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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區叔、區嬸，多謝你們

接受訪問，請先分享一下

你們是如何開始來深愛堂

的。

區嬸：起初是我一個人來深愛

的。之前我返開頌主堂，

可是他們復活節時，大概

早上六、七點便去九龍公

園聚會，實在太早。我知

道有位心光盲人院的校友

返深愛堂，他叫司徒廣

成，我叫他帶我去，那天

剛好是母親節派花。後

來第二次去，剛剛是聖

餐日，見到徐牧師，你叫

我坐在前面一點，方便領

聖餐，你還叫一位長者幫

我。已經十三年了！記得

有一次新年舞獅，麗珠給

了我一封利是，為什麼幾

十歲人還有利是收？她說

不要緊啦，第一次，收了

吧。(區嬸臉上一直掛著

笑容)

徐：  你們一直很穩定地返深

愛。是什麼吸引你們留在

深愛堂？

區嬸：除非是病了，我通常很

少不去的。

區叔：我覺得教會不用特別關

注或照顧我們(在旁的區

嬸連連說是)，只需小小

的關心，打個招呼，協助

一下，例如我們不清楚那

一行沒人坐，帶一帶我們

就夠了。我們試過去一些

教會，沒有人理我們的。

我覺得這裡有歸屬感，很

親切，這是很難得的。

徐： 人最需要的是「真心」。

區嬸：只要是「真心」，我們

是知道的。

區叔：我是做開社會服務的，

人與人之間常常存在「圍

牆」，一點點的協助就有

助彼此溝通，雙方都有得

著，助人者不一定只有付

出，沒有得著。

徐：  同意。鍾太幗英在她的

專訪(今年八月的通訊)

中，提到小時候在國內教

會認識了傳道人鍾培德先

生，長大後在深愛堂再見

時，鍾先生已是本堂堂主

任，神好像總有祂的帶

領。回到你們夫婦的前半

生，有什麼想與大家分

享？

區嬸：我是在心光學校(編者

按：即心光盲人院暨學

校)信主的，學校每天都

有早禱、晚禱，星期日請

禮賢會的牧師來教導我

們。心光學校只能讀到中

三，成績優異的可以去其

他學校繼續升學。畢業

後，我大約1961或62年
受洗。

徐：  當年為什麼會接受洗禮？

區嬸：沒有什麼，覺得信了耶

穌，就應該洗禮、應該去

禮拜堂。我是在聖靈降臨

節受洗的。與一位同學晚

區叔、區嬸
訪問：徐珍妮  整理：林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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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禮賢會聽慕道班，

