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培育系列講座（三）
「主，我願像祢！」基督徒品格探索

范立軒
培育委員會委員、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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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第三講的講員范立軒提供的分享

稿。

引言

年前，《玩轉腦朋友》在香港上映，一齣卡通片

卻讓不少成人觀眾熱淚盈眶。影片描述了樂、

愁、憎、驚、怒五個情緒分子如何影響女主角韋

莉的生活，亦顯示了我們的成長如何受到以往生

活片段的影響，形成了今天的我。

良好性格的認識

無可否認，性格是影響我們生活的重要因素，好

像平易近人總是讓人願意多加親近；有毅力肯堅

持的做事多會成功；做事仔細有觀察力的比較容

易趨吉避凶。到底怎樣的性格可以幫助我們生活

愉快，做事事半功倍，與人相處融洽，發揮生命

的潛質呢？詩歌《主，我願像祢》的第二、三

節，列出耶穌的一些性格，包括：「有憐憫心

腸，溫柔和寬恕，慈愛善良」及「謙遜俯就人，

忍耐且勇敢，聖潔柔順」。這不單是詩人的盼

望，也是基督徒學效的對象。而近代的正向心理

學家馬丁‧沙尼文 (Martin Seligman) ，把24項
良好的性格分為六個類別，涵蓋了個人內在發展

以至影響社群的不同方面：

1 智慧和知識：創造性、好奇心、

熱愛學習、思想開放、洞察力

2 勇氣：實性、勇敢、堅持、熱情

3 人道主義：善良、愛、社會智慧

4 公正：正直、領導力、團隊合作精神

5 節制：原諒/憐憫、謙卑/虛心、審慎、

自我調節

6 卓越：對美和優

點的欣賞、感激、

希望、幽默、虔

誠/靈性

性格的培育──宗教經驗

良好的性格，當然是我們

所希望擁有的，但有關性

格的培育，有人認為是

「三歲定八十」，有人卻

不以為然，相信後天的努

力亦能改善個人性格。但

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

移」，我們知道要培養好的性情品格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從信仰的角度，我們知道上主的大能能

成就一切，連「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

的水隨意流轉」（箴21:1）。聖經上有不少的例

子，有些人是經歷了特別的事故，就好像大馬色

路上的掃羅（徒9）和以賽亞（賽6），他們看見

了異象，突然之間，整個生命也改變了，上主在

祂的僕人身上動工，塑造自己合用的器皿。也有

一些人好像大衛和耶穌的門徒，他們是經過很長

時間，在生活中性情品格得到鍛鍊。大衛在迎戰

歌利亞（撒上17）時，表現出的勇敢、對上主的

信心，都是在保護羊群打敗野獸時培養出來的；

耶穌的十一個門徒在初期教會大發熱心，不畏政

治迫害（徒2），也是在跟耶穌相處的日常生活

中，慢慢轉變過來的。信仰幫助我們建立品格，

透過教會群體學習及個人靈修操練等宗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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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變得更好。更有不少基督徒向人分享見

