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暨營銷）

乘風破浪 

500年年前，⼀一場媒體⾰革命，不但影響歐洲國家並成就宗教改⾰革，也因著印刷術普及，提倡

孩⼦子該受教育等，讓資訊能廣傳，⼈人⼈人可以⽤用⾃自⼰己⽅方法讀聖經。 

今天，科技發達，⾯面臨臨媒體另⼀一場⼤大⾰革命，資訊快速傳遞、即時播送、訊息碎⽚片化及接收

單向化，講壇不再被教牧壟斷，神學普及化、釋經平⺠民化，以致⼈人⼈人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

讀聖經，基督徒理理應會有更更好、更更多及更更快的資源幫助靈命成長。然⽽而，為何今⽇日的社會

卻有許多不公義的事發⽣生？教會分裂？社會撕裂？ 

在眾多訊息中，⼜又怎能分辨真與假？怎樣確保所閱讀和接收訊息之質素？慎思明辨是重要，

若若沒有好的基礎，終有⼀一天因經不起風浪，翻騰時便便向下沉沒。我們可以怎樣？⽂文字⼯工作

者更更需要站出來來，堅守使命，為詮釋真道把關，為時代把脈，讓活在政治混亂、⼈人⼼心充滿

恐慌和無奈奈感的世代，注入正能量量和正確價值觀，並為世界帶來來希望，讓上帝救贖的恩典

為世代從懷疑、恐懼、絕望中釋放出來來。 

在這世代，需要你和我藉⽂文字承載聖道，藉上帝的恩典和真理理釋放福⾳音、釋放上帝的⼤大能。

因此，本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得到中國內地、台灣、美國、新加坡、⾺馬來來⻄西亞

和澳⾨門等地區基督教出版同⼯工和有⼼心⼈人的⽀支持參參與，實在是上帝豐盛的恩典，亦反映各位

對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熱情與承擔。 

在這個充滿危機同時也是契機的時刻，讓我們共同承擔，開拓拓空間，⼀一起努⼒力力為基督教華

⼈人⽂文字事⼯工再創新⾥里里程！ 

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出版）籌備委員會 

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營銷）籌備委員會 

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cclmforum.org 



（出版）

書的故事 

出版⼀一本書， 

背後記載著作者或譯者精⼼心澀⾎血、埋頭苦幹、親⾝身經歷的故事； 

編者搞盡腦汁、施展渾⾝身解數修改和追稿的故事； 

製作⼈人⼼心領神會、拆解作者思維、創意展露的故事； 

也是⼀一間出版社共同⾒見見證完成這項⼯工程的故事。 

⼀一本書的出版背後富有多個⽣生命故事，若若能為好書找到讀者欣賞，⽽而讀者也能便便利利找到好

書，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基督教出版聯聯會正是聯聯繫同業，彼此⽀支援，追求卓越，拓拓展國度。

藉著不同的活動（書展、⾦金金書奬、寫作營、⽂文研會、社長午餐會、讀書會等等），推動⾏行行

業合⼀一精神，⼀一同⾒見見證及擴展國度事⼯工。 

由本會主辦之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出版），正正是希望能從多⾓角度去思考如何做

好出版，如何讓讀者讀到好書。感謝上帝，我們相信即使⽂文字事⼯工在縱橫交錯、狂草⾶飛⽩白

間，它卻能抵擋風浪，因為⽂文字承載聖道，轉化⽣生命，造就信徒，巍然屹立。因此，本屆

⽂文研會除了了秉承傳統，聯聯繫各地出版⼈人，共商謀略略外，更更從使命、策展、觀察、需要、溝

通、前瞻多⽅方⾯面探討，並安排更更多互動時段，增加研討交流機會。當中「需要」主題，更更

進⼀一步開拓拓與教牧溝通，了了解信徒和教會需要。推動「基督徒閱讀習慣問卷調查」為基督

教出版業界進⾏行行跨地域研究奠定基礎，希望更更了了解讀者的習慣和需要。冀能透過這些規劃，

加強基督教出版業與受眾的連繫，以思考基督教⽂文字出版事⼯工未來來之發展，可如何更更到位

地配合教會及信徒的需要。 

盼望我們毋忘初衷，⼀一起乘風破浪！ 

梁美英 

基督教出版聯聯會主席 

　　　　　　　　　　　　　　　　　　　　　　基督教出版聯聯會｜acp.org.hk　 

　　　　　　　　　　　　　　　　　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cclmforum.org 

　　　　　　　　　　　　　　　　　　　　　　　基督教⾦金金書奬｜acpbookawards.hk 

　　　　　　　　　　　　　　　　　　　　　　　　基督教書展｜christianbookfair.hk 

http://acp.org.hk
http://cclmforum.org
http://acpbookawards.hk
http://christianbookfair.hk
http://acp.org.hk
http://cclmforum.org
http://acpbookawards.hk
http://christianbookfai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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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文字協會 

中華基督教⽂文字協會為⼀一個推動⽂文字福⾳音運動機構，整合教會與社會資源，以提供教會與

個⼈人適合時代之⾼高品質書刊及⽤用品為職志。 

藉基督徒個⼈人及團體合作，共同推動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基督教會之復興，進⽽而改善社

會風氣，提⾼高⼈人性素質。 

緣起 

早於1984年年，有多位資深⽂文字前輩看⾒見見事⼯工聯聯合之時代需要，起⽽而組織基督教⽂文字協進會，

此為⽂文字事⼯工合作之始，歷時⼗十⼆二載；其後為長期落落實當代⽂文字使命，有效傳揚福⾳音，⽽而

集上百同⼯工及機構於1996年年6⽉月29⽇日正式成立本會，並向內政部登記註冊。 

任務 

⼀一、激勵會員有效推廣基督教聖經、⽂文學、藝術、⾳音樂樂樂樂、禮品、⽤用品等有關理理念念、資訊、 
　　作品及產品，共同建設精緻⽂文化之社會環境，以此服務教會和社會。 

