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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培育系列講座／工作坊，是培育委員會自

去年底成立後推出的第一炮，希望就著培育的四

大範疇：「教會傳統」、「社會見證」、「個人成

長」和「靈性生活」作出精簡分享，以挑起弟兄姊

妹對進深信仰的興趣。

第一堂已於4月29日舉行。以下是經錄音整理後的

重點分享，已經林子淳百忙中抽空修訂。

第一部分

1.  大家認為什麼是教堂？

什麼是教會？雖然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會細分，但肯定是

先有教會才有教堂，前者是

一個群體，後者是建築物。

有些教會可能因社會、政治

或經濟因素，沒有自己的教

堂。我們也可能旅行時去過

一些歷史悠久的「教堂」，

卻已沒有了「教會」，因為

人太少而已把教堂變賣。

2.  什麼時候開始有教堂？什麼時候開始有教會？

很多人認為是聖靈降臨節，不少教會包括深愛堂都

以聖靈降臨節為堂慶日。歷史上第一個聖靈降臨節

發生了什麼事？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門徒就說起

方言來，在場的人取笑他們因醉酒而胡言亂語，門

徒就站起來見證主已復活。

當時的門徒身處什麼地方？現場發生了什麼事？大

家應該很熟悉一首詩歌：「金和銀我都沒有，只把

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他就行走著，跳躍著讚美

神，他就行走著，跳躍著讚美神」。詩歌

的背景是彼得在美門醫治一位向他求助的

跛子，而美門是在聖殿中。

為什麼信了耶穌的門徒會去聖殿？因為門

徒都是猶太人，猶太人當然會去聖殿。聖

靈降臨後，耶穌的門徒並沒有想過與猶太

教分道揚鑣，另立一個新宗教，只想見證

基督復活，甚至把外邦人也納入上帝的子

民中。直到愈來愈多外邦人信耶穌，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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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那個後來叫保羅的人四出向外邦人傳道，外

邦信徒與猶太信徒之間的張力愈來愈大。原來早

期教會中已存在嚴重的種族張力，願意接受外邦

人的信徒迫於無奈才離開原屬的猶太群體。而當

事後回看，就認為教會是從聖靈降臨開始了。

3.  第一間教堂在哪裡？這已無從稽考，因為開

始時這僅是一些普通的樓房。但問題是：愈來愈

多這樣的群體產生，而這些群體的人數愈來愈

多，一個房子已無法容納了，那怎麼辦？今天國

內教會也有這個問題。昔日的基督教不像猶太教

是合法宗教，所以只能偷偷地聚會，以避開逼

迫。這是早期教會有的在墳墓聚會之部分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因基督教不被認可，無法合法買地

