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謝13位值理會成員的由衷分享。《通訊》提議他們分享的範圍是：

 1) 作為值理會成員，你對來年深愛堂的發展，有什麼期望？

 2) 作為值理會成員，你對自己在深愛堂的未來發展上，有什麼期望？

各人的文筆風格迥異，卻不失真情。盼望大家感受到文章背後，那份對深愛堂的深情和愛意，

更是對上帝無法言傳的堅持！盼望他們的心聲能夠引起大家的回響。

陳家健

1) 希望深愛能夠繼承以往優良傳統，

對不同社會議題意見都能兼容。

2) 希望有機會帶中學生團契和其他事奉。

陳紹才執事

1) 作為執事及值理會成員，我對來

年深愛堂的發展，可用「學習」

和「關愛」來表達。教會是一個

屬靈的群體，學習和跟從耶穌的言行，所

以教會應教導教友如何系統地研讀聖經，

是一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sa-
tion) 。同時，教友應實踐上帝的大愛，遵

守最大的誡命：「你們要盡心、盡性、盡

意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愛人如己。」

。因此，教會必然同時是一個「關愛的群

體」(Caring Community) 。無可否認，建

立或精簡行政架構是需要的，讓教友參與

教會事務是需要的，但當中的精神或理念

是更重要，即愛主愛人的心，包括社會關

懷意識和行動。讓我們緊記：「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彌迦

書6:8)

2) 我對自己在深愛堂的未來發展上，有下

列期望：鼓勵教友不斷學習並參與系統性

研經，另外是鼓勵教友多參與教會活動，

多些彼此關懷、代禱。More Learning and 
More Caring!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新年度值理會成員的由衷分享
*馬太福音25:21、23

陳永佳執事
教會是ㄧ個信仰群

體，以信仰上帝由聖

子耶穌基督演繹上帝

的教導並透過聖經將

上帝的教導用文字記錄，所

以教會應以聖經為教導的中

心，按聖經所教導的作教導

的重心，按真理作教導的基

礎，所以教會應教導教友如

何系統地研讀聖經，教會亦

應有系統地讓教友有系統地

學習聖經。

在教會的工作方向而言，不

要空談，亦要釐清目標，以

客觀及系統地向著目標前

進。

深愛通
訊

2018-3月
2018-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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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軒

感恩上主的帶領，加入深愛堂

這個大家庭。教會是信仰生活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希望深愛

堂能成為自己及大家信仰實踐

的地方。群體內，建立德性，實踐主愛；

群體外，關懷鄰舍，見證基督的福音。弟

兄姊妹一起以行動活出信仰，祈禱交託，

誠心所願。

孔鎮江／CK 

1)  希望所有的部、團和各委員會

加強相互的聯繫，多些交流和互

動，以致可以互補長短，一齊合

力推動教會事務。希望教會多關

注及參與多一些貼近社區民生的

事情，以作為廣傳福音的橋樑。

2)  繼續當一個勤力的參與者，和群體裡的

一顆小螺絲。希望可以加深對深愛堂的了

解，更加希望可以認識更多的深愛教友。

江學智／叉子

深愛堂過去數年在人事上都

有大大小小的離合，每每人

事變動都會帶來事工上的轉變。期望

深愛未來能建立一個合一的團隊，成

員之間能互相尊重，不分彼此，在互

信的前提下為深愛共同努力。

林子淳／Jason

作為負責培育委員會的值理，本身

又是神學老師，我個人當然希望深

愛堂教友能對信仰有進深認識的興

趣。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會

為弟兄姊妹在崇拜後提供一些既活潑又生活

化的短期課程，盼能讓大家在互動中一起學

習與分享。

林希德／Hilda

1)  在深愛堂一段日子，很少聽到有人提及「發展」一詞。似乎，能夠繼續維持現

狀，已經是很多教友最高的期望了，究竟深愛能怎樣「發展」？

2017年是辛苦的一年，也是突破性的一年，除了是深愛堂125周年，也是深愛

重整架構的一年。為什麼重整？因為我們都想改變。為什麼想改變？因為我

們對未來仍然帶著希望。所以，我對深愛堂來年的期望是──

在新的架構下，能有更多人參與教會的服事，謙卑誠實地在事奉中學著彼此配搭、尊重、

包容和愛。希望更多人脫離旁觀者的行列，成為參與者、愛的實踐者，在教會中靠著上主

的大能大力，去「愛」。

2)  2017年當了值理，是一群「新人」中的一員，誠惶誠恐之下參與教會的各項決策，也看見

深愛堂的不足與缺乏，更因不足與缺乏而更容易看見上主。

作為值理會成員，剩下一年的任期，其實也做不了什麼，只願能緊守崗位，做好每個職位

賦與的責任，不卸責，不只說不做，不漠不關心，不得過且過…，誠實地面對同伴和上

主，在缺乏中，學著體察上主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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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浩／浩子