⼆二、提供會員有關⽂文字事⼯工新知與新觀念念，舉辦各類類展覽會、講會、研討會，以提昇會員 
　　經營管理理、創作製作等素養與能⼒力力。 

三、提供有關商品交易易之法令、規章、知識及技術之諮詢服務。 

四、協助社會設立有關基督教之圖書館或書房，以服務社區，提昇⽂文化⽔水平。 

五、推廣書風氣，維護⽂文字經營秩序，並聯聯絡海海內外華⼈人基督教⽂文字事⼯工機構，促進資源 
　　整合與交流。 



（出版）

探索⽣生命，關⼼心社會，活出積極⼈人⽣生 

「突破」成立於1973年年，是⼀一間非牟利利⻘青少年年⽂文化、教育及服務機構，本著基督關懷全⼈人

發展的精神，以綜合及整全的模式，提供前瞻、創新的服務，幫助⻘青少年年發掘潛質，培育

廿⼀一世紀領袖。突破⽂文字事⼯工深信「閱讀帶來來思考，思考帶來來改變」，並致⼒力力建立讀者的

批判思維，⼀一同解讀時代的迷思。我們也關懷⻘青少年年的⼼心靈健康，⼈人際關係的發展和連繫，

協助他們全⼈人成長。 

「突破」的使命是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青少年年機構，藉媒體及⼈人際接觸，啟發香港⻘青年年探

索⽣生命，關⼼心社會，活出積極⼈人⽣生，認識並跟隨耶穌基督。 

突破機構｜www.breakthrough.org.hk 



（營銷）

多走⼀一步 

基督教來來華後，宣教⼠士⾸首先做的，是翻譯聖經，其次是以⽂文字書刊等基督教著作來來作教育
及傳福⾳音的⼯工作。基督教書刊透過出版及零售，讓華⼈人信徒獲得各⽅方⾯面的造就，是華⼈人⽂文
字事⼯工的兩兩條腿！ 

1990年年，香港多間基督教書室同⼯工，為了了提⾼高同業的在職訓練和管理理技巧，並促進同業間
團契交誼，開始籌備註冊申請。1994年年，「香港基督教零售業協會有限公司」（下稱協會）
正式獲批准為非牟利利團體，⾄至今已經有⼆二⼗十⼆二年年。 

協會成立後，在香港籌辦了了不同類類型書展和同業聚會。更更由2014年年開始，舉辦了了兩兩屆聖經
展覽暨書籍及禮品展銷會，以創新主題將聖經和基督教書籍、禮品帶到信徒中間。 

為了了讓更更多華⼈人同業留留意到出版及零售渠道的重要性，「香港基督教零售業協會」遂與「基
督教出版聯聯會」合辦第⼗十三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出版暨營銷）。是次營銷會議
的主題內容，由出版⼀一直談到批發、直銷、零售，希望透過集思廣益，整理理出可供業界參參
考的經驗和⽅方向。 

協會⼜又在營銷會議期間，邀請全球各地同業共聚⼀一堂，參參與慶典晚宴，頒發2016「基督教
華⼈人⽂文字事奉卓越獎」，表揚在出版及零售⽅方⾯面傑出的華⼈人，⽬目的是⿎鼓勵同業繼續為主努
⼒力力投⾝身⽂文字事奉！ 

同業間互相砥礪，可以促進⼤大家發展與進步，不會⼀一蹴⽽而就，只要我們願意多走⼀一步，在
機構的框框外⾯面，總有很多合作共贏的空間。 
　　 
郭恩榮 
香港基督教零售業協會主席 

香港基督教零售業協會｜www.cba.org.hk

http://www.cba.org.hk
http://www.cba.org.hk


（營銷）

我愛禮 
到底怎樣的福⾳音產品才算是好的產品？有⼀一些明明有不錯的設計圖案，偏偏賣不好，有⼀一
些平平無奇的設計卻⼤大賣，真的令⼈人費解，箇中的原因在哪裡? 我⽤用了了多年年時間的實戰總
結了了四個字，盼望對⼤大家有⼀一些啟發或提醒。 

既然福⾳音禮品就是「⼼心靈禮品」，我嘗試⽤用這四個字作為四個要素： 
「禮」：好看並不等於好賣，禮品就是要⽤用來來送禮的，不要忘記有⼀一些供⾃自⼰己欣賞的圖案
或句句⼦子未必可適合送禮，創作⼈人如果太急於把⾃自⼰己⾼高深的理理念念放在產品上，卻忘了了俯就收
禮者的簡單窩⼼心的期望，這可能就是許多產品滯銷的原因。 
「品」：在這個⾏行行業中，⼤大家都知道是跑⾺馬拉松賽的，沒有好的品格，EQ不夠⾼高，是不能
撐下去的。要建立品牌之先，先有品，後有招牌。香港這個市場其實很⼩小，即使放眼海海外
也不⼀一定⼤大，但在⾏行行業當中的操守正直，情商夠⾼高，⼈人緣好，機會總會留留下給你的。
「⼼心」：是決⼼心，⽤用⼼心。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凡事只要沒有退路路，⼈人的決⼼心才被激
發出來來，坦⽩白說，在富裕的⼀一代或你太容易易留留給⾃自⼰己更更好選擇的時候，決⼼心是不可能強的。
「靈」：既然是福⾳音禮物，就是屬靈禮品，甚麼是屬靈？有經⽂文就屬靈？沒有經⽂文就屬世？
許多弟兄姊妹不了了解福⾳音是甚麼，便便急著去傳，到底神會賜福嗎？種的是甚麼，收的是甚
麼，這話是真的。 

因此，這其實是⼀一個良性循環，由「靈」影響你⽣生命的⽅方向，決「⼼心」影響你的⼒力力度，
「品」格影響你的持續⼒力力，有了了這幾樣，「禮」物⼜又怎會沒有⽣生命⼒力力？有⽣生命⼒力力⼜又怎會沒
有吸引⼒力力？ 

今年年有幸成為第⼗十三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營銷）的籌委之⼀一，亦有感今天的出
版⼯工作不單⽌止是出版界的事，也是禮品界的事，時代不同，需要亦不同，求主興起更更多有
恩賜的出品⼈人，藉不同的媒體成為流通管⼦子去把福⾳音傳揚！ 

盼望有⼼心投入此⾏行行業的弟兄姊妹，做好天⽗父的兒女，這是我們不能改變的⾓角⾊色，然後再做
好⼼心靈禮物，把⾃自⼰己燃點，把溫暖留留給別⼈人！ 

關嘉亮（Kelvin Kwan） 
基督徒禮品創作⼈人協會主席 

基督徒禮品創作⼈人協會｜www.cgda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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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星期⼀一） 10⽉月11⽇日（星期⼆二） 10⽉月12⽇日（星期三）

