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無常 陳嘉恩牧師

年輕的時候，對「人生

無常」理解不深，認

識膚淺。相信「幻變無常」

只是偶爾之事，誰不知長大

後，才霍然領悟生命一切皆

「無常」。

還記得雅各書曾道出人生如

一片雲霧：「嗐，你們有話

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

裏去，在那裏住一年，作買

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

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

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

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和合本聖經，雅各書

4:13-14）

這豈不是我們的寫照嗎？我

們常為自己安排「美滿」的

計劃：選哪間名校、讀哪個

學系、幹哪個行業、找哪個

對象、買哪間房屋、生幾個

孩子……最好是出人頭地，

名利雙收。

殊不知我們的生命正在「無

常」的軌道上運行，變幻莫

測。以為大地在我腳下，玄

機妙算，一切皆由我控制。

可是人生幾許波折，到頭來

才知道我們原來是一片雲

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人生就是如此的脆弱短暫，

聽過少壯青年罹患絕症嗎？

錦繡前程無奈面對旅途終

結，令人黯然淚滴！見過

天賜良緣婚後觸礁嗎？弄得

妻離子散，大好家庭支離破

碎，叫人惋惜！又或者曾遇

過親友事業在如日中天時失

敗，弄至身敗名裂，人生一

蹶不振的時刻嗎？

未嚐「無常」的滋味，那曉

得「永恆」的寶貴？甚麼叫

「永恆」？永恆原是「不易

不變」，「無窮無盡」、「

生生不息」的意思。我們是

客旅、是寄居的，切莫戀慕

這可朽壞的世界；投資永恆

才是明智，人生才顯得有意

義。

詩篇90篇描述人生轉瞬即逝

的光景，實在

發人深省。「

你叫他們如水

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

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

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詩篇90:5-6)我們雖駐足現今

變幻的世代，卻可靠主將永

恆國度的真理活現在人間。

你有否思想過生命的意義？

永恆的重要？物質名利權勢

終必過去，倚靠它的，總是

徒然！

詩人說：「求你指教我們怎

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

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90:12)生命得以重建，經歷

豐盛的人生，惟有倚靠生命

的主宰。雖然面對人生變幻

的境遇，然而在祂裏頭，活

着就有信念和盼望。也許你

現在正處人生巔峰狀態，躊

躇滿志，一無所缺的時候，

但勿忘記一切皆「無常」，

思想「永恆」，此際正是良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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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幗英
成人及婦女部部員

