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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主日崇拜之前，總會走過大門的小花

園，步上聖殿然後到達後座三樓的詩班

室，沿途會看到陳舊建築物中很多破落的地方。心裏

很感激很多弟兄姐妹努力地為維修這個建築物舉行過

無數次的籌款活動。大家都極冀望能夠為這個建築物

營造出一個煥然一新的局面。可是，除了這些煩瑣的

修葺工作，我們還有其他未克盡力的地方嗎？

在年初的退修會中，牧者、執事、值理們聚首

一堂，回顧本堂過往的景況之餘，更探索了深愛堂未

來需要關注和鞏固的地方，其後也將當日的討論整理

並刊登於今年三月的通訊中。這份報告並不是一切的

總結，也不應是我們停步的地方，因為我們需要繼續

問，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

因應發展的需要，牧師、執事和堂職員們初步規

劃了未來事工的組織架構，冀望以不同分工架構，就

教會需要關顧的範疇，作出適切的探討及訂立執行的

步驟，並且已公開邀

請信徒出席簡介會，

冀望整個集思的過

程，令更多弟兄姐妹

認同並參與當中，一

起建立我們的家。

每一個新的計

劃總會帶來不少疑

問，有人擔心教會走

向事工化的歧路；

有人憂慮只把眼光

放在發展改革上，

可會不切實際地忽

略了當下的困難處

境；有人疑惑新架構的效用，是否只是新瓶舊酒，架

床叠屋的表面工夫；甚至有人害怕我們把組織代替了

上帝，把事工代替了關懷。當然，這一切的疑問都有

其適切性，也是值得在發展過程中留意的，但可以釋

疑的是，整個規劃的動機，絕不是要交出一份課堂的

作業；不是憑空跟隨一個理想原型所想像出來的一個

計劃；相反地這是依據深愛堂當下的光景所規劃出來

的一份方案，如能加上弟兄姐妹的參與，針對當前教

會的需要，作出適切的回應，使制定出來的事工變得

更貼地，避開只是服膺於個人意志而執行的陷阱，把

深愛堂建設成為一所神所喜悅的教會。

所以我要重申的是，整個架構的重點仍然是在參

與的弟兄姊妹身上，架構只是讓人更清晰知道他參與

其中的責任和範疇。而人的參與態度和投入程度，往

往就是決定成敗之關鍵所在。

回顧深愛堂的情況，也許我們可以繼續以一貫的

步伐走下去；也許目前已經是我們能夠付出的所有，

特稿 與主同行、求主開路！ 岑祖榮

堂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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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覊絆實在令人身不由己；也許我們會怕力不從

心；也許我們在跌宕起伏中感到灰心，人算甚麽，還是

韜光養晦較為合意，就讓自已成為一個心靈支持者，在

禱告中紀念這一切便夠了。

舊約聖經以斯帖的故事，很值得今天處身深愛堂

的我們一起反省：猶太女子以斯帖貴為波斯王后，處身

於皇宮內苑中，正當猶太民族陷身於滅族之禍時，她的

堂兄末底改要求她晉見波斯王，想法拯救族人於危難之

中。就在以斯帖猶豫之際，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最

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

現今的機會嗎？」（以斯帖記4:14）

讓我們回到深愛堂這個教會中，也許我們會感到不

甘心，又或有無盡感覺不

爽的地方。究竟今天我們

要如何把這個125年歷史

的教會傳承下去？因著上

主的保守帶領，讓我們擁

有不同的才幹和經驗，難

道不也是為了回應今天

教會的需要嗎？我們可否

拋開猶豫，在聖靈的光照

下，為我們屬靈的家，為

上主的國度作出回應？求

主開路。

今期因陳牧師公務繁忙，「牧師的話」暫停一次。適藉5月28日堂慶聚餐後，本堂舉行

了「事工發展交流分享會」，因此特邀堂會主席岑祖榮弟兄，分享他在推動重組本

堂未來事工的組織架構時的心路歷程。盼望更多弟兄姊妹在聖靈的感動下，大發熱心，為

本堂的未來多多仰望神並懇切禱告。詩篇33:16-18是對今天關心深愛堂的人適切的提醒：

	
16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17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18 看哪，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求主保守每一個信徒的心，叫我們無論面對什麼困難，都不要忘記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個信徒，最後因

