相顧彼此相顧彼此相顧」」」」的精神，發揮聖公會「我們的精神，發揮聖公會「我們
雖眾、仍屬一體」的教會觀。雖眾、仍屬一體」的教會觀。
另強調「聯區」並非將三堂合併，而是在彼此尊重另強調「聯區」並非將三堂合併，而是在彼此尊重
下作出平衡，以免教友出現「身份模糊」的感覺下作出平衡，以免教友出現「身份模糊」的感覺 (Loss (Loss 

of of Identity)Identity)。此外，除鞏固「聯區」過去所建立的基礎。此外，除鞏固「聯區」過去所建立的基礎
外，聖士提反堂更擔起「牽頭」作用，努力凝聚三堂外，聖士提反堂更擔起「牽頭」作用，努力凝聚三堂
力量，推動「聯區」的使命。力量，推動「聯區」的使命。



22.  .  處理的問題處理的問題：：
2.12.1資源運用問題資源運用問題 ((包括人力、物力、地方、信徒培包括人力、物力、地方、信徒培
育項目等：例如專題講座、啟發課程、門訓課程育項目等：例如專題講座、啟發課程、門訓課程
等等))；；另另增強聯合辦事處的功能增強聯合辦事處的功能，，節省資源。三堂節省資源。三堂
職員在其牧師指派下隨時支援「聯區」各項工作職員在其牧師指派下隨時支援「聯區」各項工作。。

2.22.2如何評估聯區的工作成效如何評估聯區的工作成效 ((評估目的主要是檢討評估目的主要是檢討

和優化現時「聯區」的活動、如何有效的運用資和優化現時「聯區」的活動、如何有效的運用資
源等源等))；；

2.32.3 避免將教區避免將教區//聯區聯區//牧區三者的角色混淆，徒增教牧區三者的角色混淆，徒增教
友事奉的壓力等。友事奉的壓力等。



3 3 組織、資源運用及檢討：組織、資源運用及檢討：
3.3.1 1 組織「聯區」牧師團隊，在三堂的崇拜、牧養、培育工作組織「聯區」牧師團隊，在三堂的崇拜、牧養、培育工作

上互相配搭，分擔聖公會學校及社服中心的福傳及牧養工上互相配搭，分擔聖公會學校及社服中心的福傳及牧養工
作，另派專職牧師到別堂協助。作，另派專職牧師到別堂協助。

3.23.2 繼續舉辦節期聯合崇拜、聯合洗禮及堅振禮班、牧區議員繼續舉辦節期聯合崇拜、聯合洗禮及堅振禮班、牧區議員
及堂委退修會、換物嘉年華會、西南區長者探訪活動、學及堂委退修會、換物嘉年華會、西南區長者探訪活動、學
校福傳和青年培育工作等。校福傳和青年培育工作等。

3.33.3 提高現時「西南聯區牧養事工委員會」的功能，除策劃提高現時「西南聯區牧養事工委員會」的功能，除策劃
「聯區」的事務外，亦負責檢討、探討如何深化現有的事「聯區」的事務外，亦負責檢討、探討如何深化現有的事
奉模式、探索其他使命奉模式、探索其他使命(mission) (mission) 的可的可行行性等，並由牧者向性等，並由牧者向
所屬牧區議會或堂委會匯報，加強溝通，幫助教友瞭解各所屬牧區議會或堂委會匯報，加強溝通，幫助教友瞭解各
堂情況。堂情況。

3.4 3.4 舉行三堂職員聯合會議及退修會，促進彼此舉行三堂職員聯合會議及退修會，促進彼此的合作的合作關係。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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