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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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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年以來，香港三育書院合唱團

每年都組織一次短宣。他們曾兩次

到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以及

一次到印度和泰國（緬

甸邊境）作短宣。 在

2019年，經過長達九個

月的計劃，21名學生和

3位三育書院導師（Ben 

Seo牧師，合唱團主任

Bart Brondo和宿舍院

長馬潔明）飛行了

1,549公里之後，在2月

1日到了金邊的Takeo 

Adventist School擔任為期11天的傳教

士。 “學校為所有250名學生提供免費幼

兒園至12年級的教育” 為學校服務了9年

的校長 David Kim 說。除了為建築物油上

新油漆，教學生手工藝

和音樂以及向學生分享

見證外，短宣團隊成員

還在校園裡的孤兒院為

孤兒舉行生日派對。雖

然許多孤兒不知道他們

的出生日期，但他們的

出生是值得慶祝的。香

港三育書院院長張擎輝

博士及太太何國珍博士

在期間訪問了該團隊，並在學校與他們一

起度過最後五天的旅程, 張博士在安息日

證道，何博士與學生和社區提供了兩次健

康講座。在旅程結束時，大家要面對悲喜

交集的時刻。該團隊參觀了殺戮戰場博物

館，了解柬埔寨的歷史，並在最後一天參

加了學校的篝火晚會。

與他們的新朋友和孩子

說再見是一件非常艱難

的事。從這次短宣中獲

得的經驗遠遠超過了他

們所付出的！ 

“在這次短宣之旅中，

我了解到，如果你向上

帝降服，在祂手中沒有

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由於年齡，種族，

規範等的不同，團隊不容易和諧地一起工

作;但藉著上帝的大能和每天與在基督裡的

兄弟姐妹溝通， 我們順利地完成這次旅

程。 這次的短宣提醒我，上帝總是有比我

們更好的計劃，無論

我們經歷過什麼，祂

都忠於祂的子民。”

(楊樹偉) 

 

      

 

 

柬埔寨短宣之旅 (2019年2月1日至11日) 

香港三育書院 

 \ 

 

 

 

       

 

 

 

            春季新聞通訊編輯 

  何國珍 (corjena@hkac.edu) 

 蕭美儀 (jenifer.shiu@hka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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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三育書院院長 ─ 張擎輝博士、

