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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不能像名佈道家叫成千上萬的人歸主，可是

每個信徒都有能力，個別的將福音與人分享。從約翰

福音4:1-30的個案研究，我們可學習一些個人佈道的

原則。

（一）主動接觸 (3-4節)

 耶穌單為著一個婦人，不理會當時的種族歧

視，卻看重靈魂的寶貴，不辭勞苦的主動接觸人。在

我們周圍也有很多人需要我們主動的接觸和關心。

（二）建立關係 (7節)

 耶穌以求助入手建立接觸點，求水喝表現主

的謙虛和人性，並不急忙傳福音。首先取得對方的信

任和好感，化解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圍牆。

（三）智慧回答 (9-12節)

 當婦人提出種族的疑難，耶穌沒有和她辯

論，反而引起她繼續探索信仰的興趣。不但沒有離

題，也正面回答她真正的問題，並且是雙向的溝通。

（四）針對需要 (13-15節)

 婦人實不願意在烈日打水，耶穌把握時機，

就地取材，在井旁最適切的話題就是「活水」，可滿

足她靈魂深處的饑渴。要洞察敏銳慕道者的需要，誠

懇的關心。

（五）不變福音 (16-18節)

 耶穌指出婦人對婚姻的不忠，一針見血，沒

有迴避她的罪。傳講不變的福音，使人知罪悔改。傳

講方式可千變萬化，唯有古舊福音內容永不變更。

（六）避免拖延 (20-23節)

 婦人提出新的疑問以扯開話題，不願正視本

身的光景。然而耶穌再一次澄清並化解她的問題，不

讓她推卻和拖延。找出人不肯信的原因，適切地回應

是重要的。

（七）聖靈動工 (9、15、19、25節)

 透過耶穌關切的懇談及聖靈動工，婦人逐漸

改變對耶穌的認識。由最初不屑一顧的「猶太人」，

到「先生」，更進一步稱耶穌為「先知」，最後認信

「莫非這就是基督麼！」並非靠我們的口才或技巧叫

入歸信，乃是聖靈的感動叫人心回轉。

 由近到遠，請先為你未認識基督的家人、親

友、同事、同學和鄰舍禱告，同時開始關心他們。聖

靈會引導及賜你力量成為福音使者，使別人從你見耶

穌。

個人佈道的裝備
陳嘉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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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硤尾社區歷史導賞團分享

前言

7月9日本堂邀請香港公民為本堂舉行「石硤尾社區歷史導賞團」，謝謝四位保羅團弟兄的慷慨分享。

梁以正

導賞團令我更了解石硤尾的歷史，亦令我對以前

在石硤尾生活的人多了一點認識。雖然我沒有任

何發人深省的反思，但對自己在這裡出生和成長

的地方，有更多的了解，更為我增添了一份曾經

在這個社區活過的感覺。不得不感慨以前人與人

之間的連繫非常的緊密，相比起現在鄰舍之間不

多的來往，實在令人感到可惜。

江學智 (义子)

深愛堂熱衷關心社區的傳統，相信我們耳熟能

詳，但來到今天能否堅持下去，就看我們如何

將之承傳。當日參加導賞團的有不同年齡的深

愛人，以青年為眾。

 

整個導賞團行程包括大坑西、南山、大坑東、

聖方濟各堂再回到深愛堂。當中介紹了大坑

東邨的街坊如何組織民間團體回應邨內不同訴

求；聖方濟各堂的儲蓄互助社如何自己經濟自

己救；和深水埗教會曾經推動合一事工連結堂

會的力量等等。不同的社群都盛載著他們的歷

史，當中深愛堂六、七十年代的社區關懷歷史

更令人津津樂道。一直聽著導遊講述的故事，

思索到今天的社區可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甚

至更嚴峻的新議程，例如地產商借大坑西重建

將之發展為私人屋苑；政府不斷興建新公屋卻

未能同時增加足夠的社區設施等等。今天教會

不能單單以社福機構自居，像五、六十年代開

始派奶粉、派毛氈和提供自修室等服務，都不

足以回應社區的訴求。關心社區的路如何走下

去，實在需要我們好好反思。

 

教會與社區的關係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地理

上兩者只是一閘之隔，實際上兩者互相補全，

能夠認識社區的歷史與發展，讓我們更能夠回

應社區上的真正需要。

李智浩 (浩子)

