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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地點

08:45-09:00 登記註冊

水晶殿
2樓

09:00-09:10 A) 致歡迎辭

     陳國芳先生「2016使命商道論壇」召集人及豐盛社企學會董事

09:10-10:00 B) 主題演講1: 愛你的鄰「社」 – 我當作什麼?
    
    主題講者: 陳恩明牧師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 
    回應:       梁永善牧師 前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堂主任  

10:00-13:00 C) 分組討論

10:00-11:30 C1 :  工作坊 (於I-IV選擇一項)

11:30-13:00 C2: 工作坊 (除C1已選之項目，在餘下三選一)

 I.  人人都是社關部：教會實踐社關的個案分享
    
    主持:       尹子信先生   Play House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董事
                  羅卓成先生   豐盛社企學會董事及港福堂社關部
    
    分享嘉賓: 張振業先生 
                  李允平先生
                  李秀霞小姐
                  梁詠瑤小姐 
                  鄧家怡小姐 

    回應：     陳龍斌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水晶殿
2B室

 II.  神學，社創及資源共享

    主持:       陳國芳先生   「2016使命商道論壇」召集人及豐盛社企學會董事
                      
    講員:       郭偉聯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及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葉漢浩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及
                                    工業福音團契義務總幹事
                  任志強博士   基督教時代論壇社長及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客席助理教授

鑽石廳
5B室

時間 議程  地點

 III.  愛你的鄰舍 
    
    主持: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主席
    
    分享嘉賓: 鍾志謙先生             社企餅店
                                                           Le Fournil Boulangerie Et Patisserie Ltd員 工 
                  劉鉅文先生            工業福音團契受助者
                  Mr. Kaushic Biswas  Harmony Baptist Church – Taste of Hope

    

水晶殿
2A室

  IV.  信仰實踐: 商、社、藝

    主持:       陳敏斯博士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及
                                               伯特利神學院城市宣教學助理教授
                      
    講員:       鄺正煒先生            康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游秀慧女士            新生精神康復會行政總裁                 
                  梁嘉傑先生            能導能演的多元化編劇

    

鑽石廳
5A室

13:00-14:00 D) 輕食自助午餐 (社企餐廳提供到會食品) 水晶殿
2樓

14:00-15:00 E) 主題演講2: 愛你的鄰「社」 – 我當作什麼?            
    
     主題講者:  梁永善牧師             前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堂主任
     回應:        陳恩明牧師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    
        

鑽石廳
5樓

15:00-15:55 F) 全體討論

    主持:       黃元山先生             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
                                               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參與討論: 陳恩明牧師            梁永善牧師
                  尹子信先生            陳國芳先生
                  紀治興博士            陳敏斯博士

15:55-16:00 G) 總結
             
             陳國芳先生       「2016使命商道論壇」召集人及
                                               豐盛社企學會董事

2016使命商道論壇 :  愛你的鄰社－ 我當作什麼?
11月5日 (星期六) | 城景國際酒店 | 水晶殿2樓及鑽石廳5樓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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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的鄰「社」 – 我當作什麼? 

“我當作什麼？〞這個問題相信是很多願意有信仰實踐的基督教信徒經常發問的問題，但是
真正的實踐起來又每每令我們感到卻步，因此我們一生都可能活在這個問題與實踐的張力
當中。使命商道論壇就是要幫助基督教群體的每一個關懷弱勢社群的信徒在尋求與實踐當
中尋找立足點。我們要在社會中建立一種“共善” (common good) ， 論壇的目的也是如此。

陳恩明生於汕頭，長於香港。二十二歲浪子回
頭，蒙恩三天即開始翻譯事奉迄今未輟，譯作逾
三十餘本；三十歲時畢業於香港播道神學院並展
開牧會事奉，矢志傳揚福音，堅固教會，足迹遍
及加加拿大、澳紐、東南亞多個地區，至今未見
放緩腳步。牧師人稱Youngman，頗能反映其生
命特徵，好奇心重，興趣甚多，現在棄騎大馬力
電單車，專攻蕯克管吹奏，皆因蒙恩以來，深感
上主創造盡善盡美，舉凡正當嗜好都當涉獵，總
有佳美體驗，誓不作悶蛋。陳牧師現為基督教豐
盛生命堂顧問牧師，香港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
義務會牧。

