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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吸引我留在

「深愛」？
九月通訊刊登了5月1日一群年青人和導師，在退修日營中環繞主題：

「是什麼吸引我仍然留在『深愛』？」的分享。今期趁本堂125周

年，公開約稿，主題稍作潤飾為「是什麼吸引我留在『深愛』？」，

結果有14位弟兄姊妹賜稿，感謝！感恩！

我在1979年12月1日開始擔任深愛
堂幹事一職，當時我剛剛身體康

復，工作仍有困難，幸好，得到各

人的指導和包容，很快便適應了。不幸，在

1981年和1983年，因大病復發，每次都要住
院三個多月，感謝你們的禱告和探訪，身體慢

慢康復。

在1989年9月，我到深愛堂幼稚園工作，同事們的友善，小朋友的
天真可愛，我真的喜歡這份工作。不幸在2003年，在工作中不慎跌
倒，這次跌倒影響很大，除了痛症的煎熬，引致行動不便，甚至要

坐輪椅和要人照顧，最後還要入住老人院。住院期間，得到物理治

療師師的鼓勵。起初，我連站起來都有困難，但他很有耐性地教我

慢慢行走，然後又教我由一級樓梯開始，過了一段日子，我自己可

以行上院舍最高的三樓天台。之後，我每天早上都在天台做運動，

不久，我便返回家裡。

經過伊利沙伯醫院醫生對我的工作評估後，我在2005年6月1日返回
工作崗位，直至2008年7月份。

回想，這廿九年的日子，除了得到家人的照顧和愛護外，我真的感

謝上帝的大愛，賜力量給深愛堂眾兄弟姊妹和幼稚園同事們，你們

對我的不離不棄，我十分感激。

深愛堂最吸引我的地方，是這裡有愛和情，而我最喜歡深愛堂的對

聯是「深情種善根，愛意渡眾生」。最後，願天父的大愛大能，常

與你們同在。

蔡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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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很疑惑，聽著宣道的人常常說愛，但我

每星期返崇拜，卻感覺不到愛；在歡聚的人群

中，每次都獨個兒離開，怎樣才能融入其中呢？

心裡不下一次想停止返聚會，孤獨感覺從不間

斷，衝擊著我信主的決心。返教會不是鬧著玩

的，我曾經祈禱，希望能多些認識神、多學習、

多一點愛主......，這是我返教會的目的，如果

因為孤獨感而離開，那不是愛神，而是愛自己。

思前想後，向前宣教師張美儀吐心聲：「我想事

奉，我能做這個做那個......」。教會是神的

家，我想走進這個家，我也是肢體，肢體間應該

互相幫忙、互補不足，才能做得更好。而且，我

也需要認識其他人，不然，怎能融入這個家呢？

不久，我就在深愛堂受洗，加入了這個大家庭，

也開始了事奉。

後來，我跟其他肢體需要做些事奉工作，合作數

月，發現各人性格和處事均有不同，衝突漸生，

愛在哪裡呢？

許多事情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並沒有絕對的

對與錯。一般人都習慣從自己的角度，以辯才據

理力爭，直到對方屈服為止。但許多次，眼見身

旁的弟兄姊妹在面對衝突時，不是要爭勝負、追

究對錯，而是抱著同行的願景，願意檢視自己、

體察對方。我相信人的行為是從內而外的，是什

麼樣的內心，驅使我們在對立的情況下，一次

又一次作出與常人不同的反應呢？為什麼想和

好呢？為什麼願景是同行而不是交惡呢？是因為

情！在不快的當兒仍能忍耐，願意體察對方，這

份願意，是按捺了多少的怨氣？這份體察，蘊含

了多少的善意才能克制情緒？重拾本性，用平和

的心為對方想。如果沒有互愛在當中，磨擦的火

花早已把我們的心眼都熏黑了，還有胸襟盛得下

惹怒自己的人嗎？

就算再微弱也存在，就藏在心的深處，主的教誨

構建了美麗與善良的國度，讓愛在我們的心中滋

長，並在磨擦中鍛鍊愛，放寬心懷、容納差異、

放下爭持，再度同行、互相照應，讓愛顧的芳

香，在沿路上飄揚。

我在深愛堂裡，看見愛。

最近，我加入了信仰追求小組，從獨自一人，一

步步的走進群體內，感謝組員的接納。

孤獨與否，仍然記著──別忘初衷。

 