市場部的蕭穎妮小姐，和我在2019

年11月22日至25日到訪了廣島三育初中

和高中學院。目前我們有兩名來自日本

的學生正在香港三育書院就讀。他們都

非常熱心想更多的日本學生到書院。其

中一位學生的父親野崎 英司先生是廣島

三育學院的學術院長。 通過這位日本學

生, 院長張擎輝博士聯繫了野崎 英司先

生。經過幾次電子郵件交流後，張博士

接受邀請前往廣島向廣島三育學院的學

生作宣傳。廣島三育學院是一所大約有

310名學生的寄宿學校。他們當中有許多

人都有興趣學習英語及到海外留學。這

為學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通過展

示香港三育書院和不同的學術課程，到

廣島三育學院招

收學生。 

這美麗的校園位

於該縣眾多山脈

之一的頂部。風

景幾乎和我們的

香港三育書院一

樣令人嘆為觀

止。學校校長田

渕 裕博士，學

術院長野崎 英司

先生和其他教職

員都十分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們帶領我們參觀了校園，讓我們

知道了在那裡學習的感受。我對學生的紀律和勤奮印象非常深

刻。我們入鄉隨俗，互相打招呼時會鞠躬，張

博士更為安息日宣講，團隊為老師和學生們舉

辦了兩節資訊交流會議，我們進行這些室內活

動都是穿著拖鞋的呢。超過25名學生參加了資

訊交流會議，並提出了許多有關的問題。穎妮

小姐運用她流利的日語與他們傳達及溝通。 

除了招生和跟學生交流外，我們還參觀了廣島

和平紀念博物館和美麗的日本花園。在我們離

開的前一個晚上，野崎英司先生邀請我們到他

家作客，他給了我們一個美味的日本家常晚

餐。雖然廣島整年的氣溫都很低，但是他們的

熱情讓我們整個旅程變得溫暖。 

在今年夏天，香港三育書院和廣島三育學院計

劃在HKAC為日本學生舉辦英語夏令營。廣島三

育學院的兩名學生，在上週已飛往香港並到訪

了我們的校園。他們打算下學期加入香港三育

書院。希望我們在11

月播下的種子能夠豐

收。我們要做好準備

向新到來的日本學生

問好，Kon'nichiwa! 

院長邀請你參加大學校園80週年慶典   

參觀廣島三育學院 

香 港三育書院搬到這個風景秀麗的清水灣校區已有80年

了。靠著上帝的恩典，

學院在日本帝國軍佔領香港期間

被迫遷往廣東老隆後，於1947年

能夠搬回現址。在這80年裡，儘

管出現了各種動盪和不安，包括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文化大革

命，蓬勃發展的製造業，香港回

歸中國主權，2003年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疫情，以及最近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今天, 

學院繼續教育和鼓勵年輕人成為對社會產生有貢獻的領導者和

專業人士。                                            

我代表香港三育院書院，邀請你在2019年10月25日至27日與家

人, 朋友, 同學和我一起慶祝這個重大

的紀念日子。很多人會同意我們在這個

美麗的清水灣校園度過的時光是很難

忘。香港三育書院塑造了今天的我們。 

在今年十月讓我們一起參與80週年慶典

活動，並與我們的舊同學和母校再次聯

繫及認識。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註冊，請發送電子郵件至alumni@hkac.edu 

或遊覽我們的網站 www.hkac.edu/alumni。 

    作者: 何國珍 

         作者: 張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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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9年3月16日對我和我的朋友來說是一個非常激勵的時

刻。我們有幸到訪了南昌區，並幫助那些不如我們幸運的

人。在Seo牧師的帶領下推出了全球青年事工日，讓年輕

人成為“耶穌的支體。”主

題為“佈道”鼓勵我們活出

耶穌的福音交托，因為他吩

咐我們要分享永恆的福音，

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 

全球青年日活動於下午2點

開始，香港三育書院院長張

擎輝博士給我們簡短的勉言

和祈禱。我們的團隊為露宿

者包裝了捐贈物品包裹，包

括三明治，香蕉，豆漿和襪

子。那天的領導人是非牟利

組織Sunshine Action 的創

始人Sunny, 他在幫助露宿

者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向

我們簡要介紹了”做”與”

不做”的事情，並率先帶領

我們通過一條無人居住的隧道。之後，我們前往一些充滿露宿

者的公園。我記得他們中有些人躺在橋下，有些埋在三層或四

層毛毯下，有些則共用一個用紙板箱製成的臨時床，其餘的則

睡在長凳上。看到這些人的經歷, 對我們來說，確實心酸。 

雖然我們與露宿者相處的時間不久，但我們能夠在結束前為他

們祈禱。我們遇到了很不平

凡的人，並聽到了他們的遭

遇和令人心碎的故事。當他

們收到一些捐赠的日用品時, 

他們的面孔發亮, 看到了確

實令人鼓舞。 

作為這服務計劃的助理領

導，我經歷了領導者的挑

戰。我們必須聯絡其他機構, 

建立組織協助和合作, 並規

劃所有細節。 

朋友們，讓我們不只在言談

上，而要像使徒行傳20:35那

樣在行為和真理中彼此相

愛，“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中，我告訴你們，通過這種

艱苦的工作，我們必須幫助

弱者，及記住主耶穌的教訓：施比受更為有福。’” 

    作者: Jade Rozanne Justin 

 國際文化日 (2018年11月21日)  

文 化日在2018年11月21日舉行。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校園的學生可以一起體會學校的多元文化。這項活動

