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History of UCC 
滙基書院的歷史 
 

1953 年 11 ⽉ 28 ⽇，遠東宣教會⽂⽟棠師⺟蒙神呼召，正式抵達香港，展開她的宣教⼯作。

同年 12 ⽉ 25 ⽇，香港⽯硤尾區突然發⽣有史以來最⼤規模的⼀場巨⼤火災，死傷無數。 

 

1954 年間，香港政府興建七層徒置⼤廈。⽂師⺟看⾒七樓天台

很適合⽤作孩⼦活動及開設天台⼩學，亦聯絡到⼤坑東房屋建

設事務的⼀位官員，竟然在⼀個⽉獲政府批出⼤坑東徒置區 F

座營辦天台⼩學，就是 1955 年開課的「頌恩⼩學」，共招收

了 300 位學⽣就讀，⽂師⺟更於週⽇晚上及主⽇為學⽣、家

長、⼤廈居⺠提供福⾳聚會、崇拜等活動，為上帝播下福⾳種

⼦。 

 

鑑於當時香港社會 15 歲以下的少年⼈失學問題嚴重，遠東宣教會於 1957 ⾄ 59 年間，向政

府提出撥地作為興建學校⽤途；1960 年更有美國總會 Dr. Erny 來港跟政府部⾨接觸溝通，

最終於 1962 年 8 ⽉ 14 ⽇，政府正式批准簽署撥地 25,828 ⽅呎予遠東宣教會，其中 19,364

呎由政府免費提供，⽤作興建學校（12 個課室）及醫療院⽤途，另外 6,464 呎則以呎價 7 美

元向政府購買，⽤作興建禮拜堂⽤途。 

 

1963 年 12 ⽉，頌恩⼩學正式遷往⼤坑東棠蔭街新落成的校舍，期間學⽣⼈數達 600 ⼈，⾄

1974 年 9 ⽉停辦，轉型為⼀所非牟利中學，名為「滙基書院」。1965 年，新落成的醫療院

訂名為「救恩醫療中⼼」，遠東宣教會特別撥款 35,000 作為開辦費，中⼼於 1965 年 10 ⽉

24 ⽇舉⾏奉獻禮，由 OMS 委任 Dr. Charles Omdal 及其太太 Johanna、Mrs. Erny、Miss 

Dorothy Backer 負責醫療中⼼之服務，⾄ 1971 年停辦。1966 年，宣教會⾸建之堂會「恩光

堂」易名「恩磐堂」，正式以⼤坑東棠蔭街七號新禮拜堂作為新基址，亦成為香港宣教會的

地標。同年 4 ⽉ 10 ⽇，香港宣教會正式成立，設總辦事處於棠蔭街七號三樓。 

 

1973 年春，國際宣教會黎家倫牧師和循理會麥華理牧師計劃改建頌恩⼩學為⼀所現代化中

學，經麥華理牧師的⽗親推介，他們前來香港邀請彭孝廉博⼠加入建校⾏列，並委任彭博⼠

為該校的創校校長，校監為註港宣教⼠ Rev. Grant Nealis（黎家倫牧師）。該校命名為「滙

基書院」（United Christian College），意指滙合了國際宣教協會、循理會差會、興學証基



 
 

協會及其他基督教⼈⼠所組成，並決定學校是⼀個獨立機構，由該校校董會全權負責學校運

作，可說是中外信徒合作的良好模式。 

 

1974 年 9 ⽉，滙基書院正式開課，當時只有頌恩⼩學⼀座校舍。兩年後，學校獲批加建兩座

校舍，可容納 1200 名學⽣，⽽建築費獲政府資助百分之⼋⼗四，餘下百分之⼗六須⾃⾏籌

款，約港幣 50 萬元。彭孝廉校長跟好友呂⾼敏先⽣分享這個建校計劃的需要，隨即獲呂先

⽣答允捐出 20 萬元，⼤⼤減輕籌款的負擔。呂⾼敏先⽣雖為⼀位商⼈，但卻非常關⼼學⽣

福⾳⼯作，對滙基書院的辦學⼯作有積極的影響。 

 