1)  盼望深愛堂除了能維持各項事

工，更渴望弟兄姊妹藉著教導，能

看清在事奉上的召命，及不同年代

的弟兄姊妹在關係上更進一步。

2)  不論教友是否值理，都是神的僕人，因此我

對自己的期望，不是出於值理的位份，只是出

於我信耶穌。在青年區服事了一段時日後，察

覺到不同年代教友之間無形的牆──彼此認識

卻沒有交通。故此，我期望自己可以身作則，

攜同一眾青年人漸漸與成年教友交通、服事、

融合、以愛相待。重視彼此關係的建立，清晰

之間的不了解、疑惑，我深信是上帝盼望見到

的教會。

勞逸軒／Ray 

我認為深愛的未來與發展主

要是青年區（中學、大專以

及職青組），原因如下：

- 承傳角度：深愛堂和香港

一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年輕人

有助拉低平均年齡和提供基礎去承

傳深愛的傳統和價值；

- 牧養角度：深愛堂有斷層的問

題，30-40歲的會友佔的比例出奇

的少，發展職青群體才可起帶頭的

作用，更有效地培育下一代；

- 經濟角度：請留意聖經的觀點是，

不要看財富的地位高於上帝，沒有

否定金錢的重要性。無疑即將投入

工作的青年人更能穩定地奉獻於教

會。

因篇幅及字數所限，未能有更多的

分享。如果大家有感動又有興趣服

事年輕人，請聯絡堂主任陳嘉恩牧

師，感謝大家。

岑祖榮 

作為一所過百年的教會，深愛堂要學

習捨離──「捨」棄過往倚賴依循

的習慣，脫「離」等待被教導，等待

被激動的事奉心態，在新架構下大家勇於承擔地

去尋找適合的崗位，毫不吝嗇地提供新思維和做

法。同樣深愛堂也要學懂傳承，傳續過去對弱勢

者的關懷心志，繼承深愛一家的團契信念。讓大

家無論對外對內，都能見證上主的深深大愛。

作為一個踏入耳順之年的值理，來年也要學懂捨

離──「捨」棄過往事奉上的陋習，脫「離」自

以為義的陷阱，學曉把生命放在上主面前，經歷

祂的沉默、同在、咒詛*和祝福，更要懂得把生命

與人分享，以愛與人同在，共同構建出一個事奉

的群體。

*謝謝祖榮後來進一步的分享：沉默、同在、咒

詛和祝福，其實都是本著人的感受。上主又何嘗

會隱藏在沉默中，但生命總會經歷公義的禱告不

蒙回應的時刻。大愛的上主當然不會咒詛他的子

民，但生命也會遇到跌進低谷，痛不欲生的苦

況。惟有當你經歷過在上主的沉默中察覺祂無時

無刻的同在，體驗過從上主的咒詛裡找到祝福的

曙光，我們才會深深體會屬靈小品〈足印〉所描

述，在生命困境處被上主抱起走過的境界。

黃惠儀執事

深愛堂多年來都很看重社

會關懷事工。來年我期望

深愛堂能加強信徒靈命上的培育，鼓勵

各部團在聚會中有系統性地研讀聖經，

使教友明白研讀聖經的重要性，透過聖

經去領悟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和祂的旨

意，讓大家有更多機會作靈性生命的反

省、討論和分享。因為穩固的信仰是信

心的基礎，也是各樣事奉的先決條件。

正如保羅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

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

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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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婉嫺／Courtney