是曾華保牧師幫我洗禮

的，他太太是德國人。

徐：  信主為你帶來什麼？

區嬸：有盼望，知道自己將來

會去哪裡，但信心不

足。1990年，視福中心

鼓勵我們學三福，學完

後有人問我：肯定自己

可以得救嗎？我沒有想

過要得救，總之別人洗

禮，我也洗禮，後來體

驗多了，知道自己得救

不是靠行為，而是神的

恩典。

徐：  謝謝區嬸的分享。區叔

呢？想與弟兄姊妹分享

前半生的什麼？

區叔：我是中一才失明的，因

為眼膜炎，醫生說要去

美國才有得醫，那時家

窮，根本不可能。失明

後，留在家裡好長一段

日子，只能幫手穿膠

花。每天工作十二小

時，賺四元，是母親當

一天泥工的人工，算是

不錯了。

後來跟了同屋的人去社

會福利署在紅磡大環山

一個類似康樂中心的地

方，那時未足廿歲，很

好學，只用了一星期便

學到基本凸字的打法，

可是缺乏耐性，抄了英

文字典的一半便放棄

了。

後來遇到路德會一位外

籍主日學老師，她是師

母，帶著兒子千山萬水

來香港教我們英文主日

學。我很感動，有人

竟然那麼全心全意地幫

人，耶穌不就是這樣做

嗎？師母後來更邀請我

帶其他盲人去尖沙咀的

頌恩堂聚會，她負責來

回的的士費，高峰時有

廿多人一起去。

1964年復活節，何牧師

為我洗禮。我很喜歡音

樂，因此加入了詩班唱

低音。

後來又多了一位師母，

分別為土瓜灣的盲人工

廠宿舍的人教英文主日

學和普通話主日學。

從前每天放工就只是留

在宿舍聽收音機，實在

太悶。我叫舍監辦晚

會，我很喜歡倡議新事

物；更邀請外界團體來

工廠表演，例如：結他

隊，由麥秋帶領的話劇

團，還有天主教團體。

之後更組織盲人團契，

除了向協同神學院借地

方，更邀請神學生幫忙

主領，當時的團契有幾

十人，來自不同教會的

失明人士。

1966年，美國教會派人

來香港幫助盲人讀書，

主要是美國領事館員工

的太太們，她們引入凸

字的翻譯，更捐了一部

凸字印刷機給我們。此

外，又有牧師帶著盲人

去路德會官塘夜校讀

書。我也為盲人出版雜

誌，讓盲人有更多凸字

的讀物。

後來，我向頌恩堂的牧

師提出，希望成立盲人

中心，牧師答應向美國

路德會申請，但不擔保

成功。1968年，路德會

失明者中心成立，六百

多呎，最初設於鳳凰新

邨。牧師鼓勵我負責中

心的管理和發展，可是

我從未接受任何有關訓

練，例如：社工、小組

歷程、輔導等。最後中

心讓我一邊工作一邊進

修。我從1968-1970年，

月薪由開始時的$350先
後只加了$30，但比起之

前在盲人工廠時的$1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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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增加了不少。

徐：  區叔，你有無比的魄力和勇氣，還有無窮

盡的創意！

區叔：我除了推動盲人在中樂方面的發展，更於

1972年成立區榮光視光樂隊（編者按：區

榮光就是區叔），最多時有十六位隊員，

常常出隊去學校表演。

徐：  你懂多少種樂器？

區叔：打鼓，是爵士鼓，還有結他。(林希德忍不

住口說：區叔應該加入詩班啊！)收山了！

徐：  你夫婦倆有多少子女？

區嬸：一女和兩子。大女和細仔都已婚，大仔未

婚，與我倆一起住。還有兩名內孫和一名

外孫。

徐：  好幸福啊！區叔，是什麼推動你這麼有心

有力地服侍失明人士？

區叔：因為基督關懷世上不同需要的人。是外籍

師母離鄉別井的服侍給我的啟發。我從不

擔心錢的問題。七十年代試過一年收到十

張請帖，要向朋友借錢做人情。不想向家

人借，不想別人指指點點，想自力更生。

徐：  你在失明人士當中，倡導了義工訓練，是

什麼令你有這個意念？

區叔：因為我相信助人時才會知道自己有什麼能

力，然後被助者又會走出去助人，我不想

盲人只是坐著等人服務。

徐：  不如請區嬸也分享一下在助人方面的經

驗。

區叔：(區叔急不及待地回答)他常常回大陸探訪

盲人。

區嬸：過去廿多年，每年我都會參加由視福中心

(編者按：即視障人士福音中心)組織的國

內探訪團，探訪國內的失明人士。

區叔：她去過國內很多地方，遠至蒙古、黑龍

江、雲南。

徐：  你們組團回國內做什麼？

區嬸：過去多辦夏令營，今年是國內的盲人來香

港參加。

徐：  費用從何而來？

區嬸：是自費的，每次五、六天，約需六、七千

元。視福中心每年都會在香港舉辦培靈

會，也會送聖經去內地，和在經濟上支持

國內的失明人士讀書。國內有時也會有人

來信要求一些需用品，例如衣服或其他物

資，近年少了，但窮鄉僻壤仍是很需要

的。

徐：  國內有多少失明人士？

區叔：中國有一千三百多萬，香港有一萬七千

多。

徐：  你們認為香港的失明人士需要什麼？其他

人又應該如何與失明人士相處？

區叔：今日仍然有很多失明人士把自己困在四幅

牆內。他們需要鼓勵和有人接觸他們。最

近香港公民在深愛堂舉行了一次分享會，

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我天生樂觀，既然盲

人需要有人開路、鼓勵和幫助，我就嘗試

把自己想得到的點子(註1)實踐出來，讓更

多盲人得益。希望失明人士不要太灰心，

世界總會漸漸變得不一樣的。

註1：區叔在訪問中分享過一些他為失明人士創發的產品，

幫助失明人士改善生活，可惜篇幅有限，未能詳錄，有興

趣者不妨直接與他們夫婦聯絡，了解更多。

深愛通訊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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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15位團友浩浩蕩蕩地