0730 - 0800

-

- 彩繪靈修

0800 - 0900 早餐 早餐

0900 - 0915 舒展筋⾻骨 舒展筋⾻骨

0915 - 1000 地區出版近況分享：中國內
地、新加坡、⾺馬來來⻄西亞

主題六：前瞻
乘風破浪，毋忘初衷

1000 - 1100 主題三：觀察
基督徒閱讀⾏行行為調查

池麗華、劉劉忠明教授、俞真
1100 - 1145

1145 - 1200 送書交流

1200 - 1300 午餐 午餐

1300 - 1330 ⼩小休

預備離營1330 - 1400 地區出版近況分享： 
台灣、香港

1400 - 1500 主題四：需要
帶著⽭矛盾做出版
任志強博⼠士
回應：鄭漢光

-

1500 - 1515
入營及報到

⼩小休

1515 - 1530 主題四：需要
帶著⽭矛盾去閱讀 
張振華監督

回應：陳志宏牧師

1530 - 1600
開幕禮

1600 - 1700 主題⼀一：使命
做出版可以去到幾盡？

李錦洪

主題四：需要
討論時段1700 - 1800

1800 - 1900 晚餐 晚餐

1900 - 1915 ⼩小休 舒展筋⾻骨

1915 - 2130 主題⼆二：策展
拉闊出版──以⽂文化策展帶

動產業創新 
李安、俞真

主題五：溝通
視⽽而不⾒見見──如何讓讀者看

到你的內容？ 
林林永強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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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使命 
做出版可以去到幾盡？ 

李錦洪（資深跨媒體⼯工作者、時代論壇創辦⼈人） 

基督教出版業⾯面對洪濤巨浪，到底問題核⼼心在哪裡？ 

為甚麼社會資源⽇日益豐盛，通訊技術不斷進步， 

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空間反⽽而收窄，經營⽇日益困難？ 

⽂文字事⼯工到底有何出路路？ 

資深傳媒⼈人李錦洪將與⼤大家⼀一同探討這個課題， 

反思基督教⽂文字宣教使命，和我們參參與⽂文字事⼯工的初⼼心。 

講員簡介 

李錦洪是香港資深跨媒體⼯工作者，曾任星島報業總编輯及主筆，電台及電視時事節⽬目主持，

1987年年參參與創辦基督教時代論壇，1992年年起兼任社長及總編輯⾄至2016年年退休。終⽣生以⽂文

字創作及傳播為志業，右⼿手寫評論，左⼿手賦詩⽂文，新聞觀天地，⼈人間有錦⾔言。 對扶持新⼀一

代作者更更不遺餘⼒力力。出版個⼈人創作選集近⼆二⼗十本。 

　　　　　　　　　　　　　　　　　　　　　基督教時代論壇｜christiantimes.org.hk 

http://christiantimes.org.hk
http://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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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使命 
做出版可以去到幾盡？ 

李錦洪（資深跨媒體⼯工作者、時代論壇創辦⼈人） 

⼤大綱 
• 從珍珠奶茶到⼤大江⼤大海海 

• 蛋⿈黃與蛋⽩白的理理論 

• ⽂文字苦戀，終⽣生無悔悔 

• ⽤用盡洪荒之⼒力力守護出版長城 

• 為了了道在⼈人間 

• 為了了基督教和世界的對話 

• 為了了美好⽣生活的追尋 

• 為了了信仰花果不致飄零 

• 為了了承傳華⼈人的福⾳音傳播 

• 為了了⾃自撰的墓誌銘 

• 無法修復死亡，可以學習活著 

• 基督徒出版及創作⼈人的兩兩條⼈人⽣生曲線 

• 王家衞：⾒見見⾃自⼰己，⾒見見天地，⾒見見眾⽣生 

• ⿓龍應台：靜⽔水深流的三個⼈人 

• 晚清女詩⼈人郭六芳《⾈舟還長沙》： 

　　　儂家家住兩兩湖東，⼗十⼆二珠簾夕照紅 

　　　今⽇日忽從江上望，始知家在畫圖中



（出版）

主題⼆二：策展 
拉闊出版：以⽂文化策展帶動產業創新 

李安（三聯聯書店副總編輯） 
俞真（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人） 

在充滿挑戰的出版業，⽂文化策展如何帶動產業創新、 

為讀者提供全⽅方位服務設計、超越平⾯面的閱讀體驗？ 

⽂文化策展⼜又如何聯聯合業界⼒力力量量，共同拓拓展產業？ 

李安及俞真以三聯聯書店及「知書識道」等案例例， 

分享⽂文化策展的理理念念、策略略和實踐。 

講員簡介 

三聯聯書店在六⼗十多年年前由「⽣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機構合併組成，近年年在香港推動本地

⽂文化系列列書籍，綻放異異彩，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推⼿手，並培養出⼤大量量新晉作者。三聯聯書店

副總編輯李安在三聯聯走過⼆二⼗十五載，⾒見見證不同年年代的出版路路向，並親⾃自策劃及編審不少具

代表性的作品，如香港經典系列列、香港⼟土製漫畫系列列、香港彈起、圖說中華⽂文化故事等等。

近年年更更以⽂文化策展向度把書的內容⽤用多種形式展現，創造新的產業空間。 

「編輯是可以帶動市場的。好的東⻄西，你就要相信它有讀者。」～李安 

～摘⾃自【編輯．邊急．鞭擊】〈好的東⻄西，你就要相信它有讀者〉 bit.ly/1DRTUIb 

　　　　　　　　　　　　　　　　　　　　　　　　　　JPBooks.Plus｜jpbooks.plus  

俞真推動「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教會、福⾳音機構及信徒積極探索新科技、新媒體、

新平台為福⾳音及牧養帶來來的機遇。他近年年推動基督教機構以設計思考和策展思維向度拓拓展

事⼯工，並透過機構內部不同單位或是不同機構間的合作互補，運⽤用網路路平台和數碼科技帶

來來的新可能，協⼒力力策展，發揮協同效應。曾參參與策劃的專案包括「知書識道」基督教出版

策展平台、「晴天下」⼼心靈⽀支援平台、「得⼒力力閱讀」基督教出版平台、「信徒箴⾔言」、「好

書共賞」、「童書‧圖書」等多個電⼦子平台。 

　　　　　　　　　　　　　　　　　　　　　　基督教新媒體運動｜netfish.cc 

http://bit.ly/1DRTUIb
http://jpbooks.plus
http://netfish.cc
http://bit.ly/1DRTUIb
http://jpbooks.plus
http://netfish.cc


（出版）

主題⼆二：策展 
拉闊出版：以⽂文化策展帶動產業創新 

李安（三聯聯書店副總編輯） 
俞真（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人） 

⼤大綱 

⽂文化策展 

• 「為⼀一則訊息、⼀一件作品或⼀一個商品，篩選資訊、賦予脈絡、創造情境，並且提出看法、

重組價值、分享串串聯聯，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策展（curation）。」 
～佐佐⽊木俊尚《策展的時代》 