大概五年前阿翰剛來到深愛堂，與我們一眾青年區導師開會，商討青年區

的發展藍圖。這是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聽到在教會有人這樣建議大家去

計劃。之後幾年，我們幾個導師、同工，不斷檢視、反省，發現以往大家

都很賣力的做卻分散資源，見招拆招，效果不很理想。約四年前從零開

始，向當時的大專生提出一個五年計劃，將青年區分初中、大專、職青三個部分，一層

牧養一層，大家有被牧養、也有牧養下一輩的參與。只是當時大部分大專生都沒有這個

意識，不太接受自己要牧養初中生，不了解一代一代的連結對整個教會發展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只好再花時間在大專生身上工作，慢慢跟他們一起建構。今天青年區的群組已

具雛形分初中、大專、職青三個部分，一層牧養一層。

誠然發展與成長是一面兩體，發展的同時，大家的生命和教會一起成長，成長中又推動

了發展的步伐。只是大家未必都有同一理念，又或者期望不一樣，而教會的發展最需要

的是弟兄姊妹的心志，若空有計劃，沒有委身的人，也是枉然。

確實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認為還是從信徒生命的更新和教友之間的關係建立開

始。當大家的靈命活潑，在愛的群體中被滋潤，自然流露生命的熱情、投入委身於主

的使命中。當然不用等所有人都願意才開展事工，但起碼要培養大家的心志，不論在行

動、態度、思想上都有追求成長的動力。最基本應從牧養、關顧做起，重燃大家對信仰

的追求和建立活潑的信仰群體，在愛中一起經驗並活出信仰。

最後以我老師鄭漢文博士（編者按：鄭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專業顧

問，也是基督徒）的教育哲學作結：「心動力變，力用事成。事成在力，力用在心。」

我期望在這方面略盡棉力。自2013年我開始主領查經班，由「創世記」開始，每月一

次，現已研讀至「民數記」，很享受信徒一同學習上帝話語的喜悅，亦深深體會教學相長

的道理。在未來日子裏，希望藉此喚起教友在研讀聖經方面的興趣。

抱歉！三月通訊延遲了一星期才出版，懇請原諒。

謝謝新年度值理會成員的真誠分享，各人風格迥異，正好反映了值理會的多元和豐富。

盼望大家對值理會的成員認識多了，深了，會引起大家更多的參與動機和分享想法，特

別期待年青一代的積極回響。

今期的「信仰園地」是張天庇弟兄去年底，在病榻上努力為深愛人撰寫的一篇文章。希望大家能

夠抽空細讀他的遺作，你不一定完全認同或明白天庇的想法，但他字裡行間流露對上帝的認真和

忠心，卻很值得我們尊重和學效。天庇，感謝你的心稿。

看了值理會成員的心聲，和天庇弟兄的遺作，還有在每天的生活中，你可有什麼令你有所觸動的

經驗，想公開分享的呢？期望收到你的片言隻字或其他形式的分享，重要的不是寫什麼，而是在

神面前因感動而發的心聲。每月第二主日截稿。電郵去 shumoi.editor@gmail.com 便可。

查詢：徐牧師912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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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唔易過，更要謝主恩！
張天庇