出發前往道風山，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天退修營，

由早上十時到下午五時，但參加者均表示有所得

著。以下是七位團友在百忙中的分享，感謝。

岑祖榮

生命的感受好比行山活動。登上高峰遠眺羣山

時，心中無限舒暢快慰，但當你步入低谷，望著

前路一個又一個山嶺，身心疲累但仍要面對和走

下去時，卻是刻骨銘心的難耐。

今年以利亞團契的退修營，原先是不能參加的，

但最終因私務還是可以暫時擱下，也許是神開的

路，也是神送我一個安息在青草地的機會。於是

當天我便在身心靈都揹著沉重的擔子來參與。幸

運是每段程序的安排，都為我帶來心靈復修的機

會。

泰澤的詩歌，先讓我有一份預備的心懷；以利亞

先知生命起伏際遇的查經，重新印證生命的無常

及人的軟弱無助，但神總有奇妙的作為與人相

遇。下午迎來的是有靜有動的靈修操練。靜的操

練乃靜室中貓頭鷹圖像的默視，容讓我在靜中沉

澱心中翻騰的無奈感，再一次聚焦於上主的沉默

不言中；動的操練乃「明陣」的步行。擺在眼前

彎曲屈折的「明陣」，正像人生的困境，步入之

初的確有點猶豫，有股繞過去的慾念，或像小孩

子一樣橫衝直撞而過，可惜成人世界要依循的規

則法章太多，最終只可以一步一步走入迷宮。更

可悲的是，它不像兒時畫過的迷宮一般，另一邊

會有出路，它可是要你走到中心的盡頭，然後沿

原路退出。也許神正在告訴我，困苦的出路不一

定在彩虹的那邊，而是在舊路上以不同的方向步

出生機。

大半日的時光很快結束，縱然心情並沒有立刻因

是次退修會而有所修復，但當中的體驗，已深深

印在腦海，說不定在回家的路途上，甚或以後的

生命旅途中，會不期然地再次湧出，支持我走過

神所安排的考驗和祝福。

黃麗貞 Janet

因著今次退修營，我才知道在繁囂都市裡的一個

山頭，竟然有一個如此恬靜的地方。退修日營的

程序，令我的心靈得到洗滌；離開時，像要在生

命路上重新出發一樣。以下是簡單的分享：

( 1 )   唱詩歌頌讚神和禱告，令我感到輕鬆，也

是我最喜愛的一環。

( 2 )  列王紀上17-19章助我認識先知以利亞多

了。當只剩下自己一人時，他仍然堅定相信神，

願意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

( 3 ) 圖像默想令我獨處時候享受片刻的寧靜。也

聽到大家不同的寶貴分享。

( 4 ) 明陣的體驗最為特別，不是一般的散步，似

看規則的路徑，卻非必須循規蹈矩，全在乎自己

抱著什麼態度行。沿著明陣所設計的路走，既可

以自由隨意欣賞周圍環境，也可以停下來默想、

思索、禱告。當沿途遇到同行的人時，又會如

何？自己感受吧！

非常感激團契的用心創作和帶領這次退修營，使

我感受到愛與親密，也學會感恩，期待下一次再

有這樣的幸福之旅。

以利亞團退修日營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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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幹事吳小姐出席區會福音事工部專題研討作短片分享，題目為「共融」。

9月17日本堂舉行「從善如『劉』──從劉曉波反思信仰分享會」

9月25日銘賢家長小組聚會

10月7日本堂為銘賢家長舉行「家長心靈加油站」

，共10多位家長出席，由教友陳家健弟兄主講，

題目為「如何關懷子女」。

10月8日區會主日，由本會大角咀基全堂

馮浩樑牧師宣道及主持儀節。

9月25日義工到黃大仙商場進行

「自在人生RoadShow路演活

動」，幫忙宣傳及招生。
深愛通訊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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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於九月份聚集家長義工團隊，讓大家

彼此認識及了解其職責，並安排家長到校協

助處理親子閱讀計劃事宜

9月29日邀請奧比斯到校舉辦護眼講座，讓幼兒更全面了

解世界失明問題及護眼常識。

10月4日舉行中秋節慶祝會暨9、10月生日會。當

天老師透過故事與幼兒探討中秋節的起源，也進

行遊戲、賞燈會及藝術活動，幼兒們亦帶了少量

應節食品回校與同學分享。放學時間更舉行親子

猜燈謎有獎遊戲，讓一眾幼兒與家長共渡佳節。

深愛通訊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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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清 Louisa