• 篩選⽂文化元素衍⽣生新體會 

• 從活動提煉出版資源 

• 核⼼心理理念念：圍繞內容建立社群 

• 核⼼心理理念念：⽂文化內涵多元展現 

多元展現，資源活⽤用 

• 簡單活⽤用 

• 衍⽣生活⽤用 

提供觀點，建構脈絡 

• 觀點脈絡 

• 到位執⾏行行  

協同效應，循環不息 

• 核⼼心強項 

• ⽣生態系統 

　　　　　　　　　　　　　　　　　　　　　　JPBooks.Plus｜jpbooks.plus　 

　　　　　　　　　　　　　　　　　美齡細語｜agneschan.life 

　　　　　　　　　　　　　　　　42195・終點等待你｜fb.com/42195standbyyou 

　　　　　　　　　　　　　　　　　　　　　　知書識道｜fb.com/bookbooklike　 

http://jpbooks.plus
http://agneschan.life
http://fb.com/42195standbyyou
http://fb.com/bookbooklike
http://jpbooks.plus
http://agneschan.life
http://fb.com/42195standbyyou
http://fb.com/bookbooklike


（出版）

主題三：觀察 
基督徒閱讀習慣調查 

池麗華（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 
劉劉忠明教授（前中⽂文⼤大學管理理系教授） 

俞真（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人） 

「有⼈人沒書讀，有書沒⼈人讀。」 

到底是基督徒不再看書？還是基督徒的閱讀⾏行行為、模式、習慣不再⼀一樣？ 

透過「基督徒閱讀習慣調查」，讓我們探究今天的基督徒閱讀， 

並在⽂文研會中發布結果，與同業共同探討，冀能有所啟迪。 

講員簡介 

池麗華社長，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拓拓展），香港出版學會義務司㾝，福⾳音證主協會書

法靈修導師，基督教出版聯聯會顧問。三⼗十多年年來來專注推動女性發揮領導才能，相信⽣生命感

染⽣生命，擅於以導引 (facilitation) 形式帶領學員在個⼈人成長、領導⼈人才培育、健康機構發

展等課題。 

　　　　　　　　　　　　　　　　　　　　　　　　　　福⾳音證主協會｜ccl.org.hk  

劉劉忠明教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董事會主席、領導⼒力力培訓學院董事會主席，中國神學研究

院董事，前香港中⽂文⼤大學管理理學系教授、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任。著作包

括：《管理理學精要》、《領導的藝術》、《中國企業管理理的前沿研究》、《企業變⾰革》、

《像樣的教會管理理》、《勇於領導》等，並與呂呂慶雄博⼠士合著《領導由⼼心》及在屬靈領導

⼒力力網站撰寫⽂文章。 

　　　　　　　　　　　　　　　　　　　屬靈領導⼒力力網站｜sixleadershipessentials.org 

俞真推動「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教會、福⾳音機構及信徒積極探索新科技、新媒體、

新平台為福⾳音及牧養帶來來的機遇。他近年年推動基督教機構以設計思考和策展思維向度拓拓展

事⼯工，並透過機構內部不同單位或是不同機構間的合作互補，運⽤用網路路平台和數碼科技帶

來來的新可能，協⼒力力策展，發揮協同效應。 

　　　　　　　　　　　　　　　　　　　　　　基督教新媒體運動｜netfish.cc 

http://ccl.org.hk
http://sixleadershipessentials.org
http://netfish.cc
http://ccl.org.hk
http://sixleadershipessentials.org
http://netfish.cc


（出版）

主題三：觀察 
基督徒閱讀習慣調查 

池麗華（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 
劉劉忠明教授（前中⽂文⼤大學管理理系教授） 

俞真（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人） 

背景資料料 

問題摘要 

• 你每星期會⽤用多少時間閱讀以下類類型的材料料（包括實體版和電⼦子版）？ 

• 推動你閱讀（包括書本、雜誌、報紙、網站等不同媒體及平台）的動⼒力力來來⾃自甚麼？ 

• 就書籍⽽而⾔言，你覺得怎樣才是優質的閱讀體驗？（包括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書籍） 

• 你會基於甚麼原因去決定是否買⼀一本書？ 

• 買書/借書/獲得⼀一本書後，你通常過多久才會開始讀？ 

• 是甚麼原因令你停⽌止看⼀一本書？ 

• 在過去12個⽉月，你讀過和讀完多少本基督教書籍？ 

• 在過去12個⽉月，你讀過和讀完多少本非基督教書籍？ 

• 請選⼀一本你過去12個⽉月中讀過⽽而令你印象深刻的基督教書籍，告訴我們： 

• 就這本基督教書籍⽽而⾔言，你的閱讀⽅方式是怎樣的？ 

• 請選⼀一本你過去12個⽉月中讀過⽽而令你印象深刻的非基督教書籍，告訴我們： 

• 就這本非基督教書籍⽽而⾔言，你的閱讀⽅方式是怎樣的？ 

• 你通常需要多少時間讀完⼀一本書？ 

• 你希望能有更更多甚麼類類別的基督教書籍？ 

• 閱讀了了⼀一本好書後，你會⽤用甚麼形式與別⼈人分享或討論閱讀內容？ 

• 你會在甚麼時候送書給親友？ 

• 你通常會在哪些地⽅方閱讀書籍（包括實體書及電⼦子書）？ 

• 你通常於何時段閱讀書籍（包括實體書及電⼦子書）？ 

• 你通常每星期閱讀基督教書籍的時間是多少？ 

• 你通常每星期閱讀非基督教書籍的時間是多少？ 

• 你所閱讀的書籍，來來源是甚麼？ 

• 你會在那裡買基督教書籍？ 

• 在過去12個⽉月，你⽤用於購書的⾦金金額是多少？ 

基督徒閱讀習慣調查｜cclmforum.org

http://cclmforum.org
http://cclmforum.org


（出版）

主題四：需要 
帶著⽭矛盾做出版 

任志強博⼠士（時代論壇社長） 
回應：鄭漢光（校園書房出版社）・各地同⼯工 

⽂文字宣教使命和營運⽣生存壓⼒力力是永遠的迷思， 

多重張⼒力力往往令基督教出版業者滿⼼心忐忑， 

卻仍在⽂文字出版的沙場打拼。 

明知使命要緊，但偏偏市場無情，基督教出版應該何去何從？ 

任志強博⼠士擁有從媒體到學術，再踏入出版界的獨特經驗， 

將以第⼀一⾝身⾓角度分享處於基督教出版業界的深刻體會。 

講員簡介 

任志強，成長於香港社會急劇轉變、媒體急速發展的年年代，在香港讀⽂文學，在美國波⼠士頓

讀神學研究碩⼠士，再在香港讀傳播研究碩⼠士，長期從事跨媒體創作、策劃及管理理，曾擔任

香港突破機構影⾳音事⼯工總監及媒體節⽬目總監接近⼗十年年。其後在蘇格蘭蘭愛丁堡⼤大學完成哲學

博⼠士，專攻基督教神學與媒體⽂文化的跨學科研究，之後投⾝身神學研究與教學。現任香港中

⽂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座助理理教授、荷蘭蘭格羅靈根⼤大學

（Groningen University）亞洲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香港恩光書院「基督信