認出路上一直同行的耶穌而重拾盼望、重新得力。

感謝蔣佩玲姊妹和黃麗貞姊妹在上完了陳牧師主講的「生命教育」課程後，在「信仰園地」坦誠分享

面對人生起伏的反思。

《深愛通訊》的出版，不是為了點綴教會的門面，也不會為教會帶來經濟效益，而是扮演橋樑的角

色：希望有助增進信徒之間、信徒與牧者和長執之間的連繫，甚至可以間接促進人、神之間的互動。

衷心鼓勵大家抽空閱讀《深愛通訊》，並不吝賜教。更歡迎大家執筆投稿，與更多人分享自己的信仰

生命反思。不要小看你的分享，因為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神會使用你的分享，讓別人因共鳴而產生對

主的渴慕。你也可以向我們提出需要代禱的人和事，這也是對弟兄姊妹的一種關顧。若與個人私隱有

關，請務必先徵得當事人同意。

溫馨提一提：截稿日期是每月的第二主日，可電郵徐牧師	jcchui123@yahoo.com.hk。謝謝。

致歉啟事

上一期的「信仰園地」，因編輯大意，把郭黃惠儀執事在5月號的大作其中兩段，誤放在上一期孔鎮

江弟兄「賜我們年輕的心」一文的篇末，已向兩位兄姊致歉，也在此公開致歉及澄清。更正版已上載

到本堂網頁，歡迎下載。



《生命教育》學習心得
黃麗貞
詩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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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未上此課程之前，我以為《生命教育》

是一個鼓舞激勵意志的課程。但上課後，

才知道導師陳嘉恩牧師透過教材講義、短片及講

解，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讓學員進行自我反思，

了解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培養正面積極和更美好

豐盛的人生觀。此外，導師也透過課材及他個人

的人生經驗來施教，加上具體的例子，倍感受

用。這個課程啟發了我新的思維，探討身、心、

靈健康成長，規劃生命的藍圖。

我能夠在香港出生與成長，是很幸福的事。

一直以來，上天對我很好，有父母姊妹之愛，有

機會接受好的教育，成長後積極工作。我以往一

般只會想未來3-5年內的計劃，人生旅途沒有太

大的規劃，只是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盡責做好

手上的事。這樣便匆匆過了半百日子，但從未想

到自己人生的盡頭，因為覺得是很遙遠的事。根

據一些統計，香港女性是世界最長壽的人，平均

有86歲，因此自己應仍有20-30年的生活。這個

課程令我開始想遠一點：有什麼是自己希望，但

未完成的呢？往後的日子是否可以達成呢？無論

上半生過得如何，下半場人生自己依然可以努力

面對。既然人生的成敗不在於已擁有什麼，那麼

我還有什麼更有意義的追求呢？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明白，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經階段；而悲、歡、離、合，也是豐富

人生情感的經歷，幫助我們學習如何面對生命的

苦難、疾病、死亡。有信仰的人，無論是什麼宗

教，對於死亡的看法是另一新生命的開始。對於

像我這個以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死亡只是一個

句號，表示一切在世的活動全部停止結束了。

自從2010年開始認識了主，主所賜給我的

一切，令我明白有安穩的生活，不是必然的。生

命可以像鹽那麼微細，但仍可盡力發光發熱，讓

生命活得豐盛，更可以為自己和別人建設美好

的世界。在世

的時候能夠立

功、立德、或

留下一字一句

金石良言，把

知識和經驗都

留給後人，成

為有價值的參

考，使人記得

你，好像生命

仍然在燃燒。

近期的新聞熱題「捐贈器官」，有互不相

識的人，願意捐出部分的器官，希望救活另一個

人，無私的愛心，使我們非常感動。上帝造人的

時候，沒有白紙黑字寫上我們要做什麼，全因憑

著給了我們豐富的感官，令我們每天有思考、有

進步，更因著愛而決定做些什麼，和如何做。這

才算是人生真正的財富，我們都能對生命負責，

努力散發生命光芒，才不會在這世界白走一趟！

今天，很多人常常說「活在當下」，就是

追求物質與享樂的生活，可是，這真的是「活在

當下」的意思嗎	?	多年前，有一位老師向我推

薦《禮物》這本書，其中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握在手裏最親切的賞賜，任何一刻可以運用

當下的力量，愛你的身邊的人。接受失敗、面對

挑戰、接受痛苦。以愛去掌握當下生命，每一件

事情都以樂觀的態度和感受面對，要懂得惜福、

緣份、永恆和感恩。從而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切

──珍惜每一天，愛惜眼前人，愛自己及身邊的

一切，更欣賞讚美造物主賜給我們的大地。

願意與大家分享這段文字背後的生活態度：

珍惜一切、向主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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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再思                       蔣佩玲
資深教友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只能面對，而不是怨天尤人。