1976 年 10 ⽉ 6 ⽇，滙基書院舉⾏新校舍興建簽約典禮，由校監麥華利牧師代表校⽅與建築

公司簽訂合約。1977 年 4 ⽉ 2 ⽇，學校舉⾏新校舍奠基典禮，

由滕近輝牧師証道。同年 10 ⽉ 21 ⽇，滙基書院舉⾏獻校典

禮，據華僑⽇報報導，當⽇到場參觀中外⼈⼠達七百多⼈，亦

蒙浸會學院謝志偉院長以「⾃由與紀律」為題致詞，場⾯非常

熱鬧。 

 

1979 年，政府計劃讓按額資助學校轉型為津貼學校，增加對學

校的資助。滙基書院校董會經過六個⽉的商討和禱告，在經濟

需要以及辦學理想的兩難之間作出抉擇，堅持原來的辦學原

則，放棄轉為津貼學校的機會。此時此刻的滙基，更不容不倚

靠⼤能的上帝。⽽這個決定，亦成為眾主內⼈⼠的⾒証，使滙基獲得有異象的老師以及充裕

的財⼒。學校由最初 300 ⼈增⾄逾千⼈，每年歸主學⽣數以百計，不少學⽣於在旁的恩磐堂

聚會、成長，當中包括現任恩磐堂堂主任陳建超牧師。 

 

1982 年起，滙基書院特別為非華語學⽣增設英語授課班（ESS），計劃負責⼈為 Mr. David 

Aufrance，即後來擔任國際宣教協會註港負責⼈歐萬斯牧師，此課程⼀直到 1998 年香港⺟

語教學政策實施後被迫停辦。 

 

1985 年 9 ⽉，彭孝廉校長離任，由杜枝⽣博⼠接任，主理校政，把滙基書院更進⼀步建立起

來，⾜⾒主恩豐盛。⽽彭博⼠亦隨即開展基督教教育研究院（RICE）的新⼯作，獲委任為創

院院長，致⼒按照聖經立場研究教育及培訓老師。研究院初期沒有⾃⼰的院址，只有使⽤興

學証基協會辦公室上課。然⽽神早知道這個需要，以國際宣教協會於 1962 年向政府購買的

⼀幅⼟地，由國際宣教協會、興學証基協會以及滙基書院組成建設委員會，於 1987 年籌劃



 
 

合作興建⼀座樓⾼九層的「基督教教育中⼼」。籌建這座建築物的經費⾸先獲林定波先⽣以

及呂⾼敏先⽣捐出巨款，其後更獲呂明才基⾦會董事呂⾼⽂先⽣的鼎⼒⽀持，籌款任務最終

順利完成。1989 年春，基督教教育中⼼落成，5 ⽉裝修⼯程完竣，於 6 ⽉ 1 ⽇正式啟⽤。當

時正值中國發⽣⼋九學⽣⺠主運動，讓彭孝廉博⼠等⼈更感到研究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 

2002 年，滙基書院有限公司獲政府批出觀塘利安⾥ 2 號⼟地，營辦⼀所基督教直資男女中

學，並委任杜枝⽣博⼠為創校校長、連同七位老師，秉著滙基書院的辦學理念組成創校團

隊，學校命名為「滙基書院（東九⿓）」，於 2003 年 9 ⽉正式開課。這⼀年，杜枝⽣博⼠

同時出任兩所滙基書院校長，並帶領滙基書院慶祝三⼗周年校慶。2004 年 9 ⽉，陳友志副

校長正式接任為滙基書院第三任校長。同時，鄭建德老師擢升為滙基書院（東九⿓）副校

長。 

 

2014 年 7 ⽉，杜枝⽣校長正式退休，結束他在滙基這個⼤家庭超過 30 年的事奉，辦學團體

特意頒發「榮譽退休校長」⼀銜，以表揚杜枝⽣校長對兩所滙基書院的貢獻。蒙神呼召，杜

枝⽣博⼠獲基督教滙基堂按立為牧師，並於 9 ⽉前往加拿⼤多倫多証道浸信會（美麗徑）出

任堂主任牧師。⽽滙基書院（東九⿓）則由創校團隊成員鄭建德博⼠接任為第⼆任校長⾄

今。 

 