目的是要讓學生知道和教育學生在校園中所代表的不同文

化，以及如何欣賞和尊重文化差異。 

         作者: Jeriel Chuah, 男舍監  

 全球青年事工日(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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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香港三育書院校友會主席 - 潘雲初                     作者: 蕭美儀     

你 為什麼決定成為香港三育書院校友會的主席？你擔任

了這個角色有多久？ 

2017年底，在母校的呼召下參加了校友回歸活動，參與人數

雖然不多，但也算是成立了正式的清水灣三育校友會，很榮

幸我能被選為校友會的會長。 

您希望以HKAC校友會主席的身份取得什麼成果？ 

一年多過去，在聯絡各屆校友的過程中，確是面對不少困難

挑戰。但隨著時間過去，能夠聯絡到的校友人數不斷增加。

期待2019年能夠在現有基礎上，團結更多校友，建立良好的

互動互助關係，讓大家在生活及工作中，彼此關心，互相支

援。為現在及未來的校友，提供一個正能量加油站，亦盼望

在母校的發展進程中，盡我們所能給予協助。 

作為香港三育書院前學生，你最喜歡什麼？ 

回想70年代清水灣三育(那时候學校名稱仍叫做華南三育書

院)，在這裡唸書的日子，腦海中實在太多難忘的片段。除了

上課外，同學們每天一起做義務工，踢足球，一起嬉戲。課

堂上固然沒有太大的壓力(可能是因為我特別疏懶)，但最令

我一生受用的，卻是在學校生活的點滴中，建立了一個良好

的價值觀。學校的座右銘是最好的。 當年的校訓⋯止於至

善，讓我在往後40多年的生活、工作、家庭關係等，常常反  

 

我 們最長壽的校友之一，朱天明牧師於2月16日滿100歲。

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海光教會為他舉辦了一個驚喜的生日

派對。慶祝活動充滿了愛和歡樂, 當然還有美食。 

 

朱牧師1919年出生，就讀於華南三育研究社。該研究社後來搬

到了清水灣。他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師，為1939年建造的香港三

育書院作設計。

朱牧師於1941年

畢業，在78歲退

休，他擔任上帝

的忠實僕人近50

年。朱牧師是一

位很有愛心的牧

師和勇敢的領

袖。他是第一位

港澳區會的華人

會長。在他漫長

的職業生涯中，

朱牧師感動並改

變了許多人的生

命，這一點從這

麼多人參加了這

次特別的慶祝活

動裡可看出來。 

朱牧師對複臨信徒來說並不陌生。他仍然每個安息日在海光教

會聚集，並與教會成員團契。如果你想知道他長壽的秘訣是什

麼，他肯定地回答 -“感謝上帝！  

                  作者: 何國珍    

思，自己是否依然尚有不足，從而在各項目標的追求過程當中，

加添了不少動力。 

請討論香港三育書院成立80週年，校友慶祝週末的廣泛計劃，參

與，以及提供校友聯繫信息的重要性。 

我們對即將到來的母校成立80週年感到非常興奮，並希望在今年

年底能夠與所有校友一起在香港參加慶祝！* 

 

 

您希望向更廣泛的香港三

育書院校友發送的信息是

什麼？ 

我希望香港三育書院的校

友通過聯絡和活動能夠為

現在和未來的校友成為一

個積極的能源站。期待您

可以為我們母校的未來發

展給予您的支持及幫助！ 

 

* 若需要更新您的聯繫信息或想參與80週年慶典的計劃委員會，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alumni@hkac.edu告知我們。 您也可以訪們

的網站 www.hkac.edu/alumni。 

朱天明牧師100歲生日大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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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人生：認識腦退化—研討會和講習班的活動 

歡迎新加盟我們的音樂系主任 !                          