證，強調信主之後的改變。但實際上，我們都知

道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完美的人，單單依靠主觀的

宗教經驗，反而容易變得自義，我們還需要再下

苦工，建立個人品格。

性格的培育──行為學派

性格的培養，一直以來都有兩個不同的方法，一

是透過行為的訓練，而另一就是認識深層的自

我，使自己在生活中更能把自我發揮，亦透過自

覺來改進自己的待人處事。行為學派的代表John 
B. Watson(1878-1958)曾說：「給我一打健康

的嬰兒，不論他們的先天才智、賦性、傾向、種

族、出身背景為何，我保證可以將他們隨意地培

養成，醫生、律師，乃至於乞丐、小偷。」行為

教育學家透過制約理論及獎罰的方法來設計訓

練，塑造人的行為。傳統的制約理論的例子相信

很多人都聽說了，就是聽到鐘聲會流口水的狗，

只要在自然反射的行為加入元素，就能控制人的

自然反應；獎罰的方法就是透過獎勵及懲罰來加

強或減少某些目標行為。在解決生活問題方面，

心理輔導的專家亦發展了不同的行為學派模式來

協助當事人，例如理性情緒治療法透過加強理性

的思考突破眼前的困境，問題聚焦治療更能夠以

解決問題的行動來引發改變。

性格的培育──潛意識的影響

認識深層的自我，有兩大困難，一是潛意識，另

一是心理防禦機制。「冰山理論」說明，人的意

識好像一座冰山，只有小部分露出水面，而大部

分的意識都是隱藏在水下面，但卻產生更大的影

響，我們稱為潛意識。而心理防禦機制是由佛洛

伊德(1856-1939)提出的，指出自我對本我的一

種壓抑，源自於自我潛意識的一種防禦功能，是

我們因避免精神上的痛苦、緊張焦慮、尷尬、罪

惡感等心理，有意無意間使用的各種心理上的調

整。這種日常的操作自小就在運作，把成長的痛

苦經歷以遺忘、拒絕、否認、自我詮釋等方法保

護自己，以免心靈負荷不了，也是為了逃避精神

上的痛苦。這些經歷都會成為我們的潛意識，影

響我們成長後的生活。因此心理防禦機制的保護

是一種本能原始的反應，但由於機制是以逃避的

方式來保護我們，如果我們不隨著成長而提昇自

我面對痛苦的能力，心理防禦機制本能操作愈原

始，動輒起動，我們就會經常逃離現實，活在自

我的世界，久而久之，形成生活的障礙，甚至出

現精神失常的問題。

性格培育從自我認識開始

因此，精神分析學派提出要透過催眠及夢的分

析，佛洛伊德(1856-1939)認為「夢是一種在現

實中實現不了和受壓抑的願望的滿足」。透過催

眠及夢的分析，我們試從潛意識中找出影響我們

生活的問題根源，重新面對我們在精神痛苦中未

處理的事件，釋放當中的情緒，我們才能好好培

養自己的品格，發展自我的性情。

除了催眠及夢的分析外，人本中心治療亦提出 

「真誠、尊重、無條件的接納」的環境亦能幫助

我們重新檢視自我，認識自己，接納自己的本

我、需要及過去，同樣能解決心理的困擾，發

展自我。卡爾‧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 
1902-1987）認為，「如果有人傾聽你，不對你

評頭論足，不替你擔驚受怕，也不想改變你，這

多美好啊…每當我得到人們的傾聽和理解，我就

可以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並繼續前進…這真神奇

啊！一旦有人傾聽，看起來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有

了解決辦法，千頭萬緒的思路也會變得清晰起

來。」

有關認識自我，坊間也有不少的理論及工具可以

幫助我們，例如同樣是人本心理學家的艾力遜

（Erik Erikson, 1902-1994）提出人生八階的理

論，讓我們可以回顧成長不同階段的發展，以及

面對當下的自我發展的需要。

圖片來源：https://blog.stheadline.com/article/detail/37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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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是近年常聽到的一套有關人的性格原

型、源於古老的學說，透過認識自我的性格原

型，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缺點，接納自己，不強

調改變，但提醒我們的本我就是如此。

圖片來源：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626045/%E4%B9%9D%E5%9E%8B%E4%BA%BA%E6

%A0%BC%E6%8E%83%E6%8F%8F%EF%BC%9A%20%E3%80%8C%E5%A4%A9%E7%94%9F%E9%9C%B8%E9%81%

93%E3%80%8D%E7%89%B9%E6%9C%97%E6%99%AEVS%20%E3%80%8C%E5%AE%8C%E7%BE%8E%E4%B8%B-

B%E7%BE%A9%E3%80%8D%E5%A5%A7%E5%B7%B4%E9%A6%AC

敘事治療的後結構：建立多元的自身資源

對於品格的發展，敘事治療創始人麥克‧懷特

（Michael White, 1948-2008）提醒我們，不要老

是找自己的問題，因為問題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

身上，也許錯是在誰有權力標籤這些問題。因此

他說：「問題是問題，人是人。但是人發生問題

後，人往往被問題貼上標籤，很容易誤認為標籤

就是自己，之後就被問題牽著走。」透過敘事治

療，尋找發現主流論述以外的自己，看見你所看

不見的、聽你所聽不到的；豐富自身的多層面的

認識，將人從一個單薄、被問題充斥的故事中釋

放出來。

改變由群體開始

在教會群體中，對自我的培育發展，提供了很好

的資源。在讀經祈禱靈修的生活中，讓我們的信

心慢慢的成長。但同時，我們又會否在上主的面

前，能坦誠面對自我成長的痛苦、個人的遺憾與

自責，被傷害又去傷害人的經歷。弟兄姊妹又是

否願意同行，一起回顧人生，在上主的同在下，

舉辦成長小組（人本中心治療）或人生故事分享

小組（敘事治療）。

總結

由於講座時間的關係，未能深入分享各個理論及

方法，但希望透過以上的分享，讓大家明白，認

識自我是個人成長及品格培養的一個重要關鍵。

但如何從個人的心理防禦機制以及社會的權威論

述找尋那個心底的我，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八月的通訊已在「編委的話」交代了為什麼開始分「單月版」(一向8頁的版面)和 

