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命教育協會史略(1969-2021)
際此新生命教育協會(簡稱「協會」)五十周年會慶，記下史略，藉以數算神恩，此史
略含概:
1. 本協會之創立及其發展(1969-2019)；
2. 生命英文中學在香港島般含道之創辦(1969-2019)，及後發展成為在九龍觀塘呂郭
碧鳳中學，並在該校址中開辦新生命福音堂。(1986-2019)；及
3. 平安福音中學在屯門之創辦，並在該校址成立南屯門平安福音堂(1999-2019)。

「協會」之成立
五十年前，於 1969 年 3 月 5 日根據公司條例 32 章註冊成立為「新生命教育協會有
限公司」(請參看附件一)。由都乾初牧師、羅家祥先生、彭孝忠先生、李華成先生、蘇恩
立女士、楊祖靈先生及陳若敏博士共七人組成，並由主內麥希捷律師義務代為進行註冊。
協會之創立要追源至 1960 年代，協會成立的目的是提供優質的基督教教育，意思是
除了為學生傳授知識，正面的價值觀外，更讓他們認識真理、認識基督信仰。三位弟兄(趙
廣濂、陳若敏、彭孝廉)原是師範學院畢業的老師，於 1962 年立志遠赴太平洋的彼岸美
國進修，裝備自己，投身基督教學校教育。這是神的作為。也許你說遠渡重洋負笈海外
的人多的是！試想想，既已有一份不錯又穩定的職業，卻為了神的託付，而不是為了自
己的利益前程，選擇離鄉別井去進修，而又不知前途的會有多少人！
及後，他們中兩位弟兄(陳若敏、彭孝廉)從教而學，以六年和七年的時間能完成艱巨
的學士、碩士、博士課程。這是神的作為。也許你說世上勤奮向學的人多的是，在更短
的時間中有更大的成就也不是絕無僅有！試想想，能矢志不移，不為黃金彼岸吸引，學
成即返港，投身基督教學校教育的又有幾人！
兩位弟兄其中一位(彭孝廉)在美求學期中，經歷嚴重車禍，行過死蔭幽谷，不為所害，
這是神的作為。也許你說在車禍中，也不是沒有人從死裏逃生，這又算甚麼呢！試想想，
在群醫束手無策，瀕於放棄邊緣，卻藉著主內同道的懇切祈求，結果全然好過來，健康
及心靈不為所損的又有幾人！

於 1962 年，就在三位弟兄動程赴美一年之間，港美兩地結合有意以辦學傳福音心志
的弟兄姊妹，成立了生命中學籌備委員會，在完全看不見前景之下，主內同道已開始憑
信心捐集款項，其中更有主的僕人和婢女(都乾初牧師和 Mrs. Dotzour)解囊倡導，這是神
的作為。也許你說世上有更多的機構和更多的善長仁翁慷慨捐巨款完成豐功偉業。試想
想，三位無名氣的小子可以起得甚麼作用？他們會否回港？學校在何處？何時開辦？規
模如何？在這全無頭緒的當兒，你想能有多少人的注意和支持？

生命英文中學的創立
兩位弟兄(陳若敏和彭孝廉)相繼學成返港，得主內弟兄姊妹合力於 1969 年開辦生命
英文中學(簡稱「生中」)，所招來的學生共有二十多人，校舍只是設備簡陋的禮賢會小學
暨幼稚園的兩間課室，陳若敏任校監，彭孝廉任校長，其夫人任助教，老師一人(萬廣祥
老師，現為萬廣祥牧師了)，書記一人(即現時萬廣祥師母)，校舍的粉飾是一班小弟兄(宣
道會荃灣堂的團友)負責，完全不因卑微的開始而灰心。這是神的作為。也許你說任何事
業從小規模開始是司空見慣的，何足為怪！試想想，教職員不為錢財名利所吸引而求去，
而他們的賢內助在微薄的薪酬(生中是私校，絕不是財雄勢厚)，看不見的前途下，仍是堅
決盡忠職守，這樣夫唱婦隨的又有幾人！

生命中學於 1971 年遷至中環些利街香港潮人生命堂校舍，得以有進一步的發展，在
極度困難的景況中，完成合作協議，否則為了發展緣故生中就得自購座落灣仔軒尼詩道
一商業樓宇中之一層作為典型的私校。這是神的作為。也許你說當途窮落泊的時候，不
一定沒有善心人士的支援。試想想，這個合作能在眾議紛紜中，獲得香港潮人生命堂執
事會接納的機會是否微乎其微，更奇妙的是教會與學校的名稱又如此相合。