仰與當代⽂文化」課程特約策劃。今年年七⽉月接任香港《時代論壇》社長。 

　　　　　　　　　　　　　　　　　　　　　基督教時代論壇｜christiantimes.org.hk 

鄭漢光，校園書房出版社營業總經理理，從事基督教⽂文字事奉有⼆二⼗十多年年。⼀一路路以來來，閲讀

都是他學習與成長的主要⽅方法，透過閲讀不同類類型的作品，不斷成為他認識這宏⼤大敘事的

世界，瞭解這世界超過他⾃自以為所知的，不得不謙卑卑活在當下，向下移動，感受在平凡⽣生

活掙扎的⽣生命，以創新的⼒力力量量，努⼒力力從既有的框架脫困。透過閱讀就是提供這種創造的動

能，這是鄭弟兄認定的⽂文字⼯工作，是永恆不變的服事。 

　　　　　　　　　　　　　　　　　　校園書房出版社｜www.campus.org.tw

http://christiantimes.org.hk
http://www.campus.org.tw
http://christiantimes.org.hk
http://www.campus.org.tw


（出版）

主題四：需要 
帶著⽭矛盾做出版 

任志強博⼠士（時代論壇社長） 

⼤大綱 

帶著⽭矛盾做出版 

⽭矛盾本來來就是⼈人⽣生與世界的本相，也是基督信仰的深層特點。沒有⽭矛盾的安穩，無驚無險

的安舒，不只是主觀的幻想，更更是信徒群體的試探。帶著⽭矛盾做出版，只不過是做⼈人、做

基督徒的延伸。 

內容要點 

• ⽂文字⼯工作者的⼤大海海 ～ 媒體海海嘯中的⽣生死浮沉 

‣ 媒體海海嘯的⼤大歷史 ～ 圖像、⼝口語、⽂文字、圖⽂文 

• ⽂文字⼯工作者的⼤大⼭山 ～ 信仰價值與⽂文化承傳的中介 

• ⽂文字⼯工作者的棧道 ～ 學術探究與⼤大眾⼝口味的⾓角⼒力力 

• ⽂文字⼯工作者的吊橋 ～ 經濟結構的範式轉移 

• ⽂文字⼯工作者的⾝身段 ～ 跳出版⾯面的共⽣生網絡 



（出版）

主題四：需要 
帶著⽭矛盾去閱讀 

張振華監督（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 
回應：陳志宏牧師（台灣道聲出版社）・各地同⼯工 

社會轉變急速，讀者既要與時並進，透過閱讀汲取養份， 

⼜又要⾯面對時間不⾜足、閱讀多元化與碎⽚片化的挑戰。 

張振華監督⼀一直熱⼼心於⽂文字，推動基督教⾦金金書奬以提升業界⽔水平， 

同時亦熱衷閱讀，博覽群書。 

作為讀者，他如何看待基督徒⾯面對的閱讀挑戰？ 

作為教會領袖，他⼜又如何看待閱讀在教會牧養的重要？ 

講員簡介 

張振華牧師，現任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在香港基督教界參參與的機構包括：香港基督教

協進會、香港信義宗聯聯會、香港華⼈人基督教聯聯會和道風⼭山基督教叢林林等等。 

張牧師多次擔任香港基督教出版聯聯會⾦金金書獎籌備委員會主席，維繫香港教會、神學院和出

版社各界專業同⼯工，推動出版及⽂文字⼯工作。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www.elchk.org.hk 

陳志宏牧師 

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神學碩⼠士、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曾任台灣信義會監督 

現任台灣道聲出版社副社長、台灣信義會神學教育中⼼心副主任 

中華福⾳音神學院兼任老師、教牧學博⼠士班委員 

好消息頻道 (Good TV) 空中聖經學院講員 

　　　台灣道聲出版社｜www.taosheng.com.tw 

http://www.elchk.org.hk
http://www.taosheng.com.tw
http://www.elchk.org.hk
http://www.taosheng.com.tw


（出版）

主題四：需要 
帶著⽭矛盾去閱讀 

張振華監督（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 

⼤大綱 
1. 在⾯面對需要閱讀和沒有時間閱讀的⽭矛盾關係，從讀者⾓角度⽽而⾔言，我們需掌握讀者的⽭矛盾⼼心情，就

是如果他仍願意閱讀的話，他會閱讀⼀一些他最關注的事情，或者是他極欲解決的事情，這是⼤大部

份讀者的期望。（另對⼩小部份讀者的期望，如教育、⽂文學、神學深化等也需滿⾜足，但不是在這次

探討範圍之內，⽽而這種⽭矛盾的⼼心情也更更⼤大） 

2. 這次分享是從⽭矛盾中，仍有效的推廣閱讀，所以，會從社會現況和讀者需求這⽅方⾯面，探討讀者當

下的閱讀。 

3. 閱讀有兩兩個層次： 

i. 讀⼀一些你明⽩白，但更更期望深入體會的書籍。（通常是⽂文學作品，如⼈人倫倫之愛或存在主義的書籍

⋯⋯） 

ii. 讀⼀一些幫助你明⽩白事理理的書籍。例例如事理理的次序、論點和演繹、怎樣實踐⽣生活等等。 

4. 對於第⼀一類類的⽂文學作品，現時讀者的閱讀習慣令這⽅方⾯面的書籍出版難以發展。 

5. 對於第⼆二類類書籍，且稱之為「實⽤用的書籍」，有以下看法： 

i. 教會出版社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要出版這類類書籍，讓神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ii. 出版這類類書籍的原則要避免「律律法主義」、「過於簡單」和「流於表⾯面」。如能保持中道，則