兩年前因胸椎劇痛而進行了磁力共振掃描，不幸被確診患上了近末期	3B	乳癌，醫生估計我大約只能

多活三至五年。當我得知結果時，我先給自己時間冷靜，然後才

告知家人我的病情，跟著轉告牧師等。

在進行各種療程中，我一直保持樂觀態度。手術前，我先

向家人作了一個頗詳盡的交代。比方我留下物品的分配、身後事

的安排等等。感謝主，當我完成了一切的安排後，我感到如釋重

負，非常輕鬆。在我餘下的日子裡，我會更珍惜和家人共聚，參

與朋友活動，以生命影響生命，希望可以幫到人，若然可能，也

會作一次較長時間的旅遊。

人誰無死，只要能活得開心和有意義，生命的長短已不重要了。

台灣、新加坡婦女探訪教會有感

今天有幾位台灣、新加坡婦女探訪教會，與我們一起崇拜，用膳，交流分享了一個下午。新加坡姊妹分享

了她們教會如何支援有需要的婦女，包括情感支援、探訪等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原來在新加坡不可

以在街上佈道，所以他們會走入人群，走入社區跟群眾一起玩、一起學習分享基督的愛。

另一位台灣原住民阿布絲牧師說：「我們布農族沒有『孤兒』這個詞存在，因為我們是一體的。在我們的

部落中，大家很注重群體關係，如果你家有事，也是我家的事。我小時候，爸媽也要出外工作，我們不會沒

有飯吃，鄰家的人會照顧我們，給我們吃的。我從小就被教導在群體中生活，互相合作。從我爺爺那兒我們

學會，一代傳一代，所以現在我也要教我們的年青人，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不可失傳。

我們教會人很少，即使動員婦女工作也不夠人手，但我們會聯繫其他教會的婦女一起工作。我們沒有太強

的個人觀念，凡事都會想到要團結才有力量，因為一個人可以做的很少，必須與人合作，才能走得更遠。」

最後牧師跟我們說了一句布農族語

「咪乎咪撒」，意即好好呼吸、好好

活著的意思。

人真的不能只有自己，再強的人也

有需要其他人的時候，也有被愛的需

要。上帝造人，不只造一個，祂要我

們學習如何去分享、分擔，去愛和被

愛是人一生要學習的功課。

活著真好，只有活著才能發現更

多生命的美好。很多時候，我們都被

忙碌的生活淹沒，看不到更重要的東

西。活著，就是好好呼吸，感受自己的活著，無怨無悔地踏實生活，活出有愛的人生！

任婉嫺
青年區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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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陳牧師到慈氏護養院探訪教友潘信光弟兄

2. 5月21日王黃苑芳執事在主日崇拜為慶祝125周年																					

作感恩分享

3. 5月28日本堂125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本會總幹事蘇成

溢牧師蒞臨講道

4.	崇拜後全堂大合照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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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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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月4日陳牧師主領的《2017信徒培訓

課程》開課

2.	 陳牧師與銘賢家長小組聚會

3. 深愛同學會舉辦《糉有你愛工作坊》教

授學員包糉，並把製成品義賣為本堂修

葺籌款。

6月2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禮
4.	 陳牧師榮獲導師長期服務獎（十年）

5.	 本堂榮獲卓越機構獎（服務與支援），

幹事吳小姐代表上台領獎。

6.	 師生大合照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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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堂興趣班：《園藝治療工作坊：

生命無限》，導師為本堂教友任婉

嫺姊妹。同學製作多肉小盆栽。

2.      本堂興趣班：《趣味剪紙》

3.      本堂興趣班：《書法入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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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月12日本堂幼稚園高班幼兒參觀石硤尾公共圖書館

2. 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當日幼兒透過短片、舞蹈及遊戲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