感恩深愛是對社會開放的教會。

香港公民的朋友為深愛人舉行石硤尾導賞團。當

日遊走傳聞要被清拆的大坑西新邨。這特別經

營的房屋在香港碩果僅存，但卻為無數有需要的

居民帶來廉宜的房屋。另一探訪的地點是深社協  

（編者按：即深水埗社區協會），藉由現任總幹

事的分享，知道協會縱使曾經有分裂、有難關，

但仍然保持為石硤尾居民服務的心。

過去的深愛堂，從長輩口中得悉，亦是熱切關心

社會的群體。隨著時光的流逝，愈來愈淡化的人

情、關愛、無私奉獻，教會應如何保持，如何不

要被世界同化？我相信以上都是信徒應走的路，

該活出的道。求神讓深愛人都能作關懷社區的先

驅者，作真理的實行者。

再次感恩深愛是對社會開放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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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康程 (Veon)

起初，我並非很想參加石硤尾導賞團，因為自問

在這一區長大，雖然算不上瞭如指掌，但都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所以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參加過後，我才發現自己的眼光過於狹隘，平

日因為上學、吃飯的緣故，匆匆出入石硤尾，

沒有仔細理解這一區的文化特色和歷史背景，今

次活動令我眼界大開。我們一行人參觀了大坑西

邨，對年長的人而言有很多回憶，於我而言則令

我好奇昔日的建設。那條懷舊的垃圾槽，為邨民

的日常生活帶來方便。

及後，我們去了深社協（編者按：即深水埗社區

協會）和民協議員辦事處，認識兩者之間對服務

居民的不同──深社協以服務支援有需要的市民

為己任，而民協辦事處則透過立法會或社會行動

來爭取政府改變初衷。不管如何，我希望兩者能

夠互相尊重理解，團結一致，香港人才有出路。

最後，我們到了聖德肋撒堂參觀，當中有一個聚

財借錢互助的方法，本來我對借錢有一個壞印

象，但今次卻令我眼前一亮，大家將錢存入儲蓄

互助社，有需要才取，做到互相幫助，也符合基

督的精神。

最後我十分感恩能夠參與這次活動，認識了石硤

尾區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期待再有下一次的活

動，令我可以認識和體會更多。

續上期「視障人士分享分流會之後…」

編者按：抱歉上期遺漏了Veon的分享，今期補載，已向Veon致歉。

梁康程 (Veon)

今次視障人士分享交流會令我有所啟發，了解到視障人士的需要和不同持分者的看法。對於減速坡

的用途，從前我是沒有理會的，但原來能夠令視障人士安心過馬路，減少意外發生。此外，對於在

偉智街加建紅綠燈，對我造成不便，因為要等綠燈才能過馬路，覺得多此一舉；但明白了對視障人

士的好處，令他們安全一點後，我願意配合。世事本來就沒有絕對，我們需要站在其他角度去看，

才能夠減少埋怨和紛爭，尋求和平的出路。求主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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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付出、勇敢去愛 任婉嫺

青年區導師

2005年，宣教士Irene Ermino獨自在菲律賓巴拉

望小島的山區，開始這個服侍原住民的事工。當

初只有兩個原住民小孩，幾經艱難走到今天有

六、七十個山區孩子曾經在這裡成長，有的已

為人父母、有的大學畢業，有的找到自己理想的

工作，更有的熱心參與侍奉中。事工從開始時

只有一間簡陋的房舍，到今天男、女生各有自

己的宿舍和教會。每個星期都會探訪農場附近的

家庭，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每個月更有

outreach（編者按：即外展事工），到更偏遠的

山區服侍貧困的原住民。這一切都是持久的戰鬥

和對上主的信心回應。這次本來沒有什麼特別

任務，但想不到，大家對我分享的信息有很大回

響，他們感到很大的鼓舞。更感動的是可以在前

線宣教士最無助時，陪伴支持她。真的只要願意

走出去，上帝會使用每一個微小的服侍！

離開前跟宣教士提起往事，五年前我們還在舊居

討論新農場的建築，大家對一千平方米的面積完

全沒有概念，在畫紙上大概的畫著草圖，談論著

男、女的宿舍、教會、起居室、溫習室及農場的

分佈。回想起來，一切就像做夢似的發生了。我

只是眾多弟兄姊妹中的一個，在後方代禱、支援

和協調，靠大家同心支持對方，分享著彼此的困

難才能有力的走下去。

由始至終都沒有任何固定的收入，每一天、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向前走，往往在用盡手上最後一分

錢的時候，上帝的供應便會到來。每次到危急關

頭便再一次考驗人對主的信心。這十多年來目睹

及參與這一切的出現和看到孩子的成長，讓我很

真實的活著和經歷上帝的臨在。感謝過去朋友們

的支持、愛心的奉獻、在代禱中的記念，上帝會

使用我們每個人點點的付出。我深深體會到生命

實在很美好，世界實在很大，那怕只是片言隻

語，一杯涼水也能在別人最需要時帶來意想不到

的效果。

勇敢付出、勇敢去愛。
不要猶豫，一起努力吧！
尋找屬於自己的美好。

宣教士Irene Ermino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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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首頁是陳牧師的「牧師的話」：「個人佈道的裝備」。盼望更多弟兄姊妹能夠