詩班員、以利亞團團友、社關團契成員

2017年對我來說，真的不容易度過！

自身受到惡疾煎熬，上主每天都給

我不同的「功課」：定期不同科的

覆診，檢查和手術已令我經常出入診所和

醫院；下半年媽媽健康轉差，無法由家人

照顧，多次進出醫院與老人院之間，更增

加我往返院舍的密度。在這年頭，我曾目

睹不少長期病患和年邁弱者，他們的苦

痛、虛弱和無助，使我深深感受到生命灰

暗和荒涼的一面，一年真不易過；然而我

更感受到，上主對我的恩典實在豐厚和源

源不絕。

2018年3月，我在深愛堂就要滿45年。回

想這超過三分之二我已度過的歲月，要數

算的恩典真的很多。

首先，我要感謝上主讓我重遇曾是我的小

學同學，現在是我的妻子──兆薇。她當

年介紹我參加深愛堂的聚會，讓我在比較

自我的青年期，有機會認識基督教信仰，

開拓了我狹隘的視野，知道每個人與自

己、與他人及與上帝的三重關係。除此以

外，兆薇在81年決定與我組織家庭，使我

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在我證實罹患膀胱

癌後，健康大不如前，這年多兩年間，她

為我所付出的愛和能耐，更使我要向她表

達無盡的感激。

此外，我要感謝郭乃弘牧師和平信徒學校

的導師。他們教導了我「基本信仰課程」

、牧區工作坊、處境遊戲如「雙喜鎮」、

「連續體Continuum」等，讓我學會透過

各種社會服務方法，實踐基督關懷鄰舍和

弱小的使命。

我也要感謝深愛堂不遺餘力去培育年輕一

代。我們雖然只有淺薄甚或匱乏的知識和

經驗，卻經常被

分派去做團契導

師和牧區工作，

記得當年的一句

口號「識嘅坐

喺度，唔識嘅去

做」真是最佳寫

照。我和多位當

年30歲左右的

弟兄姊妹更因此

能被選為值理，

學習和參與推動

教會各方面的事

工。我在值理會

其後近20年中，經歷過不少難忘的事情，

以下是其中值得與大家分享的三點：

1.「世代」之爭──較年輕的值理視較

年長的執事值理過份保守，以致教會未能

與時並進，於是聯合力量爭取更多年輕人

出任值理會中的重要位置（即現時的職員

會）；

2.「民主」之爭──適逢面對九七問題，

為確保回歸中國後，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權

能獲得充分保障，社會持續出現爭取建立

民主政制的運動。深愛堂與社會脈搏同呼

吸，由於信徒中存在不同意見或對信仰有

不同領受，也出現了不同派系的爭論。紛

爭最嚴重的時候，會議過程甚至要錄音，

要逐字記錄，雙方互信蕩然無存。十多廿

年間，雖然有有心人曾經多次斡旋、調

停，試圖促成「大和解」，可惜都是徒勞

無功。最大傷害莫過於「內鬥」引致多次

牧職和青年幹事的人事變遷；其間甚至有

「一堂兩制」的倡議，某些部團更分裂為

兩個互相競爭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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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容仍不免有底線──七、

八十年代香港的教會普遍對立

為「福音派」與「關社派」，

雖然我接觸過的其他基督教會

並不多，深愛堂始終給人較寬

鬆和包容的印象；可是也曾經

發生有團契，因被指採用「內

向」的福音派模式，以致被逐

離教會的事件。

以上所提及的，可算是上帝派

給深愛堂每一位教友需要學習

的功課；我們即使極不情願，

這些都已成為深愛堂歷史的一

部分。無論我們從中學習到的

有多少，那都是上帝賜給我們

寶貴的經歷。感謝上帝，除了

祂給予我們所期望和渴想的，

祂也給我們感到不滿意甚或傷

痛的，然而這些也是祂的恩典

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和不可

或缺的部分。因著這些「恩

典」，我們有成長的機會，只

要我們願意重投主耶穌基督的懷抱，接受上帝

的寬恕和憐憫，謙卑地反思和領受，縱然經過

暴風雨和死蔭幽谷，我們也可繼續勇敢地奔走

上帝為我們所預備的前路。

經歷近廿年的風風雨雨，感謝上主為深愛堂安

排陳嘉恩牧師出任堂主任。還記得他到任幾個

月後，曾分享過「深愛堂較多參與的信徒，不

少都是『性格巨星』」。驟耳聽來頗有「唔易

搞」之意，結果陳牧師憑著豐富的牧會經驗，

頗高的EQ（情緒智商）和倚靠上主的信心與智

慧，帶領深愛堂迄今超過十年；加上陳師母的

音樂造詣和無私奉獻，令聖樂部的事奉生色不

少。約五年前，陳牧師把他曾參與多年的「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推薦成為深愛堂事工的一部

分，開拓與社區接觸的新途徑，讓主耶穌基督

的福音有機會向學員傳送。

最後，我衷心感謝曾為我的健康，代禱、問

候、打氣和鼓勵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別是陳

牧師和師母、徐牧師、Hilda、蔡寶玉姊妹和

蔣佩玲姊妹；你們在我艱苦的歲月中，使我感

受到主耶穌基督同在的甘甜，倍覺上帝的恩

典，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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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陳牧師往醫院探望
早前跌倒入院的教友劉瑞珍
姊妹

2月6日探訪劉瑞珍姊
妹。這是關

顧委員會首

次出隊探訪
。同行者包

括徐牧師、
劉陳碧珍

姊妹、葉汝
芬姊妹與黃

鸞飛姊妹。

2月20日探訪劉永福、譚展合夫婦。同行者包括：徐牧師與黎合意姊妹。

本堂教友譚兆麟弟兄Alan與太太Emily於1月28日喜獲麟兒

2月23日探訪莫熾華、繆昭如夫婦與
昔芝（熾華妹妹）。同行者包括：徐
牧師、蔣佩玲姊妹和朱美娟姊妹。

1月5日信仰追求小組（職青組）開組飯聚，同時慶祝Courtney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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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一熱心教友邀請本堂教友崇拜後出席
新春感恩午餐會，共聚主內情誼。