新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的創立
新生命教育協會於 1969 年創辦生命英文中學後，約十年間，經過長期的禱告，協會
有擴校發展的異象，便向政府申請津貼建校。政府瞬即同意在觀塘協和街與翠屏道交界
處撥地約七萬五千平方呎建校，可建三萬餘方呎校舍。真是奇妙得很。

於是在 1979 年初，便積極展開籌備建校工作，如籌款、委任則師等。根據協議，協
會需要承擔總建築費及設備費用的百分之二十，即一百八十萬元，其餘數目，由政府支
付。感謝神，這樣龐大的費用，很快便得到呂明才基金會呂高敏先生以個人名義鼎力支
持，慷慨捐出港幣一百六十萬元，承擔了建校的絕大部分費用。學校以紀念呂先生母親，
改名為「呂郭碧鳳中學」(簡稱「呂中」)。此外，除得主內兄姊及各基督教團體贊助外，
學校亦舉行了一連串特別募捐運動，如八零年內舉辦之「金磚運動」及「生中之夜」等。
至於委任則師方面，很快亦委得本港鄭漢鈞顧問工程師負責圖則及監督工程之進行。
一切似乎進行得相當順利。豈料當地契批出時，因地界修改及與隔鄰地段共用通道
問題，簽署手續便拖延至 1981 年尾才能完成。隨後即展開測量，探土及打樁等準備工程。
此時則師已數度完成圖則。其後當則師提出新的預算時，政府和我們都有點驚訝。
原來此時的建校預算由原先的九百萬元增至約一千八百萬，要比原來的超出一倍。對政
府來說，要撥出建校的津貼，遠遠超過最初 1979 年之前預算的數額；而我們所承擔的數
額，按百分之二十計為三百六十萬元。為此，政府不但向協會提出增加財政承諾的要求，
且還多次要求協會修改圖則，以減低建築成本。由於這些要求引致了不少書信來往和討
價還價，使建校計劃延誤了不少寶貴的時間，也拖慢了建校的進度。

感謝主恩！於 1984 年 4 月我們終於接到政府同意我們所提出的條件，撥款進行建校
工程。我們只需多付四十萬元，即二百二十萬元，約為全部建築及設備費用的百分之十
二。
經過一波三折之後，則師終於在 84 年尾完成招標手續，建校工程正式在 85 年 3 月
1 日開始。在則師的熱心努力監督下，工程進行得還算順利，雖有風雨的阻延，也能在
86 年 2 月 1 日舉行奠基禮，而學校的課室和特別室大樓也在同年 11 月開始使用。
另一方面，由於籌備搬入新校舍在即，呂中便於 1985 年秋暫借秀茂坪的香港在職教
師訓練班同學會校舍上課，於 1986 年 9 月才正式遷入新校。
至此便大功告成！雖然曾經困難重重，但神都帶領我們一一的經過，叫我們學習忍
耐和信心的功課。現在，矗立在人前的是一座意想不到的校舍：除了有操塲外，包括二

十四間課室、十三間特別室、和附建在頂樓的校長/校牧宿舍；還有能容納八百人的禮堂
和浸池等等。有關新生命教育協會建校委員會請參閱附件二。
隨著教育的需要，不同功能課室的要求，政府在 2004 年為呂中擴建了新翼大樓，成
為今天我們所見設備完善的校舍。新翼大樓啟用之日，由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李國生
先生及當時協會主席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客座教授彭孝忠博士舉行揭幕及奉獻禮，實在
見主恩滿溢。
歷任校監、校長的事奉

由生命英文中學到呂郭碧鳳中學，歷任校監：陳若敏博士、萬廣祥牧師、彭孝廉博
士、曾繼強先生及張賢生牧師都盡心盡力，躹躬盡瘁地秉持基督信仰，致力帶領學校培
養學生活出基督豐盛的生命，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學校發展至今，已經歷了六任的校長。彭孝廉校長實踐從神而來的異象，為生命英
文中學奠下穩碩的基礎，讓學校榮神益人，繼任的萬廣祥校長及孫國鈞校長都滿有基督
愛的心腸繼續讓學校行在主的旨意中，他們三人都不約而同的回應了主的呼召，繼續在
教會擔任牧養的工作而成為牧師。