對商道一竅不通的人可以分享什麼？就是一分支
持，一路相伴。
有幸接觸到紀治興、陳國芳等人，又翻譯了相關
書籍，硬著頭皮來打氣就是。
全然奉獻是信徒應有的生命本質，但在職塲上怎
樣實踐？
財力與才能與事奉之間有什麼關係？如何化張力
為動力？
教會可以怎樣造福社會而又不失屬靈的召命，保
持本色？
這都是我希望與大家探討的。

主題講者: 陳恩明牧師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  | 09:10-10:00 | 水晶殿2樓

主題講者: 梁永善牧師 前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堂主任  | 14:00-15:00 | 鑽石廳5樓

筆記

梁永善牧師神學院畢業後一直從事開荒工作，建
立宣道會元朗堂、元基堂；及後於信義會基恩
堂、馬氏紀念堂事奉；碩士畢業後，於大埔開荒
建立基督教銘恩堂，至今已建立了六間堂會，有
約二千五百人多聚會。

梁永善牧師更在不同神學院作客座講師及不同大
眾傳媒機構擔任嘉賓及主持。每週負責時代論
壇：「永善亂壇」針對時事用信仰角度回應。

基督徒擁有雙重國籍：天上子民、地上公民，我
們不單注重與神的關係，更要在社會上作明亮燈
台。然而世人不單聽我們所言，更重視我們所
作，我們需關心社會的制度、政治因與我們息息
相關，也應關注社會的弱勢社群，關心、扶助他
們；教會不應單宣講神的道，更應帶領信徒實踐
神的道，透過探訪、服務不單可服務到有需要的
人，也可擴展我們的視野及屬靈領域；可惜很多
時一些教會只側重一面而輕忽另一方，我們要有
平衡、先後有序，不能作「未翻過的餅」。

我們希望透過是次「使命商道論壇」聚會共同探
討相關課題，使我們能更有效地作世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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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分組討論工作坊
  I : 人人都是社關部：教會實踐社關的個案分享 | 
C1: 10:00－11: 30 及 C2: 11:30－13:00 | 水晶殿2B室

人人都是社關部，這就是耶穌在世的真生活。
今天職場中嘅我，與教會和社會有甚麼關係？今天信了N咁多年的我，與教會服侍和香港
社會又是一個甚麼樣的關係？
過去的選舉中，有人電視機面前說：「我係基督徒，請支持我。」
你想到是那一種？沙士時的謝醫生，還是大難臨頭各自飛的XXX? 唉。。。
我過去一生最重要的社關行動，不是甚麼大活動，只有我，我的女兒和恩福青年人的一個
小探訪。我在想能為自己3歲的女兒和青年人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已經滿足了。
邀請了有社關經驗的教會來分享他們對社關的做法及實踐經驗，讓大家在當中得到啓發。

主持: 尹子信先生 Play House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董事

尹子信先生在2006年已開始為香港的社企提供
顧問服務。10年間，他已支持了大約30多間本
地和海外的社企。過去幾年，他以個人在國際的
關係，協助民間社企高峰會邀請海外社企家來香
港分享他們當地的成功經驗。最近，他被邀請成
為國際社企論壇(http://www.sewf2016.org/)的
董事，並邀請香港政府到論壇做演說。於2006
年，他設計了全港首個以年青人為對象的社會
創新事業的課程。於2008年，他於南韓舉行的
亞洲社會企業家高峰會上發表了有關「社會效
益最大化」的課題。於2009年，TEDx邀請他 
為香港的社企發展做演說。尹先生現在是Play 
House Education Foundation 的董事。

尹子信先生曾於加拿大曼尼吐巴大學及香港浸會
大學修讀計算機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主持: 羅卓成先生 豐盛社企學會董事及港福堂社關部

累積逾三十年亞太區財務及行政管理經驗，現專
心事奉為知識型義工。

2014年，積極参與豐盛社企學會與中文大學合
作的「社創校園通通識」計劃，以創意及營運策
略，協助計劃由2014年啟動運作，2015年中成
功申請社創基金，令計劃發展至2018年。目的
將社創教育融入中學通識，啟發逾6仟學生，以
創意思維及關懷弱勢社群，造福社會。