起教堂；可是政府卻不能禁止人喪葬，故墳墓是

合法購買的地方，面積也足夠舉行聖餐等活動。

後來可能墓地擁有者死了，也葬在那裏，那便真

的成了聖徒相通。

4.  四世紀開始，君士坦丁大帝信了耶穌後，基

督教便成了合法的宗教，甚至具有高人一等的地

位。教堂亦由過去的實用設計，變成莊嚴華麗的

公共建築。在主教座堂裡有專用的座位留給主

教，就好像是尊貴的官員一樣，但他其實是負責

牧養牧區的領袖。後來的教堂兩側更建有像偏廳

的位置，猶如小禮堂。聖堂裡有聖像雕塑、畫像

等，有些教會還給特殊人物，如主教和有特殊貢

獻的人物安葬的墳墓。當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漸

漸便發展出更不同和大規模的建築物形式了。

第二部分

5.  除了教堂硬體的介紹，接著我們看看硬體裡

的運作又如何。

（陳牧師補充：深愛堂的建築物設計，和崇基舊

禮拜堂以及九龍城浸信會都是同一位建築師的作

品。）

在教會裡舉行的程序，有什麼是必需的嗎？（出

席者先後舉出讀經、唱詩、宣道、聖餐、祈禱、

認罪、差遣、赦罪、洗禮、祝福）不唱詩行嗎？

不讀經可以嗎？最初未有聖經的，最多只有舊

約。程序可以減去一些嗎？變一變次序可以嗎？

先收奉獻可以嗎？雖然我們沒時間逐一細看，但

值得問：是否每一項都是必需的？

6.  主日是信徒聚會慶祝的日子，是慶祝上帝改

變混沌、創造世界的第一天，也是慶祝救主耶穌

基督死而復活的日子。所以每主日回來聚會的日

子，是相當有意思的，一點也不是繁文縟節。我

們是與最早期的信徒過著差不多的生活，由第

一、第二世紀傳到現在。

7.  二世紀初有記載說，在通常被稱為主日的這

一天，住在城巿或鄉間的信徒都聚集到一個地

方，誦讀《眾使徒的回憶錄》或眾先知的著作。

誦讀之後，主持聚會者宣講並勉勵會眾彷照眾使

徒與眾先知的美好榜樣而行。然後，他們全體起

立祈禱，之後搬出餅、酒和水，由主持聚會者向

上帝獻上禱告和感謝，全體會眾以「阿們」回

應。哥林多書信曾經責備那些急於在聚會中進食

的人，令吃不到的窮人難堪。當那些祝聖過的食

物一一分給眾人後，會留下一部分給那些未能到

會的人，由執事隨後送去。聖餐後，大家會按自

己的意思捐出財物，由聚會主持人負責保存作送

給孤兒、寡婦、患病和寄居的異鄉客之用。

聚會中也讀出其他群體的需要和為他們祈禱。先

讀經才宣講，然後才是最高峰的聖餐。為什麼？

最初信徒在聖殿聚集，是為了見證主的復活，為

了分別出來，一起舉行聖餐，因為是耶穌親自創

立和留下的。可是，要見證主復活有點難度。因

為上法庭需要證據，但當日找不到耶穌的屍體，

只有空墳墓和證人。耶穌只留下一餐飯，吩咐門

徒一直守到祂回來，實在很有意思。這是一個慶

典，不是悲傷的環節，是慶祝的環節。

深愛通訊2018年6月2



深愛通訊2018年6月 3

8.  聖餐起初應是完整的一頓飯，但二世紀初共 

同進餐取消了，可能是因逼迫，或為平息狂歡 

「愛筵」的坊間傳聞。因為對當時的人來說，基

督徒是很古怪的，晚間聚會，又說席間要分享子

的肉和血，被傳為抓吃小孩，特別當有小孩子失

蹤時更甚。無論如何，信徒一直保留這個傳統至

今，因為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見證耶穌的復活，

並守聖餐直到耶穌再來為止。

又按照二世紀的記載，聖餐包括兩部分，首先是

誦讀經文和解釋，並伴有禱告和歌唱，可持續頗

長時間。隨後未受洗者會受禱告和祝福後離開，

因為聖餐只為信徒而設。接著餅和酒被抬出，主

持者為之禱告。在禱告中上帝的救贖之工被述

說，祈求聖靈臨格餅與酒。然後餅被擘開在信徒

中分享，同一杯酒也被共飲。聖餐最後以祝福結

束。這也是一次與窮人分享的機會，因為信徒在

其中會奉獻財物。

9.  深愛堂的聖壇設置與其他主流教派，包括天

主教、聖公會、信義宗等分別不大。共有的包

括：以十字架為中心，敬拜復活的基督；聖餐桌

多放在中心，因為崇拜是以主耶穌留下的聖餐為

中心。

今日深愛堂的聖餐桌放置位置有點不同，從前是

貼牆的，現在不是。領聖餐在會眾當中進行，象

徵道成肉身。

（胡露茜姊妹分享：在郭乃弘牧師擔任堂主任

時，每年以教會年曆的將臨節開始至聖靈降臨節

前，聖餐桌放在聖壇上；聖靈降臨節開始搬到台

下，象徵聖靈降臨後，領信徒代表耶穌，進入世

人當中。）

（陳牧師補充：約十年前，郭乃弘牧師決定作出

改變，把聖餐桌留在聖壇上，不再每年搬動。）

至於詩班席、讀經台，主流教派都不是放在中

心，但也有一些新教派別不是這樣，當中反映出

對崇拜側重點和神學的不同。

10.  讀經應怎樣讀？從前不是人人都識字的，所

以讀經很重要。我們可假設台下的人只是聽，所