過往的幾次退修都渴望與主相遇，但總是不得要

領。

最近看了一本書《用靜默擁抱世界》，其中提到

Mother Paula 說：「靠自己無法達到默觀，默

觀是天主賜予的特殊恩寵，天主願意給誰就給

誰。」那我就不強求了，用平常心去參加這次退

修營吧。

上主讓我降服，祂用自己的方式臨在，不是靠我

的能力可得！

感謝徐牧師的預備，就因有「讓臨在的上帝與你

一起凝望貓頭鷹」這句指引的提醒，我才懂得邀

請主與我一起凝視，我不再說話，讓主向我說

話。祂用母親溫柔的愛和擁抱向我說：「我知

道，我在！我不曾離開你，我一直守護着你！」

當刻被主的寵愛和安全包裹著，感動得淚如泉

湧！

我終於明白徐牧師和修女們的指導，要對自己安

守靜默，才能接收聆聽上主的說話！

感謝主！也感謝幫助我在圖像和明陣中，經歷上

主臨在的天使們！

張天庇

9月16日以利亞團的退修日營，內容包括泰澤式

唱詩祈禱、研經、凝視圖像、個人默想和分享。

研經讓我更深認識以利亞先知，原來因著他對耶

和華的忠誠和服從，耶和華多番在他身上顯示神

蹟，被譽為自摩西後、耶穌前最偉大的先知。

進行個人默想的地方叫「明陣」，沿入口迂迴前

往圓中央，再循原路線離開；其中有一個細小而

密封的三角形(見圖)，我想像這是寓意在人生旅

途中，存在不能逾越的禁區或限制。

我在退修日營感受最深的，是在過程中每個環節

的分享，各人對事物有不同的領受和體會，各抒

己見，充分體現生命的多元，大家只聽不評，享

受和而不同的甜蜜團契。

但願深愛以後有更多這般的氛圍，從而為主作更

多好的見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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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德 Hilda

每年都期待這個日子，能與團友們一起退修是上

主賜下的福分，能有「別人」與我一起感受上主

的臨在，而且是一整天的時間，嘩！

查考以利亞這個傳奇的先知，認清成與敗都不是

人生的關鍵，只有主的同在才是生命中最重要

的，而我們只能在安靜中，才能聽見主的微聲，

祂問道：「以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彷彿也

在問我…

默想的環節中，望著螢幕上的貓頭鷹，想像著上

主就在我旁邊與我一起觀看，那種親密難以言

喻，為此感恩。

下山了，團友間的關係，與上主的關係都親密

了，感謝主。

徐珍妮

始終相信，上主一直「臨在」世界和每一個人的

生命中，只是人常常不「在」，缺席了，因為忙

著很多人以為比與神同在更重要的事。今次退修

營，團友們放下平日的擔子，上山尋求與一直同

「在」的神相遇。感恩。

對我個人來說，最大的得著是在查考聖經列王紀

上方面，特別令我觸動的是以下兩節：

「你要喝那溪裡的水，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

你。」(17:4)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裡；我已吩

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17:9)

我彷彿感到是上主向所有渴望祂指引的人包括我

說話：「我已吩咐…供養你。」當天，帶著一份

從神而來的安慰和應許下山，等候上主所吩咐的

人奇妙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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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黃鸞飛雖然沒空一起退修，但之後在以利亞

團群組作出回應。經她慷慨同意，在此轉載與大

家分享：

羨煞旁人！剛好看詩韻，忍不住寫幾句：

退步為向前

修身主道堅

日求更心志

營中別有天

黃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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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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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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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2018及2019年值理選舉候選人祈禱，
求主保守每一位候選人，讓他們在會眾
的代禱和支持下，同心籌劃教會聖工，
按恩賜作出服侍，榮神益人。

3. 為新組成的「人事及行政委員會」成員
──岑祖榮弟兄(召集人)、陳嘉恩牧
師、黃惠儀執事、陳紹才執事、張天庇
弟兄；「關顧委員會」成員──徐珍妮
牧師(召集人)、陳嘉恩牧師、黃惠儀執
事、葉汝芬姊妹、鍾潔賢姊妹、莫漪騰
姊妹、朱美娟姊妹；「信徒培育及發展
委員會」成員──林子淳弟兄(召集人)
、陳嘉恩牧師、同工蘇永翰弟兄、胡露
茜姊妹、譚兆麟弟兄等各人代禱，願主
引領各委員全心全意為教會的需要集思
廣益，讓更多人得造就。

4. 為本堂牧養關顧的學生祈禱，特別為他
們在學業和人際關係能健康發展祈禱，
求主保守，使他們在面對學業及其他壓
力時，學會自我調節，在抗逆中成長更
新。

5. 為銘賢書院校牧事工之「家長心靈加油
站」代禱，透過專題研討：如何關懷子
女、家庭中的生命教育及與青少年溝通
技巧，讓家長們與子女建立更美好的關
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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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為兒童主日學開課祈禱，願主使用導師
教導孩童更多認識基督與福音的真諦。

8. 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11月學期即將開課
代禱，願主引領更多人得着造就，並有
機會認識福音。