2019 年，是滙基書院創校 45 週年，⼀眾滙基⼈帶著興奮的⼼情同頌主恩。同年 8 ⽉，陳友

志校長正式離任，完成他⼀⽣在滙基書院的教育使命。2019 年 9 ⽉，劉振華校友正式接任為

滙基書院第四任校長，劉校長於 1994 年畢業，1997 年⼤學畢業後隨即返回滙基書院成為老

師，2003 年獲委任為滙基書院（東九⿓）的創校團隊其中⼀位成員，⾄ 2019 年 8 ⽉。 

 

2020 年 7 ⽉，學校申請教育局重置校舍計劃，並於 2021 年 3 ⽉ 26 ⽇正式收到成功獲批新

校舍的消息。新校舍位於九⿓觀塘宏照道新發展⽤地，毗鄰啟德發展區，占地約 7000 平⽅

⽶，預計 2025 年第⼆季竣⼯。感謝天⽗的恩典和慈愛，⼀直帥領滙基走過每⼀個階段，特

別感謝滙基的歷任校監、校董、校長及教職員的貢獻，亦要感謝各⽅同道⼀直的⿎勵、幫助

和代禱，成就了今天的滙基。滙基定必不負所望、努⼒不懈，讓學⽣繼續得到優質基督教教

育的美好栽培，發揚「明道、尚主、勤學、立德」的精神，並服務社區，榮耀主名！ 

 

 

 

  



 
 
The Mission of UCC 
滙基書院的辦學使命 
 

Under the belief that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belong to the Lord and our Saviour solely 

is deserving of our praise and worship, forever and ever”, a group of dedicated 

Christian teachers are drawn together. Abiding in the Truth of the Scriptures and 

spurred on by the love of God, they aim to provide holistic quality Christian educa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Guided by the Motto “Understanding truth, Pursuing God, Developing diligence and 

Cultivating Virtue”, they give their best to inculcate in every student to be good citizens 

in society, zealous warriors for Christ, passionate in devotion to glorifying God, and 

passing on the torch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United as one, they promulgate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UCC. 

 
以「才幹知識永屬主，獨有救主永受尊崇」的信念，滙聚了⼀班委⾝的基督徒教師，秉著神

的愛及聖經的真理，為下⼀代提供優質基督教全⼈教育。以校訓「明道．尚主．勤學．立

德」，致⼒培育每⼀位學⽣畢業後成為社會的良好公⺠、基督的精兵，靠主定意、熱⼼努

⼒、為主發光，並要薪火相傳，上下同⼼發揚滙基精神及⽂化。 

 

The Vision of UCC 
滙基書院的願景 
 

Every UCCian, notwithstanding teacher or student, or the number of years here, will 

commonly agree that UCC is truly an awesome place. 
 

每⼀位老師、學⽣，不論在滙基留多久，當離開時都同意這是⼀間最好的學校，並繼續發揮

所長，造福社群。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UCC  

滙基精神及⽂化 

 

With almost 50 years of history, UCC has a treasure of fine traditions behind us. Our 

founders and former principals have set very clear visions and objectives. What makes 

UCC unique? What sets us apart from other schools? I believe that through this 

exercise of writing up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UCC, we shall be able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nd build up a stronger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is UCC family. 

1. Committed to serving Christ, illuminating light for the Lord 

2. Together as one, passing on one’s Calling  

3. Zealous in service, concern for social concerns  

4. Passion and diligence in learning 

5. Sincerity, humility and simplicity 

6. Initiative and boldness in innovation  

7. Respectful towards teachers and being friends to each other 

 

滙基創校⾄今快到半個世紀，擁有獨特、寶貴的傳統。到底，滙基有何獨特之處？跟其他學

校有甚麼分別？透過撰寫「滙基精神及⽂化」讓我們找到答案，同時亦加強滙基⼈對這個家

的歸屬感。 

1、委⾝基督、為主作光 

2、上下同⼼、傳承使命 

3、熱⼼服務、關⼼社會 

4、熱愛、勤奮學習 

5、真誠、謙卑、純樸 

6、敢於嘗試、創新 

7、尊師重道、亦師亦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