以要讀得清楚。大家也可留意一些小技巧，如聲

量的控制，適當時要停頓，要讓聽的人明白基本

的意思；甚至不要把鎖匙攜同上台，以免騷擾會

眾聽。

11.  除了主日崇拜外，早期教會還漸漸發展出節

期的聚會，例如受難日是悔罪的日子。昔日的星

期三是禁食的日子，今日一些教會在星期三也舉

行祈禱會，當然有些也因為星期三是在一星期的

中間。

12.  從前是每星期都

慶祝主的復活，後來

可能覺得太多，因此

訂了一天為復活節，

但教會曾經為了決定

哪一天而激辯過。

復活節也同時舉行洗

禮，受洗後同領聖

餐。

13.  洗禮前有慕道

班，以前起碼三年，後來因人數多多，便漸漸縮

減。

14.  至於聖誕節的日子也有爭議。在西方教

會，12月25日本是太陽神節，後來教會定此日為

聖誕節。這裡涉及如何與本地風俗協調，這也是

華人教會需要關心的課題。

15.  有關教會的傳統和教堂的裝置後來也愈來愈

講究，例如：加上神職人員的制服、節期的顏色

等。當然，這可能漸漸形成一些繁文縟節，也造

成階級之別，嚴重的更會出現迷信的風俗，這些

都曾在教會歷史中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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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培育委員會就本堂四個培育範疇：「教會傳統」、「社會見證」、「個人成

長」和「靈性生活」舉行了一連四次，每月一次的專題講座／工作坊，並同意把四

次專題重點，以特稿形式連續刊登在六月至九月的《深愛通訊》，讓未及出席的深

愛人也有機會分嚐培育的滋味。第一次專題是林子淳主講的「『從教堂到教會』冷

知識掌故」。

謝謝劉幗英姊妹投稿「信仰園地」，「清理舊物的隨想」來自她生活中落地的經驗和有意思的

反思。

真心期望更多深愛人投稿分享生活中的信仰反思。篇幅以不超過1,000字為佳。也歡迎文字以外

的分享形式，例如任何風格的繪畫、舊曲填詞、對聯詩作等等。歡迎查詢。

截稿日期：每月第二主日，電郵去 shumoi.editor@gmail.com 便可。 

我
爹、媽、細姐三人住在一層千四呎的屋差不多

四十年。他們都是以「儉為美德」的人，不但

喜歡收集舊東西，用過的東西也從不捨得棄掉，無論

是多麼破爛。

我老爹喜歡收集所謂「古董」（主要是陶器），有錢

就去那些古董經紀處閒聊，順便買一兩件，結果積存

了百多件「古董」。據一些對古董有點認識的人說：

「那些『古董』多不是真的」。其中有很多是瞞著兩

個老婆買的，她們為此十分生氣，常說：「他用於買

這些東西的錢足夠買兩棟樓」。最氣憤的是我細姐

（編者按：即教友劉陳香），因為老爹死後，這些「

古董」總賣不出去，又佔地方，因為不清楚它們的價

值，很難找買家。幸好數年前能以買一間房間的價，

半賣半送，送走了它們。

我的細姐對於「儉」字，一向嚴厲執行，因恐怕積蓄

不足以應付日後的生活費。為了慳水費，她除了用「

細水長流的蓄水法」（編者按：這是上一代很多老人

家的生活小竅門，即把水龍頭開小小，讓水一滴一滴

的流下，用盆子接著，那樣水錶是不會動的），所有

用過的水都會留著沖廁（編者按：非常環保！）。此

外，差不多所有的東西都盡量重用，包括牙簽、紙張

也要少用。家具電器壞了，不捨得棄掉，因此她家有

六台壞了不能再用的電視機，有無數用過的毛巾、已

結業的公司膠袋和廠房碎布料，還有

未穿過的套頭毛衣（但品牌早已不存

在了）等等。

今天這層樓賣了（編者按：樓宇終於

去年賣掉了。劉陳香因高齡而無法單靠家傭的照顧，

已成功與家傭申請入住設施完備的長者居所。關顧委

員會探訪隊曾於今年三月探訪她，因為生活環境比前

理想多了，她也顯得心寬了，笑容也多了。當日與探

訪姊妹的留影已刊於四月《深愛通訊》），我去幫

忙執拾舊物，大多是不能再用的垃圾。最出乎我意料

之外的是，我老爹還有收藏銀幣的嗜好。我不識貨，

拿了這些重疊疊的輔幣去銀行換。他們說每日只准換

五百個。我換了五百個後，才發現那些全是英女皇頭

的，雖然具紀念價值，卻沒有增值，所以之後送了給

一些有來往的親友。

多謝天父，多謝父母留給我的「寶」！而我也再一次

被提醒：我們在世上不過是寄居的客旅！

清理舊物的隨想 劉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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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一群姊妹（前排左