2015年，加入港福堂社關部。引進社關學堂和
關懷弱勢社群的行動，推廣「知行合一」的教
會。

分享嘉賓：
張振業先生 / 李允平先生 / 李秀霞小姐 : 建立有行動力的群體 
梁詠瑤小姐 / 鄧家怡小姐 : 孕育有將來的主人翁 

回應：陳龍斌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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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分組討論工作坊
II: 神學，社創及資源共享 | C1: 10:00-11:30 及 C2: 11:30-13:00 | 鑽石廳5B室

香港人十分之有創意，劏房的間隔充滿著創意，但是這種創意的背後是極度的貪婪，尋找
機會吞噬弱勢社群的一分一毫，先知阿摩司說: “他們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阿摩
司書2:7上)。另一方面，社企光房計劃也是充滿創意，不同的是光房計劃的創意背後是充
滿著盼望與溫情，讓弱勢社群有一所安然居住的地方。三位神學家按著這種現象去討論社
會創新及資源共享的問題，當中也會討論到教會產業的運用。

主持:陳國芳先生 「2016使命商道論壇」召集人及豐盛社企學會董事

講員: 葉漢浩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及工業福音團契義務總幹事 

講員:郭偉聯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講員: 任志強博士 基督教時代論壇社長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客席助理教授
陳國芳，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基督教研究文
學碩士。有二十多年的銀行工作經驗，也曾經是
上市公司的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對基督教的
社關及宣教事工一直有很強的使命，在二零零七
年，協助成立基金，推動海外的差傳工作，同時
也積極參予社會企業的事務。

崇基人。致力在資本主義下，推動教會及學界，
在不同層面關懷貧窮。同時亦在崇基及伯特利
神學院任教，研究範圍：保羅書信及如何利用經
濟學幫助理解新約聖經。著作有：《尋找豐盛生
命、社會企業：信仰實踐與反思（合著）》及
《經濟致用: 經濟與神學的另類想像(合著) 》。

郭偉聯，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國倫敦大學英
皇學院哲學博士。曾任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
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任志強，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資深傳媒
人，跨界神學人，現任《時代論壇》社長，致力
推動基督信仰群體對社會與文化的關注了解；同
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及崇基學院神
學院，從事基督教神學與當代文化的跨學科研究
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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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工作坊
III: 愛你的鄰舍 | C1: 10:00－11: 30 及 C2: 11:30－13:00 | 水晶殿2A室
     (註: 其中一位講者以英語發言，大會提供精簡即時傳譯服務)

三位社企及福利機構的受助者作出分享，他們包括一位更生人士，會分享到怎樣在一間社
企餅店得到工作從而建立工作技能，另一位人士將會分享到社福機構怎樣幫助他脫離貧
困，最後一位是一位印度裔的廚師，他會分享到怎樣建立訓練廚房去幫助本地的少數民
族。相信他們的分享會帶給大家很大的激勵。

主持: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主席 

分享嘉賓：鍾志謙先生 社企餅店Le Fournil Boulangerie Et Patisserie Ltd員工

紀治興博士，太平紳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
理學院客席副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系 
榮譽講師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顧問委
員會成員。同時，為勞工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成員、及扶貧委員會「社會創新及創業發
展基金」專責小組委員。前為民政事務局社企咨
詢委員會成員。
退休前，任職HP惠普環球副總裁及香港公司董
事總經理，負責約四十億元的業務。2006年提
早退休，到香港中文大學進修神學，一直到現
在。
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學士，在哈佛商學院進修
TGMP課程，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及神學研
究碩士，英國諾丁咸大學教育博士，現在英國安
格利亞魯斯金大學修讀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
超過10多本著作及合著作品包括2011〈香港社
會企業運動的實踐神學反省〉；2012《社企與
信仰》；2014《社會企業：信仰實踐與反思》
；2016 Comparing th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Hong Kong, United Kingdom, 
and Korea, Hong Kong 等。