   朱美娟

在深愛堂的舊物中，找到了一張陳舊的照片，

相片中是母親抱著我接受嬰兒寄洗的情景，見

證了深愛堂與我的悠久關係。由兒童主日學、

少年團契、青年團契、高青團契，到今天的以

利亞團契，我在深愛堂成長，受教導，學習事

奉神，也學習敬拜衪。身邊有的是相遇數十載

的弟兄姐妹，當年同遊的快樂時光一一藏在回

憶中。建築物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我們的歌聲

和笑聲。每次踏入深愛堂，便有一股親切的感

覺，熟悉的面孔，窩心的問候，這就是我留在

深愛堂的原因。

   周淑美
M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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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珍妮

今年我曾經想過離開深愛，… 但最終決定留

下來，因為我深深經歷到上帝的同在！雖然很

難把「經歷上帝同在」說得清楚，但我仍然選

擇分享其中的點滴，因為我想見證上帝在深愛

的臨在！

轉會加入深愛是1985年的事，不經不覺已經
三十二年了，要離開是艱難的決定。今年當我

感到徨惑不安時，心中突然出現了兩個問題：

「『離開』是上帝的意思，抑或是我自己為了

逃避而離開？」「如果『離開』是我自己的意

思，那麼我是否以為自己想逃避面對的問題，

連上帝也幫不了忙，只能用我的方法──離開

──去解決？」

已忘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這兩個「問

題」令我放下了離開的念頭！我彷彿被提醒：

世上沒有什麼事是上帝解決不了的，問題是：

我是否願意順服上帝，把自己的想法和擔憂交

給祂，在茫無頭緒中跟著祂走。就這樣，心情

漸漸平伏下來。

除了這兩個「問題」令我停下來，謙卑在上帝

面前反省外，我也嘗試在每天發生的事上，辨

識祂的意思。我愈來愈清楚正在發生什麼事，

也愈來愈相信上帝真的「在」深愛掌舵。

感謝主的寬容和大愛，讓我沒有因一時衝動而

一走了之，而是讓我在試探中成長──抓緊上

帝永遠同在的應許，單單因著祂而留在深愛，

緊緊靠著祂做祂所喜悅的事；即使我仍然會因

人的軟弱而與上帝甩手，但深信主必使萬事互

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讓混沌中更顯祂

的奇妙大愛！

每次返深愛時，總怕被人「提醒」我要多點返教

會！我當然明白他們的好意，只是我不好回應他

們的善意提醒而已。

老實說，信仰的啟蒙，以致個人「很自覺」的成

長均始於深愛堂；單是這兩點我就該視深愛堂為

家；要「被提醒」──尤其是被長執提醒──就

顯得很不像樣了！

所以我只能坦白地說，我缺少在深愛堂出現，只

不過表示我從生活上遠離信仰，而現實中我亦感

到教會與社會漸行漸遠了。香港的教會機構不

少，角色也許仍然吃重，但她的重要性、特別是

宗教上的重要性，又有多重呢？！

但這些觀察和體會，仍然沒有叫我放棄了解信仰

究竟對人生、於社會有何關係，以及教會應如何

回應社會的重大事件…；這都是我仍然返深愛，

以及接收教會資訊的原因。然而，我返深愛就像

一個已離開父母，搬到外頭的兒子「偶爾」返家

時一樣的心情（年青時在深愛居住了幾年，返家

也是「偶爾為之」）。

宗教確實需要重新了解，信仰也要不斷經歷體

會；然而，社會關係的張力，世界格局的鉅變，

早已嚴重地扭曲了宗教信仰的面容、內涵。資訊

愈發流通，教會愈加涉足政治(爭取公義社會)，

帶來的卻是分歧對立，社會失衡成為常態。處身

於這種氛圍下，那釘在十字架上受苦犧牲的基督

究竟為何？天國的盼望或許仍在，然而誰主浮沉

呢？趁在人工智能還未全面主宰人類命運之前，

上帝還是早日收回（或曰回收）這地球吧了(人類

確實不配去治理這地球)！

   郭成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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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深愛堂始於80年代，在附近工餘時想找學習
興趣班，遇上教會舉辦口琴班。

