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培育系列講座（二）

教會的社會見證：「誰是我的鄰舍？」
胡露茜

培育委員會委員

2018年系列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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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分享重點，已由六月開始逐期刊登《深愛通

訊》。今期是5月27日第二講的講員胡露茜提供的分享

稿。

（一）教會的「愛鄰舍」使命

美國神學家尼布爾 (H. R. Niebuhr) 於1956年出版

The Purpose of the Church and Its Ministry (教會

的目標與牧職)中提出：

-  教會的終極目標是「加增人對上主和鄰舍的

愛」。這是上主給信徒的誡命、亦是福音。

-  這信仰不是單單相信上主的存在或相信上主

就是愛，而是在實踐愛上主與愛鄰舍中經驗上

主「愛」的福音。

-  愛上主與愛鄰舍是不可分割的。

-  基督教的鄰舍亦擴及至上主的整個創造，包

括動物和整個生態環境。

神學家J. B. Philips在Your God is Too Small中批

評我們虛擬和建構的上主太細小了！因為我們在

有意或無意間忘掉，甚至刪掉了「愛鄰舍」的誡

命！

聖經的「愛人如己」，

原文其實是「愛鄰舍如同自己」。「人」可以很

抽象、很遙遠；簡單一點講，可以很容易「愛」

，因為一個抽象的「人」不會得罪你。例如，我

旅遊時，總覺得當地人很好，很容易愛上當地人

情。但「鄰舍」卻是具體的對象、有血有肉的、

與我息息相關的。

（二）基督徒的「愛」

尼布爾 (H. R. Niebuhr) 在同一篇文章提出對

「愛」的四種理解，是基督徒對所愛的鄰舍的回

應。

-  愛是「歡欣」，因對方的存在而感到快樂滿

足；

-  愛是「感恩」，珍惜和感謝對方的獨特恩賜及

在關係中的施予；

-  愛是「尊敬」，尊重對方乃上主創造的生命，

你與他之間存在著一種神聖的空間，他不從屬

於你，他是一個自由的人，擁有獨立的人格；

-  愛是「忠心」，願意委身於這段關係，為對方

的「好」而甘心放下自己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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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尋深愛堂的「愛鄰舍」傳統

按前堂主任郭乃弘牧師憶述，深愛堂的第一個社

區關懷個案始於一九六八年。為照顧一位上身癱

瘓的老人，郭牧師邀請了七位年長婦女，輪流每

天到這位老人的家中照料，包括打掃、洗擦及簡

單的物理治療，並與他交談溝通。其時，亦有楊

震社區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作指導，這服務繼續

至兩年半後他去世為止。這段日子的服侍，不單

使那位老人在短暫的晚年仍享受到人間的溫暖，

間接亦改變了鄰舍間的冷漠態度，促進社區互助

互愛的精神。另方面，那幾位參予其中的教友亦

因有機會在弟兄身上見証基督的大愛而得到真正

的成長。

牧區工作的開展

-  招募義工：六九年七月，郭牧師與十二位教

會青年正式有計劃地發展了深愛堂在石硤尾

的牧區工作。

-  劃定牧區：當時的石硤尾（重建前）下邨共

有廿九座舊型徒置區，居民約六萬人。當時

深愛堂決定以隔鄰四座「H」型和兩座「I」

型的大廈作為我們的牧區範圍，以下的圖表

就是深愛堂牧區的標誌。

 