人
年紀大了，記憶像有腳

的寵物，常在你身邊擾

攘。但當你想捉住它們，又卻

記不起一些零碎的情節。因此

我希望在我完全失去它們之

前，記下一二事，使我可再嚐

當時的甜蜜而感恩。

八零年代，我重返深愛堂。那

時深愛堂的兩位牧者是郭達潮

牧師和張貴雄牧師。我與他們

倆都彼此認識不深。不久張牧

師夫婦和他們的小孩搬出深

愛，去了美孚租住一個單位。

有一次一連幾晚，在他們家有

青年團契聚會，是歡迎其他教

友參加的，我去了。在聚會未

開始前，我參觀張牧師廳中的

書櫃，張牧師禮貌地陪在我身

旁。我讚嘆他的知識和閱讀的

闊廣，他客氣地表示不算。忽

然，我的目光被一本書吸引

了，書目是：《在這傾斜的世

界中，人可以站直嗎？》我一

邊把這書拿上手，一邊微笑問

他：「牧師，可以嗎？」他沉

默了數分鐘，像是在為我尋找

答案；而我則在欣賞他心中的

「爭戰」（至少這是我的想

法）──他在面對我這隻不大

清楚信仰的小羊，要如何好好

的牧養！？是誠實地說：「不

能」？這可能使我跌進失望、

恐懼的深淵，還是說

些帶我「遊花園」（

編者按：即言不由

衷，說了等如白說的

話）的好聽話呢？我

感到一種被基督的愛

守護著的溫馨，心中

盡是對眼前這位好牧

人的欣賞和感激！

數分鐘的沉吟後，他

說：「據這書說：『

不能』。」

我沒有因這答案而不

信上帝，但到今天我

還記得張牧師在沉思

中所表現的細心、關

心、愛心！這對別人

來說，可能是雞毛蒜

皮的事，但於我卻印

象深刻，就像電影中的凝鏡，

久不久就回來。感謝上帝賜我

這寶貴的「片刻」！也提醒

我，我們活在世上，雖然渺

小，但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

影響其他人，或大或小，所以

我要因著上帝的愛，謹慎地活

在祂所賜的每一刻！

留痕~難忘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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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恩
節攝影比賽作品

第一名
感謝主的祝福、醫治軟弱的我，Yeah!

(蕭兆薇)
第二名

愛．同行 （林希德）

第三名
深愛一家 (朱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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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恩
節攝影比賽作品

聚精會神 (林子淳)

開心可以好簡單
 (莫漪騰 )

與主同在 (黃麗珠)踩踩踩，努力踩！ (朱美娟)

青夢 (梁以正)

齊來謝恩 (黃麗珠)

齊運動 益身心 (吳琰櫻)

目標在望 (吳琰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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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恩
節攝影比賽作品

緊緊同行 (林希德)
紅中一點男 (葉汝芬)

約瑟和瑪利亞的笑 

(葉汝芬)

父子同樂 (吳琰櫻)

我們齊齊YEAH ！
 (朱美娟)

我今天太累了！ (朱美娟)

回轉像小孩 (吳琰櫻)

寶刀未老 (吳琰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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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話裡的愛 (韋卓智)

在主愛中成長 
(莫漪騰)

同感一靈 (黃麗珠)

同心同行之老少同步（一）

(蘇永翰)

同心同行之老少同步（二）
(蘇永翰)

 不論老中青，一齊動起來！ 
(朱美娟)

chanting讀頌[1] (葉植安)

  

謝
恩
節攝影比賽作品

同心同行之親恩情 
(蘇永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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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之老少同樂
(蘇永翰)

同心同行之慢步人生路（一） 

(蘇永翰)

同心同行之慢步人生路（二）
(蘇永翰)

入了 ! (林子淳)

兒童主日學大家庭 (莫漪騰)

人人在捕捉？！
黄雀卻在後呀！ 

(蕭兆薇)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朱美娟)

Blessings祈福[1]
(葉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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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於粉嶺的浸

會園舉行謝恩節旅行

一起玩集體遊戲

兒童主日學留影

青年區留影

以利亞團留影

詩班留影



深愛通訊2018年1月 9

12月1日陳牧師與銘賢書院老師

帶領同學出席於大球場舉行的

佈道會

12月8日 銘賢書院

學生團契活動，輕

鬆步行窩仔山，當

天浩浩蕩蕩40多位

學生出席，謝副校

長領隊。

12月9日，跟青年

人（伯特利團及保

羅團）到銘賢書院

做壁報版，介紹深

愛青年區團契及活

動。

12月11日陳牧師與銘賢家長定

期聚會

12月2日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

147旅(銘賢書院童軍)50周年金

禧晚宴

12月11日 本堂教友周寶熙牧師

(前聖光堂堂主任)於2017年12

月底榮休

12月17日分別有(由右至左)：
香佩詩姊妹接受洗禮、劉素冰
姊妹與劉素妝姊妹接受堅信
禮、吳志堅弟兄接受轉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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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五)K3幼兒參觀稻香