認識深愛是由於雪芬的原故，那段時間參與教會

活動，弟兄姊妹之間也有為信仰共聚研討爭辯。

步入人生另一階段，二人成為一體，婚禮也是在

深愛舉行的。輾轉離開深愛一段日子後，雪芬仍

是回到母會這個屬靈的家「深愛堂」。感謝神，兒子也於

少年時受洗加入深愛這個家！去年雪芬在神的恩典中完成

人生旅途，回到上主懷中安息。

生命漂浮、尋尋覓覓，受洗於2000年加入教會，歷練後
與雪芬回到深愛，嚮往的是深愛的自由和過往的經歷，沒

有其他教會的壓力催逼，熟識的人和事，相信聽道行道能

見證人前，與有需要的人分享。

馬太福音25:35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
我喝；我流浪在外，你們留我住。（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經歷不短的時間感受人性軟弱，和未能適應團體制度上的

一切，離開這個地方，選擇用自己方式尋找上主，一只漂

蕩的小舟任意而行，幸上主保守未有大困惑禍患臨近。這

許多年也是與屬世的我爭鬥不斷，到不同堂會聚會，只是

未能投入。神總有祂的計劃，在雪芬病患中有上主恩典臨

在，弟兄姊妹關懷問候令她在病困中得著恩惠，並在主大

能的預備下，雪芬自己所想的安排一一實現──簡潔的安

息禮拜，陪同走最後一程的親友，非人力精心安排就能達

到，感謝神！

作為丈夫在旁經歷一切，感恩之餘思想上主透過人的所為

何事，姊妹的陪伴和制作回憶短片，年長的行動關懷，年

青的弟兄在追思會上的緬懷，各位的不捨，牧者的幫忙！

歷歷在目，心之所繫，教會還是我會停留之處，深愛堂應

該是上主准許我留下的地方！願深愛人能互助互愛見證上

主，阿們！

   江國強KK

   劉幗英

耶穌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

們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彼此相

愛，世人就知道你們是我的門徒。」

（約翰福音13:34-35，現代中文譯本
修訂版聖經）

我們知道「彼此相愛」是新命令；是

做耶穌的門徒必須遵守的命令。其

實，我們一決志信主──即是接受耶

穌為救主，讓祂的寶血洗淨我們，從

此跟從耶穌──已經是教會的一份

子。至於我們常常參加哪一間堂會的

崇拜，常與哪一間堂會的弟兄姊妹交

流、溝通、往來，那是一個選擇。

我選堂會的原則，並非考慮這間堂會

出席崇拜的人數是否多，有否豐厚的

財力，有否宏偉建築的教堂，或因那

裡的崇拜禮儀有多莊嚴，教導有多高

深；而是那裡的信徒是否遵守「彼此

相愛」這條誡命。我留在深愛，因為

我感到不斷地被愛，被守護，被關

懷；而我也能在此學習怎樣去愛，去

包容，去學像耶穌（當然是靠著主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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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陳碧珍