-  在劃定牧區範圍之後，便展開對社區問題的

調查研究，包括認識區內居民的居住和工作

環境，社區所面對的共通問題，社區的設備

和資源，特別是政府機關、學校及社會服務

機構等。經過詳細的考慮，我們一方面針對

區內的所有問題作出改善建議，並將這些建

議提交區內有關的政府機構，另方面，將關

懷的焦點集中於徙置區居民的自卑形象，改

變他們對自我及社區的放棄態度，重建更新

的遠象，由一個「我不能」的形象轉為「我

能」。七一年開始，深愛堂便著意透過嬰兒

啟蒙班、幼稚園、青年領袖訓練、社區慶

典、社區通訊、年曆海報、探訪接觸等的方

式，將新的形象打進社區的家庭。其中最有

力的象徵就是社區故事和社區歌曲的推展，

藉此重建居民對社區的歸屬，鼓勵他們團結

合作。

（四）從經文反思「誰是我的鄰舍？」

經文（一）創12：1 – 3 
-  這段經文是以色列家族中最古舊和核心的信

仰傳統。

-  第1節的「離開」，乃是上主「揀選」阿伯

蘭，並「差遣」他離開自己熟識的環境。

-  第2節是上主應許祝福亞伯蘭，使以色列成為

大國，他的名尊大。

-  第3節「我要藉著你賜福給萬民。」意思是阿

伯蘭在自己蒙福之餘，也要成為別人的祝

福；而「萬民」正提醒我們，在上主的國度

裡，鄰舍是跨越一切人為的界線，包括種

族、膚色、年齡、階級、能力、樣貌、性別

身份，甚至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界線。

- 「祝福」在希伯來文化有豐富的含意，包括繁

殖生長的力量、保護的力量、使事成就的智

慧和力量及使人獲致平安的力量等意思。

-  在小組的分享時間，我們分別從個人和教會

兩方面反省了以下的問題：

你有蒙上主祝福的經驗嗎？你曾否經驗過上主的

差遣，當時有何感受和掙扎？你如何將這祝福帶

給你的鄰舍？誰是你的鄰舍？ 誰是深愛堂的鄰

舍？你認為深愛堂可以怎樣將祝福帶給鄰舍？

經文（二）路10：25 - 37
-  當時的律法師，即猶太教律法的專家，對希

伯來聖經和律法具有豐富的知識及解釋權的

宗教領袖。

-  故事中出現的鄰舍正是猶太人最不喜歡、令

律法師最不自在的撒瑪利亞人。撒瑪利亞人

淵源於以色列王朝分裂為南北兩國之後，南

國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國的首都是撒瑪利

亞。撒人和猶人原屬兄弟，但因多次的分裂

與不和，早已彼此互為仇敵，再加上他們後

來與異族通婚，更成為了正統猶太人所輕視

和排斥的外人。

-  經文中，耶穌不止一次提醒律法師：你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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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所寫的實踐。

-  耶穌藉這比喻諷刺昔日宗教領袖們只關心和

重視教條與律法的教訓，卻忽視個人在行道

方面的見証。

-  耶穌故意把角色扭轉，把律法師放在「受害

者」的位置，好讓他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

想，從以自我為中心改為以關懷鄰舍的需要

為優先的考慮。

-  在小組的分享時間，我們分別從個人和教會

兩方面反省了以下的問題：

從個人或香港今日的處境，有類似撒瑪利亞人的

鄰舍存在嗎？為什麼他們會不受歡迎，甚至受厭

惡？今日的教會存在這些人為的隔膜和界線嗎？

聖經中的撒瑪利亞人怎樣愛/關懷他的鄰舍？這

種「愛鄰舍」的方式和態度有什麼地方值得們學

習和參考？

希望以上提供的資料有助深愛堂弟兄姊妹再三反

省：「教會如何在此時此地踐行愛鄰如己的使

命？」

到耶和華的殿去 黃鸞飛

成人主日學同學

2016年12月11日我在深愛堂受洗，得蒙救贖，

踏上新的人生跑道。劉太送上鮮花，姊妹站

起來鼓掌祝賀。她們的熱誠使我感動得熱淚盈

眶，在心中背誦：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找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音7:7）

的確，我曾經在屬靈的路上祈求、尋找，像隨風

飄移的蒲公英，不知道散落何處。以前，我幾乎

天天走過深愛堂的大門，有的時候還聽到阿們

聲，可惜就是不得其門而入。是《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架起的橋，使我叩開有125年流澤的教會

的門。

這是一座包豪斯風格（編者按：即現代主義風格

的另一種稱呼）的建築，沒古典氣派，沒鮮豔的

彩玻璃畫，沒冷氣。沒冷氣！在這四面高樓林

立，盆地似的教堂內崇拜，暑天六月，好比「焗

桑那」。才二次，我就打退堂鼓，到有現代設備

的教堂「嘆冷氣」。深愛堂沒有要求我留下電話

號碼和地址，教友也有老底嘉教會的風格：「也

不冷也不熱」。因此，我是來得自如，去也自

在，不會有尋根究底的電話紛擾。奇怪的是，心

中總是縈繫著，因為教會是穿越《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的平台，還是因為⋯⋯

既然主為找到迷失的一隻羊歡喜，必也引領迷途

的羔羊歸向祂。正因為是這樣，我是不由自主地

到深愛堂。「嘆冷氣」是享受的追求；「焗桑

那」是意志的磨練。深愛堂很多教友在這裡走過

幾十年的歲月，在主的殿禱告、認罪、讚美、感

恩，承載主的祝福。「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我

如果不能經受熱浪的考驗，也是不能結果的枝

子。主的光照亮我心中的眼睛，這寬闊高敞的聖

殿沒有特別的裝潢，簡潔純樸中顯得莊重莊嚴；

聖壇正中象徵耶穌倒空自己的十字架和四幅組

畫；牆上掛的耶穌苦路十四程的線描畫；刻有希

臘字母「阿拉法」和「俄梅戛」的舊木椅，所有

這一切，在沉靜簡樸中散發出厚重的古典氣質和

樸厚的宗教文化魅力。我感觸到「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的氛圍，明白深愛堂不派發宣傳單，也