是很有作⽤用的讀物。 

6. 就以香港為例例，讀者未來來三、五年年最需要⽽而⼜又願意付上時間閱讀的實⽤用書籍，是「社會議題」的

書籍，重點不是認識，⽽而是立場。包括： 

i. 批判地產霸權、官商勾結 ［先知書作為基礎、社會的遠象］ 

ii. 關注弱勢社群、劏房與⼈人性尊嚴 ［福⾳音書中的耶穌教導作為基礎］ 

iii. 怎樣處理理政治議題、公⺠民社會的權⼒力力分佈、選舉、社會氣氛撕裂 ［兩兩國論作為基礎］ 

iv. 認識性別倫倫理理、同性婚姻與⼈人權的倫倫理理［利利未記和福⾳音書的法律律和天國倫倫理理作為基礎］ 

7. 另外，怎樣幫助教會合⼀一的實踐⼿手冊，亦是非常渴求的，包括：領導學，合⼀一的基礎和實踐等。 

8. 對於⼀一個讀者⽽而⾔言，在⽭矛盾的⼼心情下，仍會願意閱讀⼀一些： 

i. 有教會確認的教義、神學立場，⽽而能針對社會議題的書籍，⽽而不是作者個⼈人的神學立場。 

ii. 書籍約150⾴頁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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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溝通 
視⽽而不⾒見見——如何讓讀者看到你的內容？ 

林林永強（資深廣告⼈人） 

資訊泛濫濫令⼈人失去真正「看⾒見見」資訊的空間—— 

讀者無論走入書室或書展，都會接觸⼤大量量基督教出版資訊， 

然⽽而，真正能「看⾒見見」的有多少？這是基督教出版同業的惡惡夢。 

我們應該怎樣與讀者建立良好溝通，讓讀者能真正「看⾒見見」好書？ 

資深廣告⼈人林林永強既是讀者，亦是觀察者， 

對拆解這種困局有何⾒見見解？ 

講員簡介 

林林永強（Almon Lam），香港⼤大學⽂文學⼠士（主修中⽂文）、中⽂文⼤大學教育⽂文憑（主修中⽂文）

及漢語網絡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主修領導學），先後於香港及上海海國際4As廣告公司

⼯工作⼆二⼗十多年年，現任香港Grey廣告公司執⾏行行創意總監，近作有惠康超級市場「⾄至Like依然」

系列列廣告。廣告著作有《CD不易易為》、《此乃廣告班》、《⼩小強廣告100招》；宗教著作

有《別留留上帝在Reception》、《別留留上帝在教會》、《死性畢改—約翰・麥斯威爾的全

⼈人變法》；漫畫著作有《⼩小強在上海海》、《職場⼩小強漫畫》等。 

　　　　　林林永強@GREY｜ grey.com/hongkong/about/leadership/almon-lam/12823

http://grey.com/hongkong/about/leadership/almon-lam/12823
http://grey.com/hongkong/about/leadership/almon-lam/1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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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溝通 
視⽽而不⾒見見—如何讓讀者看到你的內容？ 

林林永強（資深廣告⼈人） 

⼤大綱 

⼝口碑碑（Word of Mouth） 

1. 說服⼒力力更更強（More Persuasive） 

2. ⽬目標群更更準（More Targeted） 

瘋潮⾏行行銷（Contagious） 

1. 社交⾝身價（Social Currency） 

• 就像花錢購買產品或服務，⼈人們也會利利⽤用社交⾝身價，以達到在家⼈人、朋友和同事之間

建立良好形象的⽬目的。 

2. 觸發物（Triggers） 

• 觸發物就像是周遭環境裡，提醒你相關觀念念或想法的⼩小東⻄西。 

3. 情緒（Emotion） 

• 情緒才是讓⼈人傳播訊息的關鍵。 

4. 曝光（Public） 

• ⼀一個產品或服務能⾒見見度愈⾼高，愈能驅使顧客採取⾏行行動。 

5. 實⽤用價值（Practical Value） 

• ⼈人們喜歡把具有實⽤用價值的資訊傳遞出去，讓別⼈人也知道。 

6. 故事（Stories） 

• 我們必須打造⾃自⼰己的特洛洛伊⽊木⾺馬，⼀一個讓⼈人們在分享故事的同時，也談論到我們的產

品、創意或理理念念的⼯工具。 

⼩小組討論： 

1. 誰是你的內⾏行行⼈人，可以透過⼝口碑碑替你宣傳？ 

2. 你的出版社有沒有專⼈人留留意社會話題？你會怎樣回應？ 

3. 你的新書裡有沒有甚麼可以觸動情緒的地⽅方？可以怎樣善⽤用？ 

4. 你有甚麼好⽅方法讓你的新書增加爆光？ 

5. 你的書籍有沒有甚麼實⽤用價值可以與⼈人分享？ 

6. 你的書籍有沒有甚麼故事可以被⼈人瘋傳？ 

參參考書：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著，陳⽟玉娥譯，《瘋潮⾏行行銷》（Contagious）（台

北：時報⽂文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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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前瞻 
乘風破浪，毋忘初衷 

各地同⼯工 

反思使命，⽤用⼼心策展， 

積極觀察，了了解需要， 

理理順溝通之後，到底前⾯面的路路該怎麼走？ 

在這前瞻環節， 

來來⾃自各地的同⼯工將透過互動分享， 

交流⼼心得，策勵共進。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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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前瞻 
乘風破浪，毋忘初衷 

各地同⼯工 



入營須知 

營地地點：香港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路33號突破⻘青年年村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rental/youthvillage?lang=zh） 

營會⽇日期：2016年年10⽉月10-12⽇日（週⼀一⾄至三） 

報到時間：下午3時（下午2時營地已提供活動室接待海海外營友） 

報到地點：G-04活動室（突破⻘青年年村｜地下，⼤大⾨門直入轉左） 

【會議內容及時間表】 
1. 會議內容及時間表請參參閱：  

http://cclmforum.org/cclmforum-2016-publishing-programme/ 

2. 最新資料料及進⼀一步詳情，將陸續上載⾄至⽂文研會網站及Facebook專⾴頁： 
⽂文研會網站：http://cclmforum.org/ 
Facebook專⾴頁：http://fb.com/cclmforum 