2月18日（年初三）新春主日崇拜，詩班獻唱
〈賀歲歌〉。崇拜後舉行團拜，陳牧師致詞
後，與堂會主席紹才執事、副主席任婉嫺、司
庫岑祖榮，一起以刺氣球與眾分享新春的歡
樂。感謝弟兄姊妹與眾分享糖水和應節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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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深愛同學會舉行小小茶聚分享

會，邀請「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資深導師

黃詠思女士作專題主講嘉
賓，分享「如何

保持心境青春」，也藉此
讓同學加深認

識，彼此交流。

陳牧師（扶輪中學校董）與陳紹才執事
（區會學務總監）出席扶輪中學45周年校
慶晚宴

2月23日（年初
八）教

會同工
與幼稚

園教職

員出席
春茗

1月26日舉行了今年度第二次教師團契活
動，大家透過詩歌及分享生活中的開心事，

學習以正面及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並一同

拉筋，讓身體舒展放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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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舉行K2級家長觀課活動，家長可於

課堂中參與並協助不同的
活動，讓家長體

驗幼兒學習生活，並了解
幼兒的校園活動

情況。

1月5日安排K2上、下午班一同參觀「陽光
笑容小樂園」，活動內容包括短片、模擬遊
戲、自選活動等，幫助幼兒學習牙齒保健的
常識及養成刷牙的好習慣。

1月6日舉行「兒童發展多面體」家長講
座，邀請教育心理學家簡麗姿姑娘主講，
讓家長掌握學前幼兒的學習需要。



關心肢體及教會事工

1. 教友張天庇弟兄於2月8日（星期四）
凌晨在家人陪伴下主懷安息。求主安
慰家人。安息禮拜訂於3月11日  (星
期日)晚上7:30於九龍殯儀館（九龍大
角咀楓樹街1號三樓聖光堂）舉行。

2. 教友譚兆麟弟兄Alan與太太Emily於1
月28日喜獲麟兒。願主賜福，讓孩子
健康快樂成長。

3. 為流感高峰期弟兄姊妹的身體健康禱
告。為身體軟弱及心靈有重擔的弟
兄姊妹禱告。特別為蔣佩玲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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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的幫助和關顧。

4. 為新一年眾弟兄姊妹立志愛主事主的
心志禱告，願主引領各人在個人成
長、家庭、工作及社會上，均有美好
的見證。

5. 為最近一年開始出席主日崇拜的新來
賓祈禱，願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並能
使深愛堂成為其屬靈的家，與弟兄姊
妹彼此建立。

6. 為銘賢書院下學期學生團契的計劃及
發展代禱，亦為3月23-25日舉行之
福音營籌備工作代禱，求主預備有心
有力的事奉人員，引領更多同學得造
就。

7. 為財經委員會各成員代禱：岑祖榮弟
兄（召集人）、陳嘉恩牧師、陳紹才
執事/主席、莫昔芝姊妹、林希德姊
妹。願主堅立眾成員作神忠心管家的
心志。

8. 為招聘主力負責校牧事工及青少年牧
養之宣教師和全職堂務代禱，求主預
備合適人選。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近日本港一連發生多宗交通意外，特

別是在大埔發生的一宗，導致19人死
亡，數十人受傷。事件揭示專營服務
機構為了公司股東的最大利益，漠視
員工合理的工作條件和乘客的安全。
除了要求政府與巴士公司盡快正視問
題，社會大眾也要痛定思痛，反思個
人以致整體社會的核心價值，否則問
題不單愈來愈嚴重，更會漫延至生活
的其他層面，以致更多人受傷甚至枉
死。

2. 流感在全球仍然肆虐，各地不斷出現
新個案及死亡病例。最近香港更出現
大規模對流感疫苗的質疑，令人心惶
惶。求主讓我們刷亮眼睛，過濾正確
的資訊，並主動調整生活秩序，減低
疫症的擴散和為人帶來的後遺症。