張懿琪,M. Music, B. Music (Hons), LRAM, ARCM, LRSM, LGSM, LTCL 

張懿琪教授出生於香港，在林鸿禧教授的指導下接受了基礎音樂

訓練。她從六歲開始就表現出優秀的才能，並且經常被邀請為教

會和學校合唱團即興 創作及伴奏。 

她曾在隸屬多倫多大 學的多倫多皇家音樂

學院深造，更赴英國 倫敦大學和巴黎大學

攻讀研究生學位，在 著名鋼琴家Monique 

Haas的指導下學習。 其後，她在澳洲格里

菲斯大學獲得碩士學 位，也在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學獲得研究生 文憑。此外，她還取

得了英國皇家音樂學 院高級文憑 及皇家音

樂學院 (倫敦) 文 憑， 也在市政廳音樂

及戲劇學院的執教文憑中取得了傑出表現成績。 

自2011，張懿琪教授更一直為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舉辦的新加

坡國家鋼琴及小提琴大賽擔任高級顧問及評審。自1984年以來，

她一直是新加坡教師協會秘書長和委員。由2009年新加坡肖邦音

樂協會成立以來，她一直也是該協會的副主席。 

張教授作為表演者有著輝煌的職業生涯。她的音樂蹤跡遍及加拿

大、美國、歐洲、日本、香港、中國、新加坡和其他亞洲地區，

她經常與國際藝術家，歌唱家和樂器演奏家合作。同時，她也是

國際音樂比賽的評審員，經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地擔仼鋼琴比賽和

藝術節評委及舉辦大師班。 

香 港三育書院正在推出一項全新的音樂課程提供多個不同

的證書和文憑可供註冊。音樂課程可以為個別學生定

制，按照他們的進度而發展。此外，課程是沒有年齡上限，以

鼓勵大家終身學習！ 

通過這些新音樂課程, 書院可以吸引更多學生和教學人才, 以

提升書院的聲譽和提供多元化學習。音樂一直是香港三育書院

事工的一部分 - 音樂可以建立社區，提升士氣和塑造個性。

世界各地許多基督復臨安息日學院都提供音樂課程，現在香港

三育書院也不例外。鑑於香港三育書院為基督化教育機構的獨

特地位，由上帝指導的導師培養學生的音樂才能，幫助他們發

展, 以音樂為上帝和人民服務 。  

這些音樂課程每年將以三個學期開課：秋季，春季和夏季，每

學期有13週。課程包括音樂技巧實踐，鍵盤和聲學，即興演

奏，聽覺課程和理論研究。學生將能夠參加音樂節，音樂會和

比賽，以磨練他們的技能, 並發展他們的表演能力。他們不僅

可以值此而達到全球標准，這還可以激發學生在上帝賜予的天

賦和潛能上更有進步。  

香港三育書院歡迎任何年齡的學生参加這個多元化的音樂課

程，請注意學生必須年滿18歲才可以參加專業文憑考試。如有

任何查訊，請發送電子郵件至music@hkac.edu，與程序總監張

懿琪聯繫。 

 

      作者: 周瑜 

 

 

 

 

  

 

在 國際復臨信徒發展和救濟機構（ADRA香港）的讚助下，香

港三育書院健康系和荃灣港安醫院在2018年3月至6月期間

舉辦了一系列關於理解老年癡呆症和積極老齡化的研討會和講習

班的活動。 (樂齡人生：認識腦退化）。 

 

研討會的內容包括：癡呆症的類型，警告標誌和階段; 治療藥

物; 認知干預; 改變和預防生活方式; 護理; 為患者及其家人

提供精神護理和心理社會支持。 參與者的反饋非常積極。香港

三育書院健康部將會繼續舉辦健康老齡化相關的研討會和工作

坊，因為這是我們社會日益增長的問題和需要。  

 

    研討會參加者體驗老年人失去各種感官活動                        研討會上演講及統籌嘉賓  

       作者: 潘彥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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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育書院音樂課程主任張懿琪  

        國際音樂比賽評委 : 