飲食文化博物館，讓幼兒認識

各國獨有的飲食文化和特色。

12月1日(五)學校安排香港盲人輔導會普通眼科及

低視能中心之流動視覺健康檢查服務到校替幼兒進

行初步視覺健康檢查

謝謝陳牧師在一年的開始分享人生的一個重要課題：「人生無常」，這正好提醒我們要

珍惜神所賜的一切，無論在人看來是順境或逆境，一切都在神的手裡──這是操練我們

對神的信心的機會。但願我們向聖靈開放，讓祂引導我們「放下」自以為擁有的一切，

包括我們的聰明才智、金錢學歷、社會地位、人脈關係，甚至在世的日子，都不在任何

人的手裡，唯有誠實「放下」一切，才能「擁有」最重要的一切──因主的同在而有的平安！

此外，感謝劉幗英姊妹分享她生命中的一個「片刻」，正如她在文中所說：「這對別人來說，可能是雞

毛蒜皮的事，但於我卻印象深刻，就像電影中的凝鏡，久不久就回來。感謝上帝賜我這寶貴的『片刻』

！」盼望更多弟兄姊妹留意到生命中的一些「片刻」，並願意以不同形式與人分享，讓更多人因共鳴而

受到安慰和鼓舞。

「深愛寫照」今期刊載了謝恩節旅行攝影比賽的參賽作品，希望當中的相片能夠為大家帶來寶貴的回

憶。此外，多謝Steven在旅行中不辭勞苦為大家拍照留影，Jessica已上載本堂網址供大家瀏覽和下

載。

最後，再次歡迎任何形式的投稿，目的是讓深愛人有更多互動溝通的機會，在主裡彼此勉勵和成長。記

得截稿日期是每月的第二主日，可電郵 shumoi.editor@gmail.com查詢可聯絡徐牧師9122-0175。懇切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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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經歷主同
在的奇妙。

2. 為2018及2019年度新
一屆的值理（任婉嫺
姊妹、莫漪騰姊妹、
范立軒弟兄、葉觀霖
弟兄、蕭兆薇姊妹、
勞逸軒弟兄及莫昔芝
姊妹）祈禱，願主保
守新舊值理同心事
主，興旺福音。

3. 為銘賢書院福音周及
於福音盛會佈道大會
所結果子感恩及禱
告，願主堅固決志者
的信心及屬靈生命的
成長。

4. 為詩班員、指揮及司
琴的練習及獻唱代
禱，願主保守他們口
唱心和讚美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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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長沙灣海麗邨早前更換屋邨和商場的外判清潔商，外判商由「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變成「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但
「民順」誘騙清潔工人簽署自願離職信，逃避遣散費。事件涉
及約40名工人和100萬元遣散費。求公義上主看顧，願工人得
到保障，不義商人得到應有處罰。

2. 香港的人口老化、獨居長者、隱蔽長者等問題持續惡化，城中
不時傳出孤寡老人在家中逝世多時才被意外發現；另一邊廂，
本地護老服務良莠不齊，疏忽照顧，甚或虐老情況亦不時發
生，政府對業界的支援和監察，實是責無旁貸！祈願教會與信
徒以愛回應，以實際行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3. 立法會正式通過議事規則的修訂，意味著立法會的權力正逐漸
被閹割，香港的前路似乎一片灰暗。求主安慰人的心靈，教導
人的無知，讓香港走出黑暗，叫港人能看見屬於自己地方的未
來。

4. 發生火警時警鐘會響起，提醒人們逃生；但聽不到的人，怎樣
逃生？曾有聾人到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房署涉嫌違反殘疾歧
視條例。因房署以成本高為由，拒絕為聾人住戶安裝火警閃燈
裝置，因此，先天障礙者被剝奪基本的受保護及生存權利。事
實上，聾人住戶數目有限，不應以資源為由推搪，房署作風如
此官僚，欠缺良知，求公義的主看顧。

世界

1. 中國北京大興區的一場大火，衍生出北京當局就「低端人口」
的排查行動，成千上萬的外省民工及其家庭，竟被用上極端方
法予以驅趕。他們離鄉別井，以極低廉代價為城市發展出賣勞
動力，只能無聲地蝸居於城鄉周邊的窮街陋巷，如今卻被政權
以「重申首都安全穩定底線」之名所棄絕，在異鄉中再次流離
失所……祈求公義之主垂憐。