承蒙徐牧師邀請我為《深愛堂通訊》撰文，

看到主題「是什麼吸引我留在『深愛』？」

，我感到錯愕！

自1971年受洗後，四十多年來，深愛堂就是我第二個「家」。
我的子女在這兒成長；在這裡舉行婚禮；我在這裡留下不少珍

貴的回憶。

有一次做招待時，郭成名回來，汝芬姊妹問我：「你認識他

嗎？」「哈哈！我們是三代同『堂』(深愛堂)的，他的祖母郭

羅培坤和家姑，他的父親郭德生執事和我，他和我的子女，三

代都稔熟的。」深愛堂有許多數代相傳的情誼。

七十年代，深愛堂矗立在石硤尾區，成為石硤尾居民的鄰舍，

發熱發光，替本區人士作出不少貢獻：堂主任郭乃弘牧師開放

教堂課室供學生溫習；開辦幼稚園；開辦平信徒學校，造就了

不少年青人，他們之中有幾位更成為牧師，傳承了郭牧師的理

念。

十年人事幾番新，數十年來，人事的變換，有些教友流失了！

但郭羅培坤曾說：「我們回教會是敬拜上帝，和神溝通；不是

與人溝通，敬拜人。」

驀然想起一首兒歌〈可愛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愛！雖然

沒有大廳堂，冬天溫暖夏天涼；我的家庭真可愛！姐妹弟兄皆

和氣，父親母親都健康；我的家庭真可愛！雖然沒有大花園，

鳳仙月季常飄香；可愛的家庭啊！我不能離開你，你的恩惠比

天長！」

深愛堂是一座宏偉的建築物，有寬敞的大禮堂，雖然沒有大花

園，但有一個雅緻的花圃，有一棵勒杜鵑花(九重葛)，四時盛

放，一團團嫣紅的花朵吸引不少途人駐足欣賞、拍照。約翰福

音15章4-5節：「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
子若不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

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

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

什麼。」（和合本聖經）

令我留在深愛，不是因為她

吸引我，而是…

我在這裡看到了自己，也在

這裡，看到了上帝。

切勿誤會，這裡不是一個充

滿愛心又人人都很敬畏上帝

的完美教會。我猜在完美教

會看見上帝更難，哈哈。深

愛的人大部分都是真誠和不

懂裝扮的，所以我看見了很

多人性的軟弱，而正正是這

些軟弱，讓我看見了自己的

軟弱，才會謙卑下來，才有

機會看見上帝。

一個可以令我看見上帝的地

方，我又怎能不留下呢！

   林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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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假若問我，為什麼仍然留在深愛堂？我