不把宣傳單塞入周邊住戶的信箱，為的是堅持主

的道。派發傳單，簡單方便，門是寬的，路是大

的。不張揚，默默地走一條艱苦的路，通過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架構一條，從實用文化通

往宗教信仰的階梯 ，將在屬靈的路上徘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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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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舉行一連四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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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是第二次，專題是胡露茜主講的「教會的社會見

證：『誰是我的鄰舍？』」。

謝謝黃鸞飛姊妹投稿「信仰園地」，「到耶和華的殿去」道出她如何認識和進入深愛堂，並結

下緣份，與弟兄姐妹建立情誼的經歷。

謝謝你抽空閱讀今期的《深愛通訊》，衷心期待你會執筆分享在生活中的信仰反思。也許你從

未試過投稿，凡事都有第一次，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機會呢？也許神正藉著今期的「編委的話」

向你發出邀請。篇幅不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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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電徐牧師9122-0175。截稿日期：每月第二主

日，電郵去 shumoi.editor@gmail.com 便可。 

徒帶到主的殿，把傳道精神和社會服務相結合，

正是右下角的組畫中，表明教會要用自己的雙手

事奉香港社會的宗旨，是「知行合一」的體現。

我喜樂，因人對我說：「我們到耶和華的殿去。」

（詩篇122:1）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基督的教義使我扯斷陳

腐的世俗經緯，沒因「嘆冷氣」跌倒。以後在深

愛堂崇拜，不但沒有「焗桑那」的感覺，而且覺

得平信徒有必要受一點砥礪。姊妹們對我熱情

了，我明白她們不是「也不冷也不熱」，而是在

樸素的環境中養成務實的作風。「沒冷氣」沒有

成為絆腳石，我的腳沒搖動，因此，姊妹們邀請

我加入成人及婦女主日學（編者按：後易名為成

人主日學），劉太還要求我參加早禱會，分享讀

《聖經》的心得。就這樣，我繫上了深愛堂的情

意結。

現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在我來說，不是單一

的動向，報讀《香港歷史文化保育》，自以為有

中國歷史的根底 但是多次在蘇老師面前「吃螺

絲」，書到用時方恨少，我以後要戒驕戒躁，虛

心好學。對於《聖經》的學習，是我持之以恆的

自在自學計劃，因為受家庭的影響，我從小接受

儒家文化的陶養，宗教文化在我來說是全新的知

識，雖然通過慕道班及各執事於百忙中抽時間啟

蒙輔導，陳牧師開設信徒培訓班牧養，使我對福

音和屬靈生命有初步的認識，這是遠遠不够的。

儘管我從《創世記》讀到《啟示錄》，這種囫圇

吞棗的閱讀方式無助我理解《聖經》的奧義。因

此，我每天早禱後，要用心細心閱讀，寫讀書筆

記。很感謝劉幗英姊妹的幫助，把《列王紀上

下》、《歷代志上下》梳理出系統的線索，使我

能有頭緒地閱讀有關以色列和猶太的篇章。然而

走小路的歷程漫漫而修遠，我要上下求索，不耻

下問。在此，我為能到耶和華的殿感恩、讚美、

祈求：

必有許多民族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

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將他的道教導我

們，我們要行他的路。」因為教誨必出於錫安，

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以賽亞書2:3）
註：全文引用的經文皆出自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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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是本堂慶祝126周年堂慶，由以利亞團負責。
先有切餅儀式，左起：周寶熙牧師、袁劉懿舫執事、陳