【餐飲】 
1. ⽤用膳時間：早餐08:00-09:00；午餐12:00-13:00；晚餐18:00-19:00。 

2. 於10⽉月10⽇日及10⽉月11⽇日下午環節會有⼩小食供應。 

3. 會場會有飲⽤用⽔水供應，請⾃自備盛⽔水容器。 

【攜帶物品】 
1. 營會中有⼀一環節供參參加者交換⼀一本書並⽤用1-2分鐘分享該書如何影響個⼈人⽣生命的故事。

請帶備⼀一本影響你⽣生命的書（可以是基督教或非基督教書籍）作交換之⽤用。 

2. 參參加者如有需要，請攜帶書寫⼯工具作筆記之⽤用。 

3. 藥品、防蚊⽤用品、雨具（雨傘或雨衣）。 

4. 建議穿著舒適服裝／便便服，以便便進⾏行行營會中各項活動。 

5. 住宿營友：請⾃自備個⼈人清潔⽤用品（⽑毛⼱巾、牙刷、牙膏、淋淋浴露、洗頭⽔水等）。 

【營規】 
1. 互相尊重是交流學習的根基，期望各參參加者在參參與聚會期間以正⾯面態度進⾏行行討論，尊

重講者與其他參參加者，並把⼿手機調校⾄至靜⾳音狀狀態，以免影響講員及其他參參加者。 

2. 如遇上任何緊急事故，如受傷、⾝身體不適等，或需提早離營，請通知⼤大會。 

3. ⼤大會已安排拍攝。聚會期間，請勿個別錄影，盼能尊重⼤大會的安排。 

4. 請各營友尊重⾃自⼰己以及他⼈人。 

5. 營友守則：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doc/camper_rule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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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營須知 

【流動通訊】 
1. 香港國際機場有提供免費Wi-Fi無線上網服務：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passenger/arrival/t1/airport-services-

facilities/internet-business-facility.html 

2. 海海外參參加者可到香港國際機場接機⼤大堂五樓或便便利利店購買專為旅客⽽而設的流動電話及

上網卡，當中已包括電話、4G上網及Wi-Fi上網服務：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

communications/tourist-sim-card.jsp 

3. 香港政府在很多公營設施都提供免費Wi-Fi無線上網服務，詳情請瀏覽： 
http://www.gov.hk/tc/theme/wifi/program/index.htm 

4. 營會期間，突破⻘青年年村會在營會場地提供免費Wi-Fi無線上網服務。 

【電器掣式及電壓】 
1. 香港的電壓是220伏特／50赫茲，以英式三腳插座為主：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good-to-

know/electricity-and-voltage.jsp 

【注意事項】 
1. 若若參參加者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徵狀狀，為免預防傳染，請參參加者不要入營。 

2. 若若參參加者於營會期間發燒，為減低傳染病的散播，參參加者將被要求離營往診所求醫，

⼤大會⼯工作⼈人員將提供適當協助。 

【備註】 
1. 惡惡劣劣天氣指引：如在入營當⽇日中午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紅⾊色/⿊黑⾊色暴暴雨警告訊號，

毋須入營。如在營期內改掛三號或以下之颱風訊號或紅⾊色暴暴雨警告訊號或以下，會有

專⼈人聯聯絡通知有關入營安排，所餘營期必須照常入營，不設退款。 

2. 營會進⾏行行期間，如有急事，可聯聯絡拓拓展事⼯工幹事⾺馬迅榮（+852 90798904）或營會籌

委俞真（+852 91027698）或營會主席梁美英牧師（+852 93242994）。 

3. 突破⻘青年年村查詢電話：+852 26320100

（出版）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passenger/arrival/t1/airport-services-facilities/internet-business-facility.html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passenger/arrival/t1/airport-services-facilities/internet-business-facility.html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communications/tourist-sim-card.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communications/tourist-sim-card.jsp
http://www.gov.hk/tc/theme/wifi/program/index.htm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good-to-know/electricity-and-voltage.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good-to-know/electricity-and-voltage.jsp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passenger/arrival/t1/airport-services-facilities/internet-business-facility.html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passenger/arrival/t1/airport-services-facilities/internet-business-facility.html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communications/tourist-sim-card.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communications/tourist-sim-card.jsp
http://www.gov.hk/tc/theme/wifi/program/index.htm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good-to-know/electricity-and-voltage.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your-trip/traveller-info/good-to-know/electricity-and-voltage.jsp


入營須知 

【交通指南】 

入營 

路路線⼀一：機場往突破⻘青年年村 

• 於香港國際機場搭乘機場巴⼠士A41，於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下⾞車車，⾞車車程約為⼀一⼩小時。 

• 下⾞車車後，乘巴⼠士總站的扶⼿手電梯上⼀一層進入新城市廣場，可直接通往沙⽥田鐵路路站A2出⼝口

搭乘綠⾊色公共專線⼩小巴67K往突破⻘青年年村，⾞車車程約20分鐘。 

路路線⼆二：沙⽥田市中⼼心新城市廣場往突破⻘青年年村 

• 於沙⽥田鐵路路站A2出⼝口搭乘綠⾊色公共專線⼩小巴67K往突破⻘青年年村，⾞車車程約20分鐘。 

路路線三：從香港其他地⽅方往突破⻘青年年村 

• 搭乘港鐵往沙⽥田鐵路路站，於A2出⼝口搭乘綠⾊色公共專線⼩小巴67K，⼩小巴⾞車車程約20分鐘。 

公共交通⼯工具參參考資料料 

• A41：⾞車車資為港幣22.3元，每⼩小時有三班⾞車車，分別於00分、20分及40分於機場開出。 
http://m.kmb.hk/tc/result.html?busno=a41 

• 67K：⾞車車資為港幣4.3元，每10-20分鐘⼀一班⾞車車。上⾞車車位置⾒見見「營友候⾞車車處地圖①」。 
http://www.16seats.net/chi/gmb/gn_67k.html 

• 港鐵⾏行行程指南：貫通香港各區，⾞車車資約為港幣數元⾄至數⼗十元不等，視乎路路程長短。 
http://mtr.com.hk/ch/customer/jp/index.php 

離營 

• 參參加營銷會議者，將於出版會議閉幕後，有專⾞車車送往營銷會議場地。 

• 其他參參加者，可乘突破⻘青年年村提供之穿梭巴⼠士往沙⽥田市中⼼心，再轉乘其他⾞車車輛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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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site/camp bkg/appl info/site rental/2014/用營守則 2014.doc. 