會這樣回答。

也許在於歷史的原因。對我來說，深愛堂是

一段走過超逾四十年時光的回憶，一個滿載

生命成長足跡的地方。從跟隨父母踏入聖堂

受洗的小兒子，再在聖堂十架下作出誓盟成

為別人的丈夫，繼而把一雙女兒帶到聖堂前

作嬰兒寄洗，到今日看著女兒攜帶小孫子在

聖堂敬拜。深愛堂已經成為我人生歷史的重

要部分，而自己也慶幸可以成為深愛堂歷史

的一部分。

也許在於信仰的原因。從初信起始，屬靈前

輩已經諄諄教導，世上並不存在完美的教

會，有的只是聚滿蒙恩罪人的教會。故此當

你發覺與教會格格不入，當你察覺教會也有

不足之處，請你向上主祈求信心，寬容地去

包容與你不同的人；向上主祈求勇氣，謙卑

地去改變違背神心意的地方；把你所處的教

會看成是你的家，而不是俱樂部，你的身分

不是會員過客，只求深愛堂去滿足你的需

求，否則就退會另尋他處吧。因為我們是家

人的身分，不厭其煩地努力讓她在人前更美

好，在神前更蒙福；與弟兄姐妹在低谷時同

哭，在山巔處同笑。

上主一生的拖帶，在不同的時間，把我放在

不同的崗位中，今天上主容讓我留在深愛

堂，必然有祂美好的心意。從來不固執於去

或留，惟願一夥順服的心，細心聆聽上主微

聲的呼喚，並按此走出此生祝福的腳踪。

在深愛堂已有五十多年了。位於石硤尾，靠近

石硤尾地鐵站的座堂，也是五十年前的建築

物，飽歷風雨，牆內外都有石屎剝落的痕跡。

古舊、悠閒、卻不平凡，矗立於人群熙來攘往

的窩仔街與新建的公屋毗鄰，與匆匆忙忙的行

人步伐成了強烈的對比！正因為它沒有奢華的

外表，惟一點綴它的，就是長年陪伴，花開花

落的紫紅勒杜鵑花！

不見高不可攀、冷冷的玻璃門，所見是亙古不

變、望穿堂裡的綠色鐵閘。你十幾年才回來一

次，它仍是同一個姿勢靜候著你的回來！那種

不刻意的親切感，守望著、關懷著每個路經的

人。盼望有一天，當人沒有那麼忙時，你可記

得它，進來歇一歇吧！思想一下人生幾十年的

光景，活著的意義，我與造物主的關係是什

麼！ 

堂風質樸無華，印象中，最初教友多來自基

層，後來教友從事教育文化界漸多，鮮有從

商。沒有過於牽動情緒的詩歌，卻有反省貼地

的講道。感覺上，我所遇見的教友沒有奉承的

客套話，有些個性直率，但未必時時可愛；有

時都會問，說話要不要那麼尖銳坦白啊！他們

就是拿出了真個性！

深愛堂是信仰根基的好牧場，知道聽了道，非

窮個人的力量就可以行出福音的果子；信仰要

有經歷，知反省，一生的尋道，確信上主已接

納我整個人，包括我的好及我的不好，正如耶

穌與不同性格、恩賜的門徒相處！否則，我們

只是與耶穌怱怱擦身而過，與不信的人又有什

麼分別呢？

   岑祖榮

   蕭兆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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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窩仔街的深愛堂落成後，便與丈夫岑峰從迦南堂

轉會加入這個大家庭，因為我們一直就住在深愛堂對

面。之後我的兒女也在深愛堂接受嬰兒寄洗。

我所住的老人院也有舉行主日崇拜，但我就是喜歡回

來深愛堂，因為一回來就覺得很開心。能夠回到深愛

就開心，是神讓我每主日都能回來深愛聽神的話，真

的很開心！

祝福深愛堂的弟兄姊妹！求神帶領更多人回來聽神的

話！希望教會早日興旺！   岑聶麗雲

這個問題「是什麼吸引我留在深愛？」，使我回憶起三十多

年前的一段日子。當時我受聖靈的指引，要離開一間普遍認

為是異端的教會。其後約半年之久，我不斷禱告，求神讓我

找到一間正統而適合我的教會去崇拜祂。耶穌說:「你們祈

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太7:7，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感謝神！祂垂聽我禱告！在聖靈的引導下，我遇見深愛堂這

間樸實無華卻充滿宗教氣息的教會。從我踏進深愛堂的一刻

開始，已認定了這所教會是神為我揀選的，一定是最適合

我。我更相信如果一間教會吸引人的不是神而是其他東西， 

那會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為人、事、物都會改變，只有神是

信實無變！所以，三十多年來，無論教會發生什麼事情，有

什麼改變，也不能把我動搖，因為我已決意一生留在這個屬

靈的家──深愛堂！
不由你不信，我有兩個家：一個是與親人同住的家，是有親情

存在的家；另一個是我靈命上的家，是與主同在的家，就是深

愛堂。

在世我是寄居的，是客旅。我無助時、我徬徨時、我喜樂時、

我感恩時、我崇拜時，都需要一個莊嚴的地方，一個靠近主的

地方去親近主，去敬拜主。深愛就是這個好地方，宏偉的建

築、莊嚴的聖殿、和團契的生活，全都吸引我。

自從2009年12月洗禮後，深愛堂就是我的家。教會常開，每
當踏入家門，牧者和弟兄姊妹的親切友善，彼此包容、彼此接

納、互相尊敬、問安溝通、熟悉的笑容和感到被愛，也教我去

愛。無論事奉、參與、列席……，應當一無掛慮，因家裡有主

的祝福，有教友的代禱，與主同行，這是何等美好的事。

在深愛那些年的日子，點點滴滴和片片段落，我的心滿感幸福，我的心滿是感恩，無言以對主的

愛，一輩子永記心窩。深愛需要主的保守，我需要深愛的生活，因有主的愛常在，我樂意我真心

要留在深愛。

We are the family.  I love Shum Oi.