因著陳牧師的教導及勉勵，相信「聖靈會引導及賜你力量成為福音使者，使別人從

你見耶穌。」願一切榮耀都歸給我們慈愛的神！

今期「信仰園地」主要是一群保羅團弟兄分享參加「石硤尾社區歷史導賞團」之後的反思，相信有

助引起更多深愛人對教會如何承傳社關傳統的關注和代禱。此外，任婉嫺姊妹分享她在海外見證及

體會宣教士對無助者的無私服侍，希望更多人在神所感召的不同崗位上，活出大愛神的奇妙。最

後，向梁康程弟兄致歉，因為他的分享本應刊載在上期通訊信仰園地的「視障人士分享交流會之

後…」，因一時大意遺漏了，今期補回。

《深愛通訊》是屬於大家的，編委很珍惜大家寶貴的點滴參與。截稿日期是每月的第二主日，可電

郵 shumoi.editor@gmail.com。謝謝。

教友夫婦蔡昊男與利伊明於7
月31日喜獲麟兒，起名日翹。

教友劉家懿姊妹 (父母劉厚德、陳
彩雲也是本堂教友) 與陳嘉偉先生
於6月19日在美國註冊結婚。

教友趙美玲姊妹與吳志堅先生於9
月9日在本堂舉行結婚典禮，晚上
廣宴親朋。

8月30日陳牧師與袁劉懿舫執事、黃
惠儀執事、陳紹才執事到訪王黃苑芳
執事，關心近況及教會事務。 8月27日8號風球下的主日崇拜如常舉

行，約10人出席，並由陳牧師講道。

8月26日是青年敬拜成立兩周年的日

子(2015年9月成立)，由陳牧師分享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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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教育主日，本堂為銘賢書院中一級學生舉行崇拜及崇拜後的分組活動。當日崇拜由陳牧師主禮、蘇永翰宣道，

並由青年敬拜隊獻唱《回到這個家》。

9月10日教育主日差遣禮：
1 幼稚園校董與教職員
2 銘賢書院校牧事工
3 兒童主日學導師

幼稚園家長為深愛堂修葺籌款，與校監陳牧

師進行支票遞交儀式。

8月28-29日為K1親子上課日，每位幼兒均可由一位家長陪同上課，幫助他們
盡快適應學校生活。現在大部分幼兒的情緒已十分穩定，開始投入課堂活動。

9月9日分別舉行K1、K2、K3家長會，讓家長了解

各級課程及注意事宜，包括向K3家長介紹小一入

學申請程序。

9月10日教育主日在聖殿舉行教育主日開學

禮崇拜，讓家長透過崇拜聚會了解教會的辦

學宗旨，當天上、下午班K3學生表演節目為

「我要世界充滿著愛」。



關心肢體及教會事工

1. 教友夫婦蔡昊男與利伊明於7月31日
喜獲麟兒，起名日翹。願主賜福新
生命。

2. 教友劉家懿姊妹 (父母劉厚德、陳
彩雲也是本堂教友) 與陳嘉偉先生
於6月19日在美國註冊結婚。願主賜
福一對新人。

3. 教友趙美玲姊妹與吳志堅先生於9月
9日在本堂舉行結婚典禮，晚上廣宴
親朋。願主賜福一對新人。

4. 教友曾連福弟兄於9月10日主懷安
息。願主安慰其家人。

5. 為身體軟弱及心靈有重擔的弟兄姊
妹禱告，特別為張天庇弟兄、蔣佩
玲姊妹、劉譚展合姊妹、任李松姊
妹、張王少姊妹、陳劉淑慧姊妹、
王黃苑芳執事的康復禱告。願主看
顧及堅固他們的信心，讓各人得到
所需的幫助和照顧，並能經歷主奇
妙的作為。

6. 為2018及2019年值理選舉的提名  
（推薦或自薦）工作祈禱，求主感
動已準備好為主作工的人願意自薦
或接受推薦參選值理。

7. 為招聘主力負責校牧事工及青少年
牧養之宣教師代禱，願主差派合適
的人選。

8. 為新組成的「人事及行政委員會」
、「關顧委員會」和「信徒培育及
發展委員會」各成員代禱，願主
引領各委員會能明白教會真正的需
要，推動榮神益人的事工。

9. 為本堂幼稚園各校董代禱，願主賜
智慧力量，讓眾校董知道如何管理
及發展幼稚園，使孩童得蒙造就。
校董會成員：陳嘉恩牧師(校監)、
岑祖榮弟兄、黃惠儀執事、陳紹才
執事、何觀榕姊妹、任婉嫺姊妹與
林晶老師。