用營守則                1.1.2014 修訂 

歡迎使用突破青年村。申請人必須細閱守則，並請指導營友遵守。 

 

1. 營章： 營友必須配戴本村所發給之營章，以資識別。 

 

2. 膳食 

2.1 每日早、午、晚用膳務請守時，逾時恕不再供應，所繳膳費亦不予發還。 

2.2 由於餐廳座位有限，若因營友過多，本村職員將按需要調整用膳時間，有需要時會與個別團體負責人聯絡。 

2.3 營友須自行收拾食具及清理餐桌。 

2.4 燒烤安排於活動大樓二樓平台位置，用膳後請將燒烤場地之垃圾放於垃圾桶內。 

2.5 請勿攜帶非本村供應之食物或飲品於本村餐廳或公眾地方進食。 

2.6 小食部設於餐廳內，歡迎於開放時間內選購。餐廳外亦設有自動售賣機。 

2.7 營地內不得舉炊煮食 (租用青鳥軒家庭營除外)。 

 

3. 住宿 

3.1 未得許可，不得與其他團體擅自更換營舍。 

3.2 除家庭或夫婦外，男女需分房住宿。 

3.3 營友不得擅自招待外人，探訪者須得營地組之允許，方可在營內逗留。 

3.4 房間電燈會於晚上 11:30 熄掉。各營友必須停止一切活動，保持寧靜，以免騷擾他人。 

3.5 青年營舍冷氣供應時間為 4 月至 10 月晚上 7 時至翌日早上 8 時，青鳥軒家庭營舍則於 4 月至 10 月內不設時限。浴室熱水

全日供應。 

3.6 節約能源，請在離開營舍前關掉一切電源。 

3.7 營舍內備有衛生紙。營友須自備個人清潔及衛生用品。 

3.8 3 日 2 夜或以上的住宿營會，本村會於日下午 12 時至 3 時安排營舍簡單清潔，包括清理垃圾桶及補充衛生紙。 

3.9 營友須於離營當日早上 11 時前將行李搬離房間，並將房門匙交回接待處。請把用過的床笠、被單及枕頭套擺放在活動室

G06 外的分類收集袋；棉被/毛巾被、被套及枕頭則請保留於營舍內便可。 

3.10 離營前請負責人點交所有借用物品，房匙。辦妥離營手續後方可離營。 

 

4. 設施及器材 

4.1 營友使用之設施及器材，如有遺失或損壞需照價賠償。 

4.2 必須保持村內清潔，不得砍伐及採摘花草樹木。 

4.3 未經許可，不得隨意移動營舍和活動室內之傢俱/器材。 

4.4 不得攜帶任何種類之寵物入營。 

4.5 村內指定歷奇設施，須有本村書面許可及認可的教練在旁指導方可進行。否則，如有任何意外，概由申請團體自行負責。 

4.6 接待處備有籃球、羽毛球、及乒乓球等球類用品供借用。切勿於體育館以外範疇進行球類活動。 

4.7 餐廳外設有冷熱水機。 

4.8 公眾電話設於活動室 G04 外。 

4.9 未經許可，不得隨處懸掛旗幟，張貼海報單張和擅自使用村內電源。 

4.10 未經許可，不得隨處懸掛活動用的設施，或擅取食水作活動/遊戲用途。 

4.11 請愛護公物，尤其村內藝術裝置，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5.  交通 

  5.1 營友之車輛，未得許可不得駛進/停泊在本村範圍之內。 

  5.2 如已預訂旅遊巴士，請按申請之時間準時上車，逾時不候或需另繳附加費。如要取消車務安排，請儘早與接待處職員聯絡，

  所燩費用概不發還。 

 

6. 受傷及意外 

6.1 若發生任何意外，請即通知接待處職員或保安員協助處理。 

6.2 本村備有簡單急救用品，營友若有需要可向接待處職員查詢。 

6.3 本村當採取一切安全措施以確保營友之安全。惟遇任何意外事件，概由申請團體自行負責。 

 

7. 其它守則 

7.1 營友必須於指定時間到達及離開青年村。如需延遲入營或提早離營，須事前通知營地組。 

7.2 在營地範圍內，營友必須自律，衣履須整齊，請勿赤體。 

7.3 不得擅進辦公室範圍、貯物室及廚房。 

7.4 未經許可，不得進行任何攝錄或採訪活動。 

7.5 嚴禁在村內吸煙、賭博、醉酒或任何違反本港法律的行為。營友不得攜帶含酒精飲品進入青年村及在村範圍內生火。 

7.6 倘有違反本村規則或其他不法或越軌之行為時，營地組有權隨時中止其營期，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7.7 營友須自行保管個人物品，如有遺失，概由申請團體自行負責。 

7.8 營期內如遇意外或颱風等事件，營地組有絕對權力決定一切處理事宜，不得異議。 

7.9 本村接待處的服務時間為上午 8:45 至下午 7 時。如有緊急事情與本村職員聯絡，可致電 2632 0101，或聯絡接待處職員/ 保

安員 /晚間當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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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感恩 

不是因幸福⽽而感謝，是因感謝⽽而幸福。 

每⼀一件事的發⽣生，都不是偶然，更更不是應分。 

向上帝發出感恩之⼼心， 

向⼈人表達感謝之情， 

這是幸福的事。 

在籌辦⽂文研會的過程中， 

雖歷經風浪， 

但我們看⾒見見上帝豐厚的恩典， 

為此獻上感恩！ 

整個營會在不同的環節， 

由策劃⾄至落落實執⾏行行，以⾄至營地、程序、營冊和禮品等安排， 

都有不同的有⼼心⼈人共同參參與、無私付出（無論⾦金金錢、時間、⼼心⼒力力）。 

為此，我們要向每⼀一位說聲「多謝」！ 

盼望我們能在這個營會得到啟發和亮光， 

更更能享受這三天美好相交的情誼， 

讓上帝的道以及祂所托付給我們的召命， 

使我們堅定不移， 

有⼒力力⼀一起乘風破浪。 

第⼗十三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 

籌備委員會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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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講員及主持： 

許朝英社長 

李錦洪先⽣生 

梁銳光先⽣生 

李安⼩小姐 

池麗華社長 

劉劉忠明教授 

任志強社長 

鄭漢光先⽣生 

張振華監督  

陳志宏牧師 

林林永強先⽣生 

特別鳴謝以下幾位⼈人⼠士，在籌備過程中給予很多寶貴意⾒見見及幫助： 

⿈黃振華牧師 

陳志宏牧師 

陳敬智先⽣生 

鄭漢光先⽣生 

郭長介先⽣生 

李錦洪先⽣生 

贊助 

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大耳⽜牛 

慢⾶飛兒｜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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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出版）
籌備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主席： 

梁美英牧師（ 基督教出版聯聯會主席、道聲出版社） 

籌備委員會成員： 

袁⽟玉麟先⽣生（基督教出版聯聯會第⼀一副主席、浸信會出版社） 

王礽福社長（基督教出版聯聯會第⼆二副主席、宣道會出版社） 

楊⼦子穎先⽣生（橄欖（香港）出版 ） 

俞　真先⽣生（基督教出版聯聯會顧問、基督教新媒體運動） 

⾏行行政協助： 

⾺馬迅榮先⽣生（基督教出版聯聯會拓拓展事⼯工幹事） 

盧玲玲⼩小姐（基督教出版聯聯會秘書處幹事） 

張雅雯⼩小姐（道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