   黃麗珠

   葉汝芬
B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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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忙碌歸於寧靜
林曉清Louisa

以利亞團團友

每天的生活營營役役，星期一至星期五總是活在

同一種模式，匆匆飛跑上班，下班與陌生人身貼

身擠迫在地鐵車廂中，晚飯、睡覺、起床，日日

如是，「忙碌」已經成為生活常態！

年青時討厭忙碌，二十四小時總是不夠用。早上

七時送子女上學，整天忙著管教，叫他們溫習功

課，假期陪他們課外活動：學琴、游泳、踏單

車，長假期外遊等等。

上班也同樣忙碌，開會、進修，應付沒完沒了又

磨人的各種考試，簡直疲於奔命！那時，只有一

個很卑微的期望，就是偶然有一天，可以給我一

個大昏睡，睡到天昏地暗，不知時辰便是大恩德

了！何等奢侈呀！

回望從前總是過得很快，現在子女各自成家，我

也習慣了十多年的一人生活。諷刺的是，我現在

竟然喜歡了「忙碌」！

世界愈來愈荒謬不濟，圍繞周遭的總是謾罵、仇

恨、鬥爭、撕裂、勢不兩立、虛偽…或者糾纏不

清的人際關係。國際社會更不堪，暗殺、自殺式

恐襲、人禍戰爭、強姦暴力、流離失所的難民…

，這一切歷代也發生著，重演又重演，會有終結

的一天嗎？！

「忙碌」至少能讓我逃避，沒有時間去看及面對

殘酷的現實，雖然這種處理方法與鴕鳥埋頭進入

沙堆沒多大分別，都是自欺行為，但卻開動了我

的自我保護機制，逃避片刻抖一抖氣，看世界也

會美麗一些！

現在的我已經不再「渴睡」了，因為知道總有一

天可以安然地睡在上主懷中！毫無牽掛何等褔氣

呀！

這兩年膝蓋關節輕輕告訴我，她上落樓梯時有少

許痛，所以我要珍惜能夠走動的時間，用雙腳和

背包去享受人生的下半場！

我喜歡行山，在郊野呼吸新鮮空

氣。帶氧運動能強健心肺，提升

血液含氧量、釋放安多酚，使人

腦筋清醒，處於開心對抗抑鬱狀

態，幫助身心健康！

遠離塵囂，回歸寧謐處。看見上主創造的花鳥蟲

魚，山樹流水；聽著大自然各種生物的鳴叫聲，

互相和應；嗅著花草樹木散發的醉人氣息，確實

心曠神怡，讚嘆上主的創造奇功！心裡自然地哼

出：「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做

一切奇妙大功…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身處樹林中，讓內心不需要去理會外在世界，享

受寧靜，讓心自由放飛，心靈更新，更接近上主

重新得力！

我也著重每年最少一次給自己安排退修。心裡每

天也在增加瑣碎事和拉力，要離開鬧市，離開周

圍的嘈雜聲音，不被各樣資訊轟炸。學習放下，

放慢腳步，讓身心靈沉澱休息，重新聚焦在主耶

穌身上。藉著祈禱、靈修、安靜、默想與主相

遇，也面對真實的自己。趁這機會，清空心裡的

垃圾污穢和憂慮愁煩，騰出空間接受上主的安慰

醫治，聆聽上主的信息，才能享受與主相親的甜

蜜，滋養屬靈生命，重新得力，再迎挑戰！

日出日落，雖是淡然，但上主的恩福是充充滿滿

的在我們當中！

主啊！因為有你的愛，我快樂！細數上主一直以

來的恩典看顧，我將感謝獻上為祭！

縱然世界有多紛亂有多不濟，上帝坐在至高之

處，祂仍然坐著為王！一切仍在上帝的掌管控制

之中，上帝的眼目垂憐屬祂的子民！

我們要純然倚靠，仰望全能全知的上帝！活出勇

氣、良善，為不完美的世界散播寬恕和愛！因為

上帝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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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師於10月28日重陽節假期，修剪門口勒杜鵑樹