10. 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11月學期的課
程安排及招生代禱，願主引領更多
人得着造就，並有機會認識福音。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為最近差不多每天都發生的自殺或他殺

事件祈禱，求主憐憫壓力快將或早己超
標的香港人，讓我們在瀕臨絕望的處境
中，明白無論是傷害別人或自己，都不
是真正的出路。求主保守並引領前路。

2. 為最近有人在大學校園民主牆，張貼 
「恭喜」教育局副局長喪子一事，引起
有關言論自由的爭議祈禱。求主賜我們
智慧，懂得分辨什麼可說，什麼不可
說；又教我們堅持得來不易的言論自
由，懂得是其是，非其非，但不是為了
打倒任何「敵人」，而是為了指斥歪
理，讓每一個人都能活得有尊嚴和享有
人人平等的人權。

3. 為繼續撕裂的香港社會祈禱，求主保守
我們的心，叫我們誠實反思，到底一直
沿用的關社模式是否可以把我們從愈來
愈糾纏的困境中拯救出來，抑或需要尋
求從神而來的智慧，回應愈來愈下墜的
社會及燥動不安的個人的需要。

世界

1. 為北韓在試射導彈方面的自把自為祈
禱。求主叫北韓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不
要繼續為了滿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犧牲
北韓以致世界的和平。保守各國政要，
讓大家在嚴峻局面中仍能保持克制，以
和平、理性的外交手段取代戰事，盡力
減少分歧，尋求共識。

2. 為美國最近兩個嚴重風災所造成的人命
和財物的損傷祈禱，求主保守人民的福
祉，叫美國人能夠上下齊心，盡全力為
災民提供各樣支援。

3. 求主憐憫緬甸國內羅興亞人的生命，他
們因宗教信仰與大部分緬甸人不同而慘
遭屠殺。求主帶領羅興亞人找到安定的
居所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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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友曾連福弟兄於9月10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訂於10月22日晚7:00在萬
國殯儀館舉行。

2
為收集會友對本堂成立有限公司的寶貴意見，堂值理會訂於10月8日  
(第二主日)下午1:30舉行特別會議兼諮詢會，懇請抽空出席。

2017年11月學期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已開始接受報名，10月18日截止。為鼓勵更多新、舊生報
讀，本堂繼續推行「一領一獎勵計劃」，詳情可登入本堂網址http://www.soc.org.hk 查閱。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3謝恩節旅行訂於11月26日(主日)舉行，地點：浸會園(粉嶺)，佔地五十餘萬平方呎，適

合男女老幼郊遊及增進主內情誼。當天崇拜提早於9:30開始。

成人收費：$110【10月15日或之前報名$100】，

長者(65歲或以上)/12歲或以下小童/全日制學生：$65【10月15日或之前報名$60】，

3歲以下(不佔午餐座位)免費但仍需報名。主日崇拜後在聖殿外接受報名。歡迎邀約父母、

子女和親兄弟姊妹參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今年適逢本堂125周年紀念，旅行當天同時舉行攝影比賽，

參賽者只需在營地範圍內拍攝與主題：「深愛‧感恩‧同行之旅」有關的相片。

特設頭、二、三獎以作鼓勵。詳情請參閱海報。查詢：徐牧師。

4新一屆洗禮、堅信禮及過會禮將於12月17日(主日)舉行。洗禮慕道班訂於10月15日  
(主日)上午9:45開始。凡已決志信主，願意接受洗禮者，請向陳牧師或幹事吳小姐

   (Jessica)報名。

5 2018及2019年值理選舉第一階段現已展開，有關提名推薦及自薦提名信已印備，
並已派到教友的信格或有需要者可向幹事吳小姐(Jessica)領取。
請教友於10月8日(主日)或以前自行投到聖殿接待處的提名箱。  

6
為表達對教友的牧養關懷，陳牧師除了一般的探訪，誠邀弟兄姊妹和牧師一起交通分享
及彼此代禱。歡迎於平日或主日崇拜前上午9:45-10:30之間面談或茶聚，敬請預約。

7信徒培訓課程：「禱告的真諦與實踐」，由陳牧師主講。
已於6月4日開課，仍有三堂：1/10、15/10、29/10（逢主日)下午2:00-4:00。
有興趣加入者仍可報名。詳情請看之前的通訊。

8 逢星期四「成人及婦女部早禱會」已於9月7日暑假後重開，上午9:00如常在多元活動室  
(幼稚園辦公室隔鄰)舉行，歡迎出席。

9 「出埃及記」查經班──改於10月15日（第三主日）下午2:00三樓詩班室
導師：黃惠儀執事

10 祈禱會──10月15日（第三主日）崇拜後三樓詩班室

11 青年敬拜──10月28日（每月第四個星期六）下午4:00後座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