起是小紅、幗英、是次探訪主

角劉瑞珍、Angela；後排是

Annie、Betty和BoBo）在堂

慶活動後，自發去探望劉瑞珍

姊妹，並為她送上五月的《深

愛通訊》，因為封面就是劉瑞

珍的「人物專訪」。

4月29日是福音事工幹事蘇永翰弟兄最後一

天上班。陳牧師送上「愛」的禮物，並與主

席陳紹才執事與阿翰拍照留念。

之後，青年區更為阿翰舉行惜別會，場面溫

馨動人。

5月5日以利亞團連同部分家屬一行廿多人浩浩

蕩蕩出發，前往探望陳紹才執事與劉淑慧夫婦

的新居。眾人不單飽嚐紹才淑慧為他們預備的

美食，更開懷享受主內的情誼。

5月13日兒童主

日學舉辦家長學

堂講座，主題：

「輔助兒童情緒

有妙法」，

由徐珍妮牧師主

講。

5月13日母親節主日，兒童主日學安排小朋友向

在場的母親致送手提收納袋作為母親節禮物。



陳牧師與基督教新生會堂何牧師交流籌劃「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的心得，好讓他們教會也能推行

計劃，造福社群。

5月11日本堂與香港公開大學合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簡介

會，向外界講解計劃的內容及即場回答提問。約60人出席。會

後並有茶聚交流分享。

3月27日舉行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當天全校幼兒以混齡的形式

參與活動，老師與幼兒進行角色扮演以認識耶穌復活的故事；亦與他們玩

尋蛋拼圖遊戲；各幼兒更自行製作復活節手工，大家都樂在其中。

4月9日K3學生參與迪士尼畢業慶典，大家都

渡過了奇妙及歡樂的一天。

4月13日K3學生

參觀石硤尾公共圖

書館

4月14日舉行「反叛孩子變乖奇蹟」家長講座，講員與家長

分享管教方法、簡單的學習記憶法等。家長對是次講座的回

應十分正面，認為內容很實用，令他們有新的領受。

深愛通訊2018年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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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肢體及教會事工

1.  陳紹才執事與陳劉淑慧姊妹兒媳：陳誠謙與
林蔚夫婦於4月18日誕下麟兒，願主施恩眷
顧讓小孩子健康成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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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張妙玉姊妹、
王黃苑芳執事的身、心、靈平安禱告。願主看顧及堅固
他們倚靠主的信心，讓各人得到所需的奇妙醫治。

3. 為本堂青少年球隊參加區會百周年籃球聯賽感恩並代
禱。感恩主的保守，讓球賽得以順利進行。求主讓各堂
參加者因球賽而經驗主內一家的精神。

4. 為青少年事工未來的發展禱告，為眾青少年學業、工
作、家庭、屬靈生命及品格的成長代禱。也為青年導師
的身心靈禱告，願主保守加力，帶領他們與青少年同
行。

5. 為招聘主力負責校牧事工及青少年牧養之宣教師代禱，
求主預備合適人選。

6. 為建築物委員會各成員代禱：岑祖榮弟兄(召集人)、陳
嘉恩牧師、任婉嫺姊妹、孔鎮江弟兄和任偉其弟兄。願
主引領各成員致力於本堂建築物的維修、保養及地方使
用上，作主的好管家。

7. 為培育委員會各成員代禱：林子淳弟兄(召集人)，陳嘉
恩牧師、譚兆麟弟兄和胡露茜姊妹。願主帶領各委員一
起為本堂的培育事工集思廣益，使教友的靈命更得造就
和建立。

8. 為教育及社區委員會各成員代禱：任婉嫺姊妹(召集人)
、陳嘉恩牧師、蘇永翰弟兄、陳家健弟兄和范立軒弟
兄。願各委員集思廣益，把深愛堂關懷社會之精神承
傳，榮神益人。

9. 為關顧委員會各成員代禱：徐珍妮牧師(召集人)、陳嘉
恩牧師、黃惠儀執事、朱美娟姊妹、鍾潔賢姊妹、莫漪
騰姊妹和葉汝芬姊妹。探訪隊除了上述委員外，還有陳
碧珍姊妹、蔣佩玲姊妹、黎合意姊妹、劉幗英姊妹、莫
昔芝姊妹、黃鸞飛姊妹和葉倩筠姊妹等七位。願主帶領
各人以愛主愛人的心投入關顧的事奉，興起更多深愛人
同心建立並守護這個屬靈之家。