繼任的石祥明校長，繼續以「辦教育，傳福音為己任」的信念，讓學生活在充滿愛
的校園氛圍中。1995 年接任的劉文輝校長，令呂中成為一所英文中學，更在福音事工上
造就了不少老師、同學踏上全職服侍的道路。
2013 年劉校長退休後，陳國強校長接任至今，繼續帶領師生去迎接時代對教育帶來
的衝擊，但協會深信神在掌管前路，只要我們一心信靠祂。

新生命福音堂的創立
為著秉承協會創立的首要目的，發展學校福音工作刻不容緩，
「協會」邀請觀塘宣道
會(簡稱「觀宣」)於學校內協助開辦教會。1986 年，30 多位弟兄姊妹隨張賢生傳道從「觀
宣」來到「呂中」，成立新生命福音堂(簡稱「福音堂」)，並由張傳道出任堂主任。

同年 7 月 25 日福音堂舉行了第一次團契聚會，並於次日在呂中音樂室舉行了第一次
主日崇拜，參與人數為 33 人。
福音堂成立後，傳道同工即時積極推行呂中學生福音工作，如舉辦冬令會、高低年
級學生團契，任教聖經科等。1990 年，首個以呂中學生為基礎的團契「以諾團契」正式
成立。
1994 年 2 月，高達成牧師接任為第二任堂主任，並繼續發展呂中學生福音工作。同
年暑假，福音堂與學園傳道會合作，在呂中校內舉辦短宣活動，向學生傳福音。短宣過
後，第二個學生團契「迦勒團契」亦正式成立，更多呂中學生得以認識福音，參與福音
堂聚會。
1996 年 4 月高牧師請辭，陳慧貞傳道被委任為代堂主任。2001 年 3 月，陳姑娘正式
成為第三任堂主任，並開始著手推行分區牧養，家庭區、長者區、青少區、兒童區、成
青區亦一步步建立。福音堂的牧養模式亦正式從以前由肢體負責的部長制轉為由同工負
責的區牧制。同工人數亦由最初 2-3 人逐漸增至 12-13 人。
2011 年 9 月，陳姑娘另有個人心志及異象，向協會及堂委會請辭。2012 年 4 月，由
何子僑長老接任，並於 7 月就任為福音堂第四任堂主任，福音堂訂立「成為大使命教會」
為目標，教導弟兄姊妹成為「佈道人」。

其後何長老因健康於 2017 年尾請辭，由陳志豪傳道於 2018 年 3 月 1 日上任為署理
堂主任，但是陳傳道上任不久，認為不合適而卸任署理堂主任一職。福音堂於招聘堂主
任期間，由張賢生牧師擔任代堂主任一職。協會經過多番禱告及等候後，余德新傳道於
2019 年 5 月上任為福音堂第六任堂主任。
余傳道上任後，適應教會內各項工作，又積極與學校商討開展學生及家長的福音工
作，為教會未來發展，展現了愛與活力的新氣象。福音堂成立以來，一直與學校合作無
間，堂主任既負責教會牧養工作，也一直在學校擔任校牧的角色，與老師一同在校內傳
福音，為學生的靈命栽培，盡心盡力，使校園營造了愛與關懷的氛圍。協會又全力支持
教會的事奉，一直有協會董事成為福音堂的堂委、關懷及協力發展福音的工作，在這三
十年來福音堂雖經歷了不少的改變，但神的恩典始終在當中顯現，是否要感謝祂呢？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創立
呂中成立後 13 年，協會希望能開辦多一所學校，提供優良的教育，同時傳揚主救人
的福音，免得虛度光陰，白佔地土！其實當時協會因發生特別情況，對申請不存一絲期
盼，但神還是幫助協會，竟然讓政府將屯門一中學校舍交給協會辦學。真的意料之外，
是否要感謝祂呢？
在看為無可能的情況下，協會雖然不配，政府竟然選中了我們，其實都是掌管一切
的神，選中了軟弱無力的協會，批准協會的申請，讓協會在 1999 年開辦平安福音中學(簡
稱「平中」)。是否要感謝祂呢？
校舍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協會得承諾支付九百萬元的開辦費。協會在人力、財力皆
薄弱，又沒有任何在背後支持的團體下，九百萬元雖不是天文數字，但要在數星期內籌
妥款額，確是一件不易的事。不承諾政府接辦，便失去辦學機會；承諾了，卻又不能如
期支付，到時貽笑大方，更有辱主名。當時我們開會又開會，籌算又籌算，禱告又禱告。
結果憑著信靠主的供應，在沒有財才的情況，正面回覆政府承諾。實不相瞞，當時協會
只存有約三十萬元。神給我們膽量踏出第一步，是否要感謝祂呢？