「雙月版」(只保留「深愛寫照」、「代禱天地」和「消息欄」等4頁)。對於這個在

稿源緊絀下的安排，希望大家體諒並給予寶貴回應。待日後有更多人參與本堂的文

字事奉或投稿，一定會恢復出版8頁或更多頁數的通訊。

多謝范立軒用心撰寫由他主持的6月24日培育講座的「特稿」，內容豐富，讓人讀後對自己的品

格有多一點的認識，盼望這只是一個開始，日後會有更多機會讓深愛人對自己的品格有更多深

入的認識。多謝林希德Hilda分享她在六月青年敬拜中的見證分享，她的真情分享，需要一份坦

誠和勇氣，深信這是神所喜悅的，盼望日後有更多深愛人願意以自己的真實面貌與主同行人生

路。

衷心期待更多弟兄姊妹分享對信仰的體會，無論是生活上的大事或小事，只要是從信仰角度作

出分享就好。長短不拘，以不超過1,000字為佳。也歡迎文字以外的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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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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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連繫上的前半生
　　	 	 ～2018年6月23日	在青年敬拜的見證分享

林希德	Hilda
以利亞團團友

在我的人生中，有兩個片段是我一直引以為傲

的，所以至今未忘。

第一個片段發生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

轉堂時，老師一進來，就說我們班實在太嘈吵

了，要全班罰站，於是全班同學都站起來。之

後，老師好像有點後悔了，就說：「我覺得你們

當中有些同學剛才是沒有傾計的，聽到我叫出名

字的同學，可以坐下。」看著那些平時很乖的同

學一個一個地坐下來，然後，我竟然聽到了自己

的名字！哈哈，坐著觀看別人罰站，那種滋味，

幾十年後仍然回味無窮！（告訴你：我當時是有

份傾計的！）

第二個片段發生在我成年之後。因為種種原因，

我開始吸煙。有一次返團契前，就在路口街角隱

蔽處，我打算吸完支煙才返團契，當然要確保沒

有被人看見。那天團契之後，有一位弟兄（這弟

兄是一個極老實的人，有碗話碗，有碟話碟那

種）把我拉到一旁，細細聲說：「我剛才見到一

個好似你的人在吸煙，不過我知道一定不是你，

但真是太似了！」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對於一個樣子很像好人的我來說，做基督徒根本

就是天經地義之事，從來沒有人質疑過我是一個

「好基督徒」，我的樣子實在太似了。可是，怎

樣才算是「做基督徒」呢？我很清楚，樣子似並

不是做基督徒的主要資格，即使我扮到很像樣，

說話很好聽，都不代表我是一個基督徒，最多可

以說是似一個基督徒。我13歲信主返教會，18歲
洗禮，直到現在，信主超過40年，要扮真是太容

易了，但是我並不想「扮」，我想做一個真正的

基督徒。

我相信，做基督徒的唯一途徑，就是與上帝有親

密的交往！

當然，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我與上帝交往的方式

都很不同。我也相信，每一個人的人生路上，都

各自與上帝有獨特的交往方式。我即管分享一下

我的方式。

整個中學階段，我以為做一個好學生就等同做基

督徒──成績名列前茅，操行年年得獎，甚至我

知道有同學因為羨慕我而做了基督徒。大學放榜

前，我很積極祈禱，希望可以入大學。那時的上

帝，就好像是我的爸爸，當我有事時，就會求

祂，當然我都有盡我的本分──勤讀聖經。

由大學一直到最初工作的那段日子，我停止了讀

經和返教會，但我仍然是一個基督徒，相信有上

帝。我與教會幾個弟兄姊妹，開了一個「磨擦小

組」，堅持「不扮嘢」（編者按：即不裝模作

樣），即使有磨擦也要真誠相待。我們甚至可以

交換日記，彼此看到別人內心的掙扎。我們推翻

乖乖基督徒的形象，飲酒，吸煙，但仍討論齊克

果、田立克、存在主義等等與基督教的關係。當

時的我，以理性面對上帝，尋求生命的意義。

上帝沒有離開我，尋找的必尋見！卒之在我去加

拿大讀書的時候，我開始察覺到，理性是沒有出

路的。我決定放棄理性，只用單純的信心來面對

上帝。就是說，我以相信「上帝是我的主人」的

態度，來過我的人生。自此，我開始與上帝發展

一段很親密的關係。

這並不表示我的人生從此幸福快樂，但因為上帝

的同在，在我最孤單的時候，祂與我一起，幫助

我。以下簡單分享三個小見證。

離婚是我人生中最孤單的一段日子。為了停止傷

痛，我決定結束這段關係。那時候的每一天，都

是上帝帶著我走過的。因為夫妻之間財政獨立，

我從不過問前夫的經濟狀況，我以為他沒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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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財政一定很緊絀。當我提出離婚時，我的銀