世界

1. 隨著美國影壇和體育界中性侵犯個案
的廣泛曝光，原本隱藏於不同界別、
不同國界的受害者，主動在社交媒體
上發聲，令一直被忽視的性侵犯、性
暴力議題，得到應得的重視。祈求上
主的安慰和公義臨在，安慰被侵害者
的心靈，並願教會多加敏銳，主動與
被禁聲者、被侵害者同行，為她/他們
伸張公義。

2. 為美國的校園槍擊案受害者及家屬祈
禱。2018年至今兩個多月，美國已發
生了18宗校園槍擊案，包括2月14日
於佛羅里達州發生的一宗，導致17人
死亡，令舉世震驚。求主賜美國人智
慧，讓政府與民眾同心為管制槍械尋
求合理可行的政策，杜絕財閥為求暴
利而不理國民死活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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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查經班──3月11日(主日)下午2:00在三樓舉行。

導師：黃惠儀執事，歡迎參加。

2   祈禱會──3月18日(主日)崇拜後在三樓舉行，歡迎參加。

6 新朋友聚會──4月8日（主日）崇拜後，聚會時間約45分鐘，在後座二樓舉行。為出席者

預備了如沐春風的節目，並分享簡單糕點、水果。希望讓最近兩年受洗或堅信或轉會加入

本堂的教友，和經常到本堂但未正式加入的朋友，有機會接觸更多深愛人，增進彼此的認

識和情誼。歡迎所有深愛人（不分新舊）參加，只需在聖殿外壁報板上報名。查詢：陳牧

師。

3 青年敬拜──3月17日(星期六)下午4:00在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4 家長學堂講座──兒童主日學主辦。由3月至5月，每月第二個主日上午10:00-10:50舉行，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為方便預備，請在聖殿外壁報板上報名。查詢：何觀榕姊妹。

5 生日季會──由關顧委員會與成人婦女部合辦。3月25日（主日）崇拜後在二樓舉行，

歡迎參加。為預計人數，請於聖殿外壁報板上報名。

1 

深愛同學會消息

馬灣公園挪亞方舟一天遊──4月11日（星期三）上午9:00在深愛堂集合，9:30出發；下午3:30上車回深愛堂。目
的：彼此聯誼。費用：每位$30（包括車費、入場費及午膳費）。查詢及報名：幹事吳小姐（Jessica）。詳情請參閱
海報或瀏覽網址http://www.soc.org.hk。

區會消息

2徵文、攝影、微電影比賽──主題：「百載合一連社群」。目的：讓本會各堂校同工同道以文字或影音形式，分享
在迎向創會百載，如何以合一精神建立美善共融的社會。比賽分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詳情已張貼壁報板。
查詢請致電2397-1022聯絡創會百周年執行主任歐陽家強先生，電郵：auykk@rotary.edu.hk。

日期  主題    講員

3月11日 香薰治療知多啲  莫漪騰姊妹

4月8日 兒童家居急救法  許少華姊妹

5月13日 輔助兒童情緒有妙法 徐珍妮牧師

1   創會百周年祈禱運動──於大齋節期間（今年自2月14日起）推動。由本會牧師撰寫大齋期靈修禱文四十篇，供
堂校信徒使用。本堂由2月11日（主日）起，分七個星期連同崇拜週刊發放。另區會提供少量靈修禱文小冊子，
已放在接待處供自由取用。

（1-3項為區會百周年慶祝活動）

3感恩聯合聖餐崇拜──9月29日（星期六）下午5:00假座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4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拜──3月29日（星期四）晚上7:30在本會望覺堂（九龍旺角弼街56號2樓）舉行，

由麥漢勳牧師主講。崇拜中有洗腳儀節。歡迎踴躍赴會。查詢請致電區會2397-1022聯絡陳立怡宣教師。

5福音事工部舉辦差傳大會──主題:「承傳宣教使命，共織差傳網絡」。目的：讓本會信徒明白差傳的重要，建
立普世性的差傳使命，及興起信徒委身差傳的心志，更盼能成為平台，結連本會屬下正發展差傳事工的堂會，
以分享經驗，一同擁抱差傳異象。活動詳情如下：
5月12日（星期六)下午2:30-5:00（展板、攤位、宣教音樂見證分享會）；晚上7:30-9:00（宣教培靈奮興會，講
員：龍維耐醫生)。地點：本會望覺協和堂（九龍深水埗東京街18號協和小學(長沙灣)）。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