以免弄傷途人，也執拾整齊聖殿樓梯底的雜物。

陳牧師探訪區叔區嬸

新居入伙，李嘉麗女

士則義務協助他們的

家居設計。

11月18日陳牧師與

岑珮彤姊妹出席香

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廣蔭頣養院為教友

朱曾佩基姊妹(珮彤

的外婆)及一些院友

舉行的生日會。

11月5日一眾深

愛人為劉幗英

姊妹 (右二) 

慶祝生日。

11月18日以利亞團前往探望教友Rose & 

Bruce夫婦，並在他們府上舉行團契月會。

11月19日青年敬拜隊在主日崇拜

中獻唱〈就算面對黑暗〉

11月19日兒童主日學舉行生日會。恭

喜李琸嵐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

11月11日 本堂舉行「家長心靈加油

站」，共有10多位銘賢家長出席，由

鄒景雄先生 (後排左二) 主講，題目

為「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深愛通訊2017年12月10

10月14日舉行「刁難孩子也變乖，要變才有

新希望」家長講座，邀請美國RDI關係發展介

入法註冊顧問、心理輔導員、香港基督教輔

導學院輔導學士的周勁濤先生、及《火星人

媽媽求生術》著者郭碧鳳女士主講。

10月22-26日林巧儀校長參與教育局舉辦的首爾

交流課程，了解當地的幼稚園政策、幼稚園課程

規劃、幼兒評估及政府對教育的支援措施。

10月27日舉行了今年度第一次教師團契活

動，透過遊戲加深彼此的認識，學習互相

欣賞，並體現團隊精神的重要。

11月5日幼稚園師生共180人到保良局北潭

涌營地舉行親子旅行。學生及家長在營地

一同參與跳律動、玩集體遊戲、親親大自

然等活動，共渡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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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一屆的值理
祈禱，求主保守每一位新值理，忠
誠和盡心地參與及分擔值理會的職
責。

3.  為將於1月1日舉行的堂值理會退
修會祈禱，求主讓出席的執事、值
理、同工和有意參加的教友，同心
在退修會中仰望尋求明白主的心
意，在愛中彼此開放建立，重新得
力、愛主侍主，榮神益人。

4.  為籌備成立有限公司的進展禱告，
願主保守申請過程及各種條文的修
訂，使能配合深愛堂的發展。

5.  為關顧委員會將加強關顧教友及新
朋友禱告，願主使用各委員與更多
有心人，透過探訪、電話、交談等
方式，讓更多人領受主的愛和關
懷。

6.  為銘賢書院於11月順利完成的福音
周感恩，感謝主帶領同工和義工為
銘賢書院的同學付出時間和心力，
讓更多同學認識基督的救恩。

7.  為招聘主力負責校牧事工及青少年
牧養之宣教師代禱，求主預備合適
的人選。

8.  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11月學期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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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中民主派與建制派繼續各不相讓，無

論在議事規則修訂還是一地兩檢議題上，建
制派都以票數上的優勢，試圖強硬通過備受
爭議的議案。隨著中央對香港態度日漸改
變，民主建制之間的爭議只會不斷擴大，如
何讓立法機關重回正軌，求主賜各議員謙卑
反省的心。

2.  求主教我們如何顧念香港政府外判的清潔工
──他們的薪金是政府直接聘用清潔工月薪
的一半，工作欠缺穩定和保障。求主引導關
社群體如何幫助清潔工充權，讓他們獲得有
尊嚴的勞工待遇。

世界

1.  十九大後中國領導層已順利產生，國際社會
既關注領導班子的更替，也關心在正值動盪
的東北亞和中美互動氛圍中，新領導班子能
否在多邊關係中帶來正面影響。此外，國內
的官商民眾也關心領導強調的反腐肅貪、整
頓社會的方針能否見效，為中國帶來一番新
氣象，叫人民因而得益。