9. 為區會各堂會、學校及各項服務代禱，
願主使用各堂會繼續以合一精神，彼此
建立，能夠融合，成為一體，並肩攜
手，見證上主宏恩。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為最近差不多每天都在發生的自殺事件祈

禱，特別在10月12日一天發生了七宗自
殺死亡個案。求主憐憫壓力早已超標卻不
知如何面對的香港人，興起有心有力的人
在能力範圍內，為早已心力交瘁的香港人
做一點實事，叫更多人在絕境中因為信徒
點滴的分享，經驗到大愛主的同在。

2. 為愈來愈多的交通意外祈禱，求主保守各
傷亡者及家屬的需要，為他們預備所需的
幫助。更求主賜香港人智慧，特別是決策
者，真心找出意外頻生的背後因由，讓香
港人不用繼續每天合法地被奴役，以致因
筋疲力竭而令意外頻頻。求主憐憫。

3. 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嘗試
以不同方式的福利轉移市民的視線離開一
些十分重要的議題，交通津貼、綠置居等
等都並不能長遠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全民
退保、青年事務等題目都一一被忽略，令
人失望。求主叫政府能正視大大小小的社
會問題，回應市民的訴求，而非以小恩小
惠形式轉移視線。求主教我們如何出心出
力關心香港人的福祉。

世界

1. 求主垂憐拉斯維加斯槍擊事件的死難者和
家屬，讓眾人在傷痛中慢慢復元過來；並
讓美國社會痛定思痛，不單重新認真思考
槍械管制問題，更深切反省政治的本質和
治國的核心價值，讓悲劇不再重演。

2. 為美國最近兩個嚴重風災和火災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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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民提供各樣支援及早日重建家園。

3. 以美國和北韓為對立雙方的政治角力，讓
東北亞各國切身感受到戰爭的威脅，唯恐
一旦戰幔展開最終會啓動核武，引致大規
模的生靈塗炭，更為地球增添難以逆轉的
核子災難。祈願和平之主感召萬國萬民，
在禱告下自我克制，以和平化解紛爭，為
我們的下一代存留賴以為生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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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愛通訊》2017年11月5日出版

1 九月的《深愛通訊》刊登了本堂一群青年和導師就主題：「是什麼
吸引我仍然留在深愛?」分享的心聲。今年是本堂125周年紀念，盼

望弟兄姊妹能環繞主題「是什麼吸引我留在深愛?」分享心聲，彼
此提醒和激勵，在不同中同見主的浩瀚恩典。字數以1-500字為限。截
稿日期: 11月15日。歡迎口述心聲，編委會可幫忙安排筆錄服務。通
知徐牧師9122-0175便可。

2   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訂於12月3日(主日)崇拜後舉行，懇請預留時間出席。

3 
2018及2019年之值理選舉候選人提名名單已張貼在聖殿外壁報板，歡迎教友參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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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65歲或

以上)/12歲或以下小童/全日制學生：$65，3歲以下(不佔午餐座位)免費但仍需報名。11月5
日截止報名。歡迎邀約父母、子女和親兄弟姊妹參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今年適逢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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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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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出埃及記」查經班──訂於11月12日（第二主日）下午2:00三樓詩班室。

導師：黃惠儀執事

7 
祈禱會──11月19日（第三主日）崇拜後三樓詩班室

8 
青年敬拜──11月25日（每月第四個星期六）下午4:00後座二樓

今期「人物專訪」訪問了區叔區嬸，平日沒機會與他倆有太多交談，原來他們都很

健談，並且有很多豐富的人生閱歷分享，一點也沒有因早年失明而變得灰心喪志。

感謝他們寶貴的生命見證。

「信仰園地」除了歡迎個人投稿分享信仰體會，也珍惜不同團契分享在團契中的信

仰體會。今期多謝以利亞團在退修日營後的反思分享，盼望他們用心的分享可以得

到大家用心的閱讀，甚至投稿分享讀後感。

公開徵稿：十二月通訊的「主題探討」

今年是本堂125周年紀念，希望公開徵稿，讓有感動的弟兄姊妹環繞主題 「是什麼吸引我留

在深愛?」 作出分享。字數以1-500字為限。特別截稿日期: 11月15日(星期三)。此外，歡迎

口述心聲，教會可幫忙安排筆錄服務。

《深愛通訊》是一個讓弟兄姊妹彼此認識和互動的信仰平台，大家在信仰路上有什麼想與更

多人分享的，記得善用《深愛通訊》。截稿日期是每月的第二主日，

可電郵 shumoi.editor@gmail.com 或向徐牧師9122-0175查詢。謝謝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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