奇妙得很，說快不快，說慢不慢，承諾政府後約兩星期，全數九百萬元籌足，協會
看見神的供應，如釋重負。其實這是神在後面，動了極大的善工，感動了平安福音堂眾
弟兄姊妹，在極短的時間中，在無任何附帶條件之下，承諾財力上大力支持，得以成全。
是否要感謝祂呢？
協會和平安福音堂的眾弟兄姊妹一拍即合，在學校內，由平安福音堂建立南屯門平
安福音堂，而協會承諾配合，在校內及社區內傳福音。這是堂校福音工作上合作的明證，
特別是辦學團體與辦福音堂團體不屬同一機構，但在主的恩佑下，由開辦至今也能合作
無間，推廣福音事工，是否要感謝祂呢？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這校名，乍看之下，人們還以為是平安福音堂所
辦的學校，因為校名為平安福音中學，其實是協會辦的。就辦校而言，並不是平安福音
堂辦的，雖然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姊妹，多年來盡心竭力貢獻不少！奇妙得很，神感動協
會弟兄姊妹，一致通過命為「平安福音中學」這二而為一的命名，協會的祈盼是名副其

實！叫大家都體驗到其實在天國的事工，無分彼此，齊心努力！是否要感謝祂呢？

歷任校監、校長的事奉
平安福音中學坐落於屯門南面一個環境寧靜、毗鄰輕鐵站，交通方便，平中的校舍
十分寬敞，共有約 7400 平方米，這也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的。創校校監為彭孝忠博士
校長為黃啟康校長。於 1999 年 9 月 1 日舉行開學禮，開始時約有二百位中一學生 。於
2002 年，胡仰基先生接任為校監，並於 2006 年離任。由彭孝忠博士接任校監一職。於
2008 年，黃校長榮休，梁耀權校長接任。平中繼續發展，圖書館也在 2011 年落成 。於
2011 年彭孝忠博士御任，由楊炳光博士接任為校監，為過渡法團校董會作準備。於 2012
年度，法團校董會正式成立。
於 2015 年，梁校長榮休，由劉美姿校長接任。於 2016 年，楊博士移居加國，由協
會主席張賢生牧師接任校監至今。 學校走過 20 年飽歷主恩的歲月，蒙主差派忠心的校
監和校長服侍，為學校按主耶穌基督的教導培養學生作出的奉獻。平中在 2018 至 2019
學年慶祝 20 週年校慶，校監校董、歷任校長、教職員、十五屆校友、家長和教會牧者同
工一同回顧上帝在平中奇妙的作為。平中所走過的路都充滿祂的恩典。

南屯門平安福音堂史略
開校同時，崔康常博士與校牧蔡蔭強牧師一同在學校裡開荒建立了南屯門平安福音
堂。協會邀請平安福音堂提供校牧服務及在新校建立教會。
1999 年 9 月 5 日是南屯門平安福音堂創堂的崇拜，由平安福音堂願意來的 19 人在
學生活動室舉行第一次崇拜，校監彭孝忠博士也來參與及支持。教會與學校由頭一天開
始，都已經很重視互相的合作和伙伴的關係。第一年，我們還有林玉巧及李嘉雯兩位老
師在教會聚會，帶領學生福音果子參加教會聚會。

多年來教會的傳道及福音同工，都盡力參與學生的福音工作，例如福音組工作的籌
劃、福音週及跟進工作、團契事工、節日慶祝、營會、暑期活動、午飯時間的學生小組、
學生功課輔導、基督少年軍、各類典禮等。家長學堂也有教會同工及不少教會會友參與，
幫助家長的福音工作。二十年來，除了平中學生外，還有數十位家長信主並參加教會，

更有不少平中畢業生及教會會友進入平中服事及參與福音工作。

總結
協會由創立至今，50 年來，一直以傳福音為辦學宗旨。從協會所辦的呂中、平中、
新生命福音堂及與南屯門平安福音堂的合作，並當中的發展，均見證神同在、賜下無數
恩典和帶領。透過學校的佈道會，與及老師生命的見證，學生信主人數多不勝數，粗略
統計約 5000 人，尋回人生真正的意義。不但如此，當中有老師及學生委身，踏上宣教、
牧養之路，一生忠心侍主愛人，以報答神恩。粗略的估計，教職員當中有 30 位成為教牧、
宣教士及傳道同工，另外有約 40 位畢業同學同樣踏上全職事奉之路，真的要感謝祂！