10. 成人主日學由五月開始，邀得范立軒弟兄加入導師團，
連同原有的導師陳永佳執事、陳錦明弟兄、劉陳碧珍部
長和徐牧師共五位。求主保守各導師的靈命，讓大家能
藉着身教和言教使更多信徒的靈命得造就。此外，感謝
郭永華弟兄多年來擔任成人主日學導師，使參加者的靈
命得造就，現他因個人理由，請辭成人主日學導師，成
人主日學希望日後他可以繼續教導。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為本港有記者在內地正常工作

時遭人毆打受傷祈禱；

2. 為高等法院最近就旺角暴動案
作出裁決後各被告以及香港社
會的前路祈禱；

3. 為理工大學拒絕與9名社工系半
職導師續約風波反映香港的劣
質教育生態祈禱；

4. 為剛開始的巴士工潮背後涉及
的種種不合理指引和措施祈
禱；

5. 為愈來愈多人因問題家庭而受
到傷害而祈禱。

 求主賜亮光，叫我們不單關
心遠方的不義，也同時正視
近在眼前的荒謬和不義，並
向身邊的人伸出援手，讓人
得到所需的尊重和幫助。

世界

1. 為南、北韓政府能釋出真正的
誠意，修復歷史所造成的分裂
祈禱；

2. 為中、美的貿易戰造成兩國以
至全球人民的受害祈禱；

3. 為一直衝擊著中國人的自由和
尊嚴的六四陰霾和挑戰祈禱；

4. 為美國再次發生中學校園槍戰
和當中的傷亡者祈禱；

5. 為美國公然違背聯合國的協
議，把駐守以色列的大使館搬
去並非以色列首都的耶路撒
冷，以致引起嚴重的以、巴衝
突及帶來人命傷亡祈禱。

 求主興起多一點良知未泯的
人，特別是基督徒，努力靠
主排除萬難，尋求建立一個
有主臨在的公義友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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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第一次教友大會

訂於6月10日(主日)崇

拜後在聖殿舉行，有關議

程已經發出，並派到信格

內，請預留時間出席。

2
今年信徒培育系列──培育委員會由今年

4月至7月，每月舉辦一次講座/工作坊，

崇拜後1:30-3:00。第一、二次已舉行，餘下兩

次詳情如下：

6月24日「主，我願像祢！」基督徒品格探索

范立軒弟兄

7月15日「在靜禱中親近神」工作坊 

徐珍妮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查詢：林子淳弟兄。

3
「民數記」查經班──適逢第二主日是教

友大會，故提早於6月3日(主日)下午2:00
在三樓舉行。導師：黃惠儀執事，歡迎有興

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參加。

4 
祈禱會──6月17日(主日)崇拜後在三樓舉

行，歡迎參加。

5
青年敬拜──6月23日(星期六)下午4:00在
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興趣班
(查詢及報名可聯絡幹事吳小姐Jessica。詳情可參

閱海報或瀏覽網址：http://www.soc.org.hk)

1《書法班》

日期：6月7日-28日(逢星期四，共4堂)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本堂三樓課室    

費用：$350(包材料費)

自備物品：毛巾1條及枱墊1張   

對象：任何人士

導師：周笑珍女士(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2《剪紙班》

日期：6月7日-28日(逢星期四，共4堂) 

時間：上午11:15-12:15
地點：本堂三樓課室     

費用：$350(包材料費)

自備物品：較剪1把及釘書機1個   

對象：任何人士

導師：周笑珍女士(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區會消息

1暑期聖經學習課程──為推動信徒研讀聖

經，愛慕上帝的話語，區會信徒培育部定於

7至8月舉辦課程。

主題：

彼得前書今讀──試煉的時代，盼望的人生

日期：7月13日至8月17日(逢星期五，共6堂)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望覺堂副堂(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

大樓四樓) 費用：$180
詳情請參閱海報。查詢可致電23971022與區會

王綺雯姊妹聯絡

2
創會百周年感恩聯合聖餐崇拜──

9月29日（星期六）下午5:00假座亞洲國際博

覽館舉行。

誠徵
《深愛通訊》義工

你知道《深愛通訊》的義工要幫忙什麼嗎？

鼓勵你先了解，之後才決定是否有興趣當義工。

這是一份沒有任何物質酬報，

但肯定很有心靈回報的事奉工作！

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

「先了解，後決定」的機會呢？

趕快聯絡徐牧師9122-0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