行存款不足以支付律師費。但最後，因為前夫富

裕以致我得到足夠買一層樓的贍養費。上帝的看

顧是無微不至的。

離開深愛那段時間，大約4-5年，也是我最迷茫

的日子。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再返深愛堂，直至有

一次，大概是2010年吧，因為徐牧師施餐，我

也很想去領聖餐，於是打算靜靜地返深愛堂。那

時要坐小巴在山腳落車，然後行上深愛。我落車

之後忽然很肚痛，必須立刻上厠，而附近只有南

山邨可能有厠所。我就告訴上帝，我很怕很污糟

的公厠，如果可以找到一個乾淨的公厠，我就繼

續返深愛，不然，我就回家了。結果，我竟然在

南山邨找到一個剛清潔完的公厠，我立刻無話可

說，乖乖地返深愛，直到現在。

最近，在堂會開會，因為有一些意見與大部分

的人不同，令我感到很孤單和沮喪。但無數個

早上，我讀到的經文，都在安慰我。甚至在我

玩填字遊戲時，也出現了安慰我的說話：Move    
gently into new areas（慢慢轉移到新的領域）。

是的，人生還有很多不同的領域讓我去探索，教

會是屬上帝的，不是屬於我的，祂自有祂的做

法。

我終於明白：做一個基督徒，不是靠樣子；不是

靠我們做了什麼世人眼中的好事；不是靠我們的

意志能堅持多久；而是靠我們與上帝有沒有聯

繫！只要與主相連，就是一個基督徒！不是嗎？

7月7-8、14-15
日，舉行兒童暑
期聖經班，一眾
導師落力籌備及
教導，透過不同
形式的遊戲，讓
小朋友樂在其中
並明白更多聖經
的知識。之後眾
師生更一同參加
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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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是培育委員會舉辦一連四次的講
座／工作坊的最後一次，主題：「在靜禱中
親近神」，由徐珍妮牧師主持。參加者有機
會淺嚐靜禱的滋味。

7月23-25日於香港浸會園舉
辦青年夏令營，主題：「你
愛我嗎？」。

7月29日，已移居
美國的教友顏松
發與趙美蘭的一
對兒女筑盈與暐
楓姊弟出席本堂
崇拜。之後與本
堂教友、亦是昔
日本堂幼稚園的
胡校長Rose拍照
留念。左邊的三
人舊照，是暐楓
當時即席與Rose
分享的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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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第14屆畢
業典禮及頒獎禮前，堂會主席陳紹才執事
與陳牧師相約部分出席者飲茶。後排左
起：吳琰櫻女士、江順意女士、黃愛珠女
士、李嘉麗女士。 畢業典禮於聖安德烈堂生命中心舉行

本堂榮獲卓越機構獎(服務與支
援)，由堂會主席陳紹才執事與
陳牧師上台接受獎項。

李嘉麗女士Annie榮獲

卓越導師獎 羅婉蘭女士因事缺席，由幹事

Jessica代領取卓越導師獎 江順意女士修讀
了60多科，榮獲
卓越學員獎

區會百周年籃球聯賽，8月11日深愛堂對基道旺角堂，在荔枝角體育
館舉行，屬八強戰。本堂青年的積極預備和努力投入，出席打氣支持
的弟兄姊妹有目共睹，雖敗猶榮。感恩並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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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晚，在一位熱心教友的贊助下，本堂
於多彩皇宮舉行「深愛歡樂宴」，筵開10圍。
出席者包括本堂教友及友好、青年、幼稚園教
職員、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及同學會幹事，
歡聚聯誼，共沐主恩。

陳牧師清理聖殿樓
梯底雜物，並救出
三隻初生的小貓，
最終貓母子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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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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本堂眾執事代禱，在港：袁劉懿舫執事、