2010年從獲自由被香港基督教更新會收納為阿
尼西母訓練計劃學員。
2014年回到泰國，獲得泰國監獄事工得以進入
泰國監獄服侍在囚人士。
2015年在Le Fournil工作，得到老闆接納，給予
機會並信任，在Le Fournil成為曲奇學徒。
Le Fournil主要業務：法式烘焙(包括- 天然酵母
歐陸面包、法式蛋糕及甜點生產工場及店舖)
社企方向：為更生人士提供就業及在職陪訓，包
括海外訓練之機票、酒店、學費及假期由公司全
費支付予符合陪訓之職員。讓更生人士可有一技
之長在業界成為專業人士，建立他們自信，並安
排更生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參與更生會成長班或相
關有助他們投入社會，堅固他們的職場成長需要。

分享嘉賓：劉鉅文先生                   工業福音團契受助者

分享嘉賓：Mr. Kaushic Biswas           Harmony Baptist Church – Taste of Hope 

劉鉅文先生12歲時已開始學習點心製作，後來
成為一名點心師傅，在香港及廣州兩地工作超過
五十年。劉生平時喜愛閱讀，他育有一名兒子，
現年11歲。他於2010年來港定居，但生活非常
困難，同年透過街坊介紹認識工業福音團契，期
間得到不同的援助，及後認識基督教信仰並於
2015年9月受洗加入教會。
劉鉅文先生經歷無數人生高低起跌，年青時艱苦
的學徒生涯，生活稍微好轉卻遇上金融風暴，變
成失業、負資產人士，後在廣州工作、結婚、生
子。一心盼望建立幸福家庭，怎料在兒子三歲時
太太突然離家出走，音訊全無，幸得岳母的支持
才捱過傷心的日子，最後劉先生決定帶同兒子回
流香港，從零開始。面對前路茫茫，他與兒子是
如何渡過這段徬徨無助的日子呢? 

Kaushic Biswas先生出生在印度的加爾各答一
個印度教的家庭。他畢業於印度酒店管理，餐飲
技術與應用營養研究所。他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擔
任過五星級酒店的專業廚師。他來到香港後擔任
廚師，亦於香港職業訓練局及酒店業貿易發展中
心獲取認證培訓師資格。Kaushic之後成為一個
基督徒，並在聖安德烈教堂受洗。幾年後，他
被呼 召 成 一 個 全 職 的 傳 教 士。他 在 香 港 的
Inner City Ministries服務了16年,主要是利用他在
飲食的專業在重慶大廈開展他的牧養工作。後來
Kaushic 建立了一個烹飪學校，希望為貧困及受
歧視的南亞少數民族提供烹飪技能方面的職業培
訓。 Kaushic的使命是希望這所烹飪學校能夠發
展成為社會企業。Kaushic與Dang結婚，他們
有兩個孩子。他們也從親戚的家中，養育多兩名
孩子，Kaushic和Dang視孩子們為上帝給他們
的任務。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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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工作坊
IV: 信仰實踐: 商、社、藝 | C1: 10:00－11:30 及 C2: 11:30－13:00 | 鑽石廳5A室

邀請到商業，社福機構及藝能界別的人士來分享他們的信仰實踐故事，大家必定會從他們
的分享中有所得著。

主持:陳敏斯博士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及伯特利神學院城市宣教學助理教授  

講員: 鄺正煒先生          康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陳博士曾在金融界業工作多年，深深體會將信仰
跟工作揉合的重要性及挑戰。中心致力發展和提
供適切的課程，以回應時代和社會的需要。並銳
意成為這些領袖的終生夥伴，支持他們拓展和推
行各種為城市帶來轉化的事工。

鄺正煒先生現為康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行政總
裁，亦為政府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鄺先生
擔任多個公職，包括職業訓練局委員、物業管理行
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等；亦擔任教會執事及主日學導師多年，現為執事
會執事及教會轄下幼稚園教監及語言及聽覺訓練中
心董事。

講員: 游秀慧女士         新生精神康復會行政總裁

講員:梁嘉傑先生         能導能演的多元化編劇 

游女士致力倡導以復元為本及實證為導向的精神
健康工作，領導新生會營運逾60個服務單位和
項目，22項社會企業為康復者提供工作培訓及
就業機會，以及積極推廣精神健康教育、研究及
培訓發展。游女士不但專注專業服務，並獲政府
決策局及部門委任多項公職。游女士畢業於社會
工作碩士及註冊社會工作者。