願協會在神的帶領下，繼續在地上作鹽作光，堅守辦學宗旨，賜福給每位教職員及
學生。

腓立比書三：12-15「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
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
此指示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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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Rev. Joseph Tu

Joseph C. C. Tu (都乾初)

(Sd.) Lo Ka-cheung

Lo Ka-cheung (羅家祥)

(Sd.) Pang Hau Chung

Pang Hau-chung (彭孝忠)

(Sd.) Martin W. Lee

Martin W. Lee (李華成)

(Sd.) So Yan Lap

So Yan-lap (蘇恩立)

(Sd.) Yeung Jo Ling

Yeung Jo-ling (楊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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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Y. Chan (陳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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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生命教育協會建校委員會

首屆董事會組織

顧問：

滕近輝牧師

主席：

陳若敏博士

李啟榮牧師

副主席：

曾繼強先生

麥希捷律師

司庫：

陳鑑清先生

吳瑞三則師

書記：

丘日謙先生

桑安柱牧師

執行董事：

彭孝忠先生、屈烱城先生

委員：

金新宇教授
都乾初牧師

張賢生先生
校董會：

彭孝忠先生(主席)

吉兆頎牧師

陳若敏博士、萬廣祥校長

彭紹賢長老

陳鑑清先生、屈烱城先生

聶錦勳博士

曾繼強先生、彭孝廉博士

陳若敏博士
彭孝忠博士
楊祖靈先生
曾繼強先生
周錦華先生
彭孝廉博士
屈烱城先生
彭孝信先生
胡承華先生
曹美屏女士
李華成牧師
張信瑤女士
張賢生先生
黎樹濠校長
吳君才先生
陳慧筠女士
潘士達先生
陳鑑清先生
籌募小組： 陳若敏博士
彭孝信先生
屈烱城先生
楊祖靈先生
萬廣祥校長
陳慧筠女士
孫國鈞先生

附件三：歷任生命英文中學「生中」/呂郭碧鳳中學「呂中」校長
「生中」第一任校長

彭孝廉博士

1969 - 1978

「生中」第二任校長

萬廣祥先生

1978 - 1979

「生中」第三任校長

孫國鈞先生

1979 - 1983

石祥明先生

1983 - 1995

「呂中」第二任校長

劉文輝博士

1995 - 2013

「呂中」第三任校長

陳國強先生

2013 - 2020

「呂中」第四任校長

張

2020 - 現在

「生中」第四任校長
「呂中」第一任校長

豐先生

附件四：歷任平安福音中學校長
第一任校長

黃啟康先生

1999 - 2008

第二任校長

梁耀權先生

2008 - 2015

第三任校長

劉美姿女士

2015 - 現在

第一任堂主任

張賢生傳道

1986 - 1994

第二任堂主任

高達成牧師

1994 - 1996

陳慧貞姑娘(代堂主任)

1996 - 2001

陳慧貞姑娘

2001 - 2011

第四任堂主任

何子僑長老

2012 - 2017

第五任堂主任

陳志豪傳道(代堂主任)

2018 年 3-7 月

第六任堂主任

余德新傳道

2019- 2020

第七任堂主任

陳志豪傳道

2020- 2021

附件五：歷任新生命福音堂堂主任

第三任堂主任

附件六：南屯門平安福音堂牧師
第一任堂主任

蔡蔭強牧師

1999- 2020

附件七：歷任生命英文中學「生中」/呂郭碧鳳中學「呂中」校監

「生中」第一任校監

陳若敏博士

1969 - 1980

「生中」第二任校監

萬廣祥先生

1980 - 1981

陳若敏博士

1981 - 1989

「呂中」第二任校監

彭孝廉博士

1990 - 1995

「呂中」第三任校監

陳若敏博士

1995 - 1997

「呂中」第四任校監

彭孝廉博士

1997 - 1998

「呂中」第五任校監

曾繼強先生

1998 - 2016

「呂中」第六任校監

張賢生牧師

2016- 2020

「呂中」第七任校監

梁耀權先生

2020 - 現在

第一任校監

彭孝忠博士

1999 - 2002

第二任校監

胡仰基先生

2002 - 2006

第三任校監

彭孝忠博士

2006 - 2011

第四任校監

楊炳光博士

2011 - 2016

第五任校監

張賢生牧師

2016- 現在

「生中」第三任校監
「呂中」第一任校監

附件八：歷任平安福音中學校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