2. 12月7-8日，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舉行了《南南人權論壇》
，表示人權沒有放之四海的共同解釋，並主張不同國家的人有
著不同的人權。而中國在演繹「中國式人權」當中，高舉的卻
是純粹的生存權（人民生活沒有保障）。中國這樣做，有如在
說中國人只需要生存而不需要自由和平等的人類動物。而且中
國在解釋人權時表示必須考慮國家的主權，已明顯違反了聯合
國「國家必須保護人權」的目標。中國在《南南人權論壇》宣
告的，是表明中國式人權「就是這樣」，中國人似乎難以再就
人權方面獲得更多應有的權利，這實在是欠缺公義和良知，求
上主憐憫看顧。

3.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國正式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
都，各國除了極力反對這個牽涉大量宗教與歷史問題的決定
外，以巴雙方在加沙地帶亦不斷發生衝突。兩國對於國境與耶
路撒冷的擁有權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議，求主將和平帶到當地，
讓人放下武器，以談判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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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會 顧　　問：陳嘉恩牧師 編　　輯：徐珍妮牧師   校　　對：陳紹才執事

  版面設計：林希德姊妹 照片及消息整理：吳琰櫻姊妹   委　　員：蘇永翰弟兄

     《深愛通訊》2018年1月7日出版

籌備多時的深愛堂125周年紀念特刊及USB記憶體已經派發，未領取者
請與幹事吳小姐（Jessica）聯絡。

2   本堂已於2018年1月1日（星期一）於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新舊值理退修會。

7 
祈禱會──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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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出埃及記」查經班──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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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青年敬拜──1月27日(星期六)下午4:00在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3 本年度2018及2019值理會成員名單如下：黃苑芳執事、劉懿舫執事、劉寶珊執事、黃惠儀執

事、陳永佳執事、陳紹才執事、陳家健弟兄、范立軒弟兄、孔鎮江弟兄、江學智弟兄、林子

淳弟兄、林希德姊妹、李智浩弟兄、勞逸軒弟兄、莫昔芝姊妹、莫漪騰姊妹、岑祖榮弟兄、

蕭兆薇姊妹、任婉嫺姊妹、葉觀霖弟兄。

5 陳牧師於12月21日為王錦弟兄洗禮加入深愛堂。請為王弟兄肺部軟弱，需氧氣設施維持呼吸

代禱，願主堅固其信心。

4 新一屆洗禮、堅信禮和過會禮已於12月17日崇拜中舉行。歡迎剛受洗的香佩詩姊妹，剛受堅

信禮的劉素冰姊妹、劉素妝姊妹，和剛轉會的吳志堅弟兄加入深愛堂。

12

9           本堂堂務陳翠娟女士已請辭，多謝她過去在本堂的服侍。在未聘請到新的堂務前，誠邀弟兄

姊妹短期分擔協助本堂一般事務（例如：執拾、清潔、擺設枱椅及茶水等）。有意者，請與陳

牧師及幹事吳小姐（Jessica）聯絡。

10 陳嘉恩牧師獲選為區會福音事工部部員，任期由2017年12月12日至2019年12月執委會會議止。

1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2018年3月上旬開課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時間表及課程內容簡介已經出版。報名期是2017
年12月18日至2018年2月7日之辦公時間內進行，歡迎報讀。此外，為鼓勵舊生及新生報讀，本堂繼

續推行「一領一獎勵計劃」，請多多支持。有關詳情可登入本堂網址瀏覽：http://www.soc.org.hk。

區會消息

區會社會服務部為籌募服務經費以支持家庭支援服務中心、學校支援服務、臨床心理服務、家情軒

及屯門特殊幼兒中心，籌款目標為二百萬，推出慈愛券，一套共5款，每本10張，每張$10，每本

$100，由著名插畫家麥家碧小姐設計，敬希大家踴躍支持，崇拜後可於聖殿外向葉觀霖弟兄或幹事

吳小姐(Jessica)購買。截止發售日期：2018年1月14日(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