2.  為美國參議院最近舉行聽證會，討論是否限
縮總統片面發動核攻擊的權力一事祈禱，求
主賜美國政要智慧，讓他們知道如何作出合
乎民主和世界和平原則的決定。

3.  為最近美國一再在民居發生槍戰而祈禱。求
主保守美國社會，讓國民能夠為平衡個人自
由人權和社會大眾好處著想，痛定思痛有關
槍械管制的問題，讓人民不用繼續靠槍枝解
決問題，包括自己瀕臨失控的情緒。

4.  兩伊邊境發生強烈地震，據報有四百多人死
亡，七千人受傷。有城市因建築物抗震能力
低，令崩塌時做成大量傷亡。求主保守，讓
政府及國際能投放更多資源看顧傷者，安慰
災民的心靈，亦讓災區民生早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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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第二次教友大會訂於今日(12月3日)崇拜後在聖殿舉行。有關文件
連同新年度2018及2019年選舉值理選票已經派發，請將選票填好放入
收集箱內或在教友大會中親自投票。

2   「出埃及記」查經班──12月10日(主日)下午2:00在三樓舉行。
導師：黃惠儀執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3 
祈禱會──12月17日(主日)崇拜後在三樓舉行，歡迎出席，一同為關心的人和事代禱。

4 
新一屆洗禮、堅信禮及過會禮將於12月17日主日崇拜中舉行。

5 
青年敬拜──12月23日(星期六)下午4:00時在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6  今年平安夜聚餐訂於12月24日(主日)晚上6:00-7:30假座銘賢書院禮堂舉行。
票價：成人$150（優惠：12月3日前報名$100），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12歲或以下、或全
日制學生$80（優惠：12月3日前報名$60）、三歲或以下小童免費，但仍需報名(註：每張餐
券只限一人使用)。為響應環保，請自攜餐具；如需即場購買，每份餐具$10。除了教會所準
備的食物外，歡迎自由準備食物分享。購買禮物方面，亦歡迎自由奉獻。崇拜後在聖殿外購

票。截止購票日期：12月17日(主日)，額滿即止。聚餐後約8:15於本堂聖殿舉行平安夜燭光
聖景崇拜，講員：蘇永翰弟兄。歡迎邀請親友一起慶祝佳節。

7 
聖誕節聖餐崇拜訂於12月25日(星期一)上午11:00舉行。

8  由關顧委員會與成人婦女部合辦的生日會訂於12月31日(主日)崇拜後在二樓舉行，歡迎弟兄
姊妹參加。

今期「主題探討」得到14位弟兄姊妹賜稿，他們環繞主題「是什麼吸引我留在『 深

愛 』？」作出坦誠和認真的分享，都是獨具一格，言之有物，相信會勾起不少深愛

人埋藏心底的點滴回憶以致心靈躍動，繼續反思上主為深愛堂預備的前路。感謝他

們的從心分享。除了考慮版面設計的美觀，文章盡量按作者英文姓氏字母排序。

此外，多謝林曉清Louisa投稿「信仰園地」，分享了她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經驗和
對神的體會。歡迎更多深愛人主動投稿分享在信仰上的反思，形式不拘，比方可以是詩作、

畫作、歌曲、填詞等等。大概以1000字內為佳。

大家應該已習慣了每期通訊都有「深愛寫照」，其實本堂各團契或部門或不同組合的聚會，

都歡迎分享近日的活動照片，讓同屬主內一家的深愛人彼此認識更多。例如今期便有一群深

愛人為劉幗英姊妹慶祝生日的午飯聚會，是自由組合的，從簡單的一張相片，已能感受到幗

英被關心的喜悅。

記得任何形式的來稿，截稿日期都是每月的第二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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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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歡迎弟兄姊妹在聖殿接待處領取區會的2018記事簿。

10香港福音盛會2017」佈道大會已於11月29日開始。餘下今天下午4:00最後一場。
有意索取入場票，可向幹事吳小姐(Jessica)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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