社企品牌「330」為精神病康復者製造訓練及就
業機會，新生精神康復會自1994年率先開設首
間模擬企業，現稱社會企業，協助康復者自力更
生、建立正面形象，以達至公眾教育效能。透過
與企業伙伴合作及於2011年進行品牌革新，締造
全新社企品牌「330」(即身、心、靈健康)，以達
致機構的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現時新生會營
運社企共22項。
 

梁嘉傑，藝名十仔。工作包括學校及企業培訓、
校園戲劇、巡迴戲劇、內在生命動力學課程。

1997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編劇系
及表演系。曾擔任『香港話劇團』駐團編劇和
『PIP 文化產業』駐團編劇、演員和導演。

近年編劇的創作或演出有奇妙王國、王祖藍咪咁
扮嘢演嘢會、LOVE IS福音舞台劇、回歸神蹟、
家庭保衛隊、追龍、燃燒國度201、浸聯會佈道
會、FANCL週年晚宴舞臺劇等。亦參與一些企
業、機構、教會的培訓工作，當中有澳門三育中
學(老師)、真光幼稚園(老師)、禧福協會(教牧及
神學生)、智集團理財有限公司(理財顧問)、明愛
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社工)、胡素貞博士紀念
學校下午校(老師)、德信學校(老師)、香港明愛
社會工作服務機構 (社工)等。

另外，曾合作的戲劇教學的單位有『香港教育學
院』戲劇導師、『新域劇团』社區戲劇計劃導
師、『香港學校戲劇節』小學、中學組評判和導
師、『PIP 文化產業』PIP藝術學校『神經入門』
導師、『森美小儀歌劇團』表演工作坊導師、『
天比高創作伙伴』編劇及演員工作坊導師等。亦
於教會和中、小學擔任戲劇、遊戲治療導師和生
命提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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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全體討論 
15:00 – 15:55 |鑽石廳5樓

主持: 黃元山先生            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參與討論：
陳恩明牧師、梁永善牧師、尹子信先生、陳國芳先生、紀治興博士及陳敏斯博士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Phi Beta Kappa，
後考獲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所東亞研究碩士學
位。畢業後先後在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工作，其中
包括瑞銀(UBS)倫敦總部任執行董事和英國蘇格
蘭皇家銀行(RBS)董事總經理。

出任香港特區政府公職包括金融發展局小組成
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小組增選成員、禁毒基金
投資小組委員會委員。其他社會公職包括環保組
織“CLEAN AIR NETWORK”(健康空氣行動)董
事局主席、公益金預算及分配委員會副主席等。

關於豐盛社企學會

豐盛社企學會是一非牟利組織。早於1987年，一班教會
領袖成立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三十年來一直協助
更新少年重投社會。到2008年，成立香港首間透過招
股集資的社會企業—豐盛社會企業有限公司，並於於隨
後的兩年，大力推動良心消費和知識型義工的概念。到
2011年，基於以愛「有憐憫的」如同自己的誡命，成立
豐盛社企學會，支持香港社會創業的發展。

 
     於2012年開始推動十一良心消費運動，鼓勵開明的消
    費者 (Consumer)以十行一善的精神，用消費彰顯所
    擁抱的價值，用消費改變社會。

     每年以「創造共享價值」為題，邀請商界(Corporation)
     和社福社企界共同午宴，彼此認識及分享經驗。

     我們的香港社創學院向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包
     括慈善團體社工和個别志工，教導碩士級的實用社創
     知識，為社創運動培養人材。

     與中文大學合作推動「社創校園通通識」，旨在學校 
     (College)培育新一代對於社會問題的解難能力，及對
     社會問題的承擔，為未來做好準備。共建香港成為更
     美好家園。

     最後，在不同教會(Church) 教導社企主日學，又主辦
     使命商道論壇，鼓勵信徒以社會創業作為信仰實踐。

豐盛作為紮根於基督信仰的學會，鼓勵基督徒消費者以
另類消費的經驗、基督徒商人以上主所託付的才幹、基
督徒社工以起初的愛心、基督徒教師以「都教訓他們遵
守」的召命、和基督徒以讓人都要尊主名為聖的禱告態
度，重新閱讀聖經，發掘當中對自己有意義的智慧，在
各自的崗位努力作見證，轉化城市。只要各人「行善，
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6:9)

 www.fses.hk | 電郵: info@fses.hk | 電話: (852) 5398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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