紹才執事、陳嘉恩牧師、王黃苑芳執事、徐珍妮牧師與

黃惠儀執事。

聚餐後，以利亞團更環繞深愛堂的歷史和現況設計集體

遊戲，讓參加者因此認識深愛堂更多。

5月27日培育委員會舉辦信仰分享會，主題：
「教會的社會見證：『誰是我的鄰舍？』」，

由胡露茜姊妹主講。

為響應區會百周年籃球聯賽，本堂

派出一班年青人參賽。他們積極練

習，期望施展渾身解數，以最好狀

態迎戰。有關初賽結果請看今期通

訊「消息欄」。



6月17日是父親節主日，兒童主日學
一班小朋友獻唱《Uba果園》，之後
向在場父親致送小禮物──不求人。

由資深導師—陳湛康先生任教《實務手機

應用課程》，有十多位同學參加。

5月11日邀請世界宣明
會到校舉辦「茶煲裡的

小水點」講座，介紹貧

困孩子因乾旱導致難於

尋找水源，及不潔食水

對孩子的影響，讓幼兒

明白水資源的珍貴，從

而學懂珍惜並願意幫助

有需要的人。

6月1日為國際兒
童節，當日舉辦國

際時裝表演（Cat-
walk Show），參
與的幼兒均穿著不

同國家/民族的服

飾回校，幼兒們滿

有自信地在台上表

演，表演完畢還有

自助大餐，大家都

非常興奮。

深愛通訊2018年7月6



7

關心肢體及教會事工

1. 為將於9月1日上任之新聘同工楊銘基宣教師

禱告，願主引領他在本堂之事奉，特別在校

牧事工及青少年牧養培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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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才主席、林希德姊妹、莫昔芝姊

妹。願主引領各成員致力於本堂財務的運作、管理，

使教會的財政能健康發展。

6. 為銘賢書院校牧事工小組成員代禱：陳嘉恩牧師(召集

人)、任婉嫺姊妹、陳家健弟兄、李智浩弟兄。願主加

力他們策劃及推動校牧事工，使更多同學、家長及教

職員認識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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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連同最新加入的林苑梅共八位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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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為梁天琦等人被裁定暴動罪成判

囚而祈禱，求主使香港人在整件

事上有更多情理兼備的反思，如

何在糾纏混淆的關係中尋找合乎

上主心意的出路。也求主保守眾

被判囚人士，讓他們不會因判囚

結果而從此一蹶不振，反能因此

更清楚自己日後關心社會的定位

和目標。

2. 為沙中線紅磡站和土瓜灣站工程

涉嫌造假祈禱，求上主讓不同崗

位的人都能做好本分，不因私利

而罔顧乘客的安全並犧牲專業的

誠信。

3. 為上班一族受到的工作壓力祈

禱，求上主憐憫在日積月累的工

作壓力下，身、心、靈健康均受

損的僱員，叫僱主以創造與人為

善的工作環境為己任，使員工能

夠每天有尊嚴地上班。

世界

1. 為美國和北韓成功在新加坡舉行

的峰會感恩，也為他們共同訂立

的和平目標禱告，願主帶領人

類，逐步向和平邁進。

2. 為全球愈來愈嚴重的塑膠污染問

題祈禱，求主叫更多人願意為了

未來世代的幸福，放下一己的方

便和利益考慮。

3. 為日本新幹線隨機殺人事件的死

傷者祈禱，求主叫我們反思世人

愈來愈失去生活的目標和價值，

以致幹出匪夷所思的事，令寶貴

的生命白白浪費掉。

深愛通訊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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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報》──已經出版，並派到各弟

兄姊妹的信格內，聖殿接待處亦有擺放，

歡迎取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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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已舉行，最

後一次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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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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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主日)崇拜後在三樓舉

行，歡迎參加。

57月23日至7月25日(星期一至三)伯特利團舉行

三日兩夜夏令營，地點：香港浸會園。

6
青年敬拜──7月28日(星期六)下午4:00在後

座二樓舉行，內容主要是分享夏令營的得著與

感受，歡迎參加。

7
聘請宣教師結果──值理會於5月27日(主日)召

開特別會議，通過聘請楊銘基弟兄為本堂宣教

師。9月1日正式上任。感謝主的引領，願上主繼

續使用他在本堂之牧職。

8
中華基督教會百周年籃球聯賽公開組第五場比

賽(亦是本堂最後一場小組賽)

7月7日（星期六）21:00-22:00    
灣仔堂 對 深愛堂    順利邨體育館

歡迎抽空出席為本堂參賽健兒們打氣。

過去多場賽果：

12/5    深愛堂 對 大角咀基全堂    34:30
19/5    深愛堂 對 公理堂          38:18
2/6     深愛堂 對 上水堂          35:19
9/6     深愛堂 對 沙田堂          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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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7-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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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出席者，請自行在聖殿外壁

報板上留名，以便本堂統計。

本堂截止報名日期：7月15日(主日)。如有查

詢，請致電區會2397-1022 聯絡歐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