1

2



關心肢體及教會事工

1.	 為身體軟弱及心靈有重擔的弟兄姊妹

禱告，願主看顧及堅固他們的信心，

安排最適合的醫護人員及藥物給他

們。也為張天庇弟兄、蔣佩玲姊妹、

劉譚展合姊妹、沈秀顏姊妹和任李松

姊妹的康復禱告。

2.	 為招聘主力負責校牧事工及青少年牧

養之宣教師代禱，願主預備合適的人

選。

3.	 為參加「禱告的真諦與實踐」的學員

禱告，願上主堅固眾人禱告的心志，

藉禱告與神更親近，並實踐成為代禱

勇士。

4.	 為暑期各項活動之籌備工作禱告，包

括：青少年夏令會、兒童暑期聖經班

及其他活動，願主加力，藉各項事工

使參加者得造就。

5.	 為《深愛通訊》編委會成員禱告，願

透過文字工作之事奉，成為建立造就

弟兄姊妹之橋樑。

6.	 為125周年堂慶特刊小組正積極籌備

出版特刊祈禱，願主引領及保守他們

約稿、編輯、設計及校對等事宜。

7.	 為銘賢書院9位家長完成「青少年心

理學初探」課程感恩。各家長表示深

得造就，並決定每月舉行小組關懷分

享聚會。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現屆政府大量銷毀檔案，引起大眾關注，香港

需要立法保護檔案，保存歷史，求上主憐憫。

2.	 打工仔等候五年的標準工時立法願望落空。日

前政府建議立法制定「合約工時」，只要求

於合約中列明工時及加班補水不得少於原有薪

酬，而且只涵蓋月薪低於一萬一千元的僱員，

令超過八成的打工仔不受保障。標準工時是已

發展地區中保障工人權益的基本要求，求主教

導我們如何推動政府善用其權責，令市民活得

有尊嚴，生活有保障。

世界

1.	 歐洲各國恐怖襲擊不斷，最近更漫延至中東的

伊朗，令人感到危機四伏。求主賜下平安，並

感動各國政府反思執政的價值觀和大方向，不

要忽視不公義的內政與國際恐襲的關係，因為

不公義的政策會使民不聊生、罪惡滋生，更使

人性漸漸扭曲，最終造成對生命的瘋狂襲擊，

包括不惜與人同歸於盡。求主憐憫。

2.	 倫敦發生嚴重大火災，一幢大廈焚燒超過一日

後才熄滅，據報有超過七十人喪生。大火快速

擴散的原因是外牆使用了易燃的物料，而且附

近未有類似高度的大廈令救火出現困難。願死

者安息；相關部門亦要徹查大火起因，避免悲

劇再次發生。

3. 中國新的《網路安全法》於今年6月1日生效，

加上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CAC)上月頒

佈的管理辦法，其中包括針對新聞報導和評

論，將使中國這個已經是世界上最受嚴控的網

路環境進一步收緊。中國領導人試圖使網路新

聞產業與國內的紙媒體和廣播電視媒體更加保

持一致，而這些傳統媒體全部都歸黨和政府所

有，求上主公義彰顯及憐憫幫助。

4.	 端午剛過，寒衣入籠，只是當下氣候反常，古

老智慧與經驗已不再合用，且見木棉遲了整整

一個月至五月底才落絮，彷如大自然對人類的

警告，紊亂和極端反常的氣候，乃始於人類對

自然生態的破壞，終亦由當代與未來世代的人

類來承受惡果！願人類反思反省，竭力重建與

上主創造萬有的共享、共存空間。深愛通訊2017年7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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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消息
5月28日(主日)	堂慶聚餐後，本堂舉行「事工發展交流分享會」，出席
者就本堂未來事工的組織架構重組作出寶貴交流。期望弟兄姊妹為此深
切祈禱，積極參與，一起建立深愛堂的未來。

2.	 《2016年報》
已經出版，並派到弟兄姊妹的信格內，聖殿接待處亦有擺放，歡迎取閱。

3.	 信徒培訓課程：「禱告的真諦與實踐」
已於6月4日開課，有興趣加入者仍可報名。詳情請看之前的通訊。

4.	 「出埃及記」查經班──7月9日（第二主日）下午2:00三樓詩班室

5.	 祈禱會──7月16日（第三主日）崇拜後三樓詩班室

6.	 青年敬拜──7月22日（第四個星期六）下午4:00後座二樓

7.	 《深愛同學會》於5月19日《糉有你愛工作坊》為建築物修葺共籌得$2,390。

興趣班	(查詢及報名可聯絡幹事吳小姐Jessica，課程內容請參閱海報及小冊子)

1.	 《書法班2》
日期：6/7-10/8	(逢星期四，共6堂)						時間：下午2時-3時　　地點：本堂課室　　　
費用：$350	(包材料費)																自備物品：毛巾1條及枱墊1張
課程內容：楷書永字八法及自選唐詩乙首	
導師：周笑珍女士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對象：曾習《書法入門》為佳，也可接受少量初學者報讀

2.	 《趣味剪紙2》
日期：6/7- 10/8 (逢星期四，共6堂)　				時間：下午3時半-4時半		地點：本堂課室
費用：$350（包材料費）　　											自備物品：較剪1把及釘書機1個
導師：周笑珍女士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對象：曾習《剪紙基礎班》為佳，也可接受1-2位初學者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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