 

1. 俄羅斯，莫斯科格涅欽天才學校夏季鋼琴協奏曲比赛。 

2. 新加坡國際古典鋼琴音樂比赛, 南洋藝術學院 。 

3. 印尼青年音樂節和比賽, 棉蘭交響樂廳 。 

         

        音樂演奏 :  

1. 張懿琪和學生鋼琴演奏會, 新加坡法國聯合大廳。 

 

        鋼琴大師班主講 : 

1. 中國東莞夏季鋼琴大師班。 

2. 俄羅斯莫斯科格涅欽天才學校夏季鋼琴大師班。 

3. 新加坡第二届古典鋼琴比賽和音樂節大師班。 

4. 新加坡聖馬各烈中學音樂專科。 

5. 中國東莞鋼琴大師班。 

6. 印尼青年鋼琴比賽和音樂節。 

 

 

 

 

        作者: Zuriel Tagle Hagan 

在 菲律賓長大時,”聖誕的感覺”經常在九月初時已經開

始，我一直期待這個季節. 因為我們會與家人聚集，給

予和接受禮物，與你愛的人分享美食，並聽到每個人的笑聲。

已經十二月了，在香港我卻沒有感受到任何聖誕氣氛。每個人

似乎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這讓我覺得

很想家。 

聖誕節前幾週，Seo 牧師來找我，要求我

們幫助包裝一些禮物。後來我發覺將會有

一個為大學生舉辦的聖誕週會, 令我十分

驚訝。那天晚上，我們熬夜包裝所有贈送

抽獎的禮物。我對這個特別週會感到很興

奮，因為我真的很想贏得一盒大曲奇餅！

聖誕週會充滿了唱歌，微笑和興奮，尤其

是在抽獎抽獎期間（我仍然希望獲得曲奇

餅獎),可惜我無法得到我想要的東西。我們以祈禱結束了當日

的節目，之後大家一起享受了美味的小點。第二天，Seo 牧師

叫我到他的辦公室， 

他為我準備了一份小禮物;令我感到驚訝!  

這就是我意識到聖誕節如何給每個人帶來愛和歡樂，無論你身

在何處，與誰一起度過。我很喜歡香港三育書院教職員如何準

備和啟動這個特別聖誕節活動，儘管他們怎

樣忙碌，仍然為我們學生在忙碌學習當中了

解聖誕節的真正意義。我知道給予比獲得更

有福，因為這是主耶穌教給我們的，也是他

希望我們去實踐的。 所以，讓我們不要忘記

這個美麗的年終慶典背後的真正意義和目

的。它是分享我們每天從神那裡得到的愛。

最後，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 我們都需要記

住如何感恩，因為每一刻都是主用偉大的愛包裹著的禮物。  

                  香港三育書院學術活動 2018 
 

 

香港三育書院 護理系主任張何國珍博士         

      刊物： 

1. 瑜伽對帕金森病的氧化，運動功能和非運動症狀的影響。

Pilot and Feasibility Studies，4（1），162。  

2. 瑜伽對帕金森病患者療法的開發和測試。國際瑜伽療法

雜誌。28 (1): 113-122. 

3. 瑜伽對原發性痛經女性生活質量的影響：系統評價。助

產士與婦女健康雜誌。63(4): 470-482. doi.org/10.1111/

jmwh.12729 

4. 積極老齡化。 全面健康通訊。 香港港安醫院生活管理 

中心。第1頁。  

   演講： 

1.    認知功能和衰老。香港尖沙咀聖經禮堂癡呆症研討會。  

2. 在老年人中通過瑜伽或有氧/強化運動項目管理膝關節骨      

性關節炎。輔補醫療與傳統醫學會議,意大利羅馬。 

3.    腦的食物和遊戲。香港九龍灣婦女健康工作坊。  

http://doi.org/10.1111/jmwh.12729
http://doi.org/10.1111/jmwh.1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