王黃苑芳執事、郭黃惠儀執事、陳永佳執

事、劉寶珊執事和陳紹才執事；海外：潘區

素梅執事、劉定夏執事和劉定日執事。願主

保守執事們身心靈健康，事主得力蒙恩，亦

為身體軟弱之執事代禱，願主的恩惠慈愛常

與執事們同在。

3. 為各團契舉行的聚會、查經、活動及相交生

活代禱，願主保守各團友的分享及分擔，藉

團契生活彼此建立。

4. 為眾弟兄姊妹事奉主之心志和熱誠禱告，願

主保守眾人合而為一，追求屬靈生命的成

長，竭力忠心事奉上主。

5. 為剛於七月底順利舉行的青年夏令營感恩。

感謝主的豐富供應和預備，使各導師和營友

都能盡情投入營會的各項程序，認識和體會

信仰的奇妙。

6. 為本堂青少年球隊能夠進入區會百周年籃球

聯賽的八強戰並完成賽事感恩。願主保守每

一位球員的心，讓在各場賽事中發生的事，

都成為他們成長中寶貴的點滴。

7. 為幼稚園林校長、陸主任及眾教職員禱告，

特別為4位新老師適應新教學環境代禱。願主

加添各教職員智慧和力量，在新學年繼續在

幼兒教育有美好的服事。

8. 為區會創會百周年感恩慶典各項的籌備工作

代禱，特別為9月29日之聯合聖餐崇拜禱告，

願主引領眾參加者存感謝的心懷出席，見證

上主在區會的恩典，藉合一的精神，彰顯上

帝的榮美。

關心社會及世界

香港
 
1. 港鐵工程問題接踵而來，雖然已導致

高層人事的大變動，但乘客的安全問

題仍是市民大眾最關心的。求主使香

港人不要因政府及公營機構辦事能力

不斷下降而心灰意冷，踏實地做好自

己能力範圍內的事。又求主保守各立

法會議員的心，叫他們當中仍然良知

未泯的，不要灰心喪志，也不要輕視

香港人長遠的需要，專注地、適當地

監察政府的施政，讓香港人能夠安居

樂業。

2. 網絡世界充斥真假難分的資訊，部分

資訊更成為不法者的犯罪工具，例如

網戀；也令接收者心靈迷失，被唆使

自殘甚或自殺。求主叫信徒能夠按個

人的恩賜正視網絡上的不義，教導更

多人有效善用網絡的方便，引導新生

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在洪流的衝擊

中能自強不息，活出主同在的生命。

世界

1. 意大利一條大橋日前突然倒塌，造成

至少38人死亡。事件揭露意大利有

很多大橋施工期間都有偷工減料的情

況。求主使死者得安息，家人得安

慰，並叫更多人能夠督促有關當局盡

快正視及跟進所有相關問題，以免悲

劇重演。

2. 繼續為中美貿易戰祈禱。求主憐憫並

興起更多真心關注人民福祉的人，叫

大家知道如何面對這個人力無法預計

的中美貿易戰，讓大家能夠在迷亂的

政局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深愛通訊2018年9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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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愛通訊》2018年9月2日出版

1
楊銘基宣教師於9月1日正式上

任。感謝主的引領，願上主使用
他在本堂之牧職。

29月16日(教育主日)早上9:00崇拜──特別為銘賢書

院中一學生舉行的崇拜，由本堂青年區導師團友負責

接待。

3教會的社會見證講座：「一個雙性人的信仰告白」

──由培育委員會主辦。9月23日(主日)下午1:30-
3:00在後座二樓舉行。

分享嘉賓：細細老師(基督徒、註冊社工、註冊中醫，

「藩籬以外──認識及關愛雙性人」創辦人)

一個被視為殘障、有罪、不潔的生命，怎樣在信仰路上

找到神的愛？教會是否像上主一樣，以無條件的愛去傳

揚福音和連繫肢體？

歡迎一起來見證神的愛。主持：胡露茜。

4生日季會──關顧委員會與成人婦女部合辦。9
月30日(主日)崇拜後在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

加。為預備食物，請於聖殿外壁報板上報名。

5週四早禱會──9月6日恢復。歡迎出席。時

間：上午9:00
     地點：幼稚園多元活動室

 

6「民數記」查經班──於9月9日(主日)下午

2:00在後座三樓舉行。導師：黃惠儀執事。歡
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7 祈禱會──9月16日(主日)崇拜後在後座三樓舉
行，歡迎參加。

8青年敬拜──9月22日(星期六)下午4:00在後座二樓
舉行，歡迎參加。

92019及2020年值理選舉第一階段現已展開，有關提

名推薦和自薦提名信已印備，並已派到教友的信格，

或有需要者可向幹事吳小姐(Jessica)領取。請教友於

10月7日(主日)或前自行投入聖殿接待處的提名箱。

興趣班(查詢及報名：幹事吳小姐(Jessica)，詳情

請參閱海報及瀏覽網址http://www.soc.org.hk。三位

導師均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1 《小篆入門》──10月2-23日(逢星期二，共4堂)

上午10:00-11:00在本堂四樓。學費：$350(包材

料)。適合任何人士。導師：周笑珍女士。

2 《楷書入門》──10月2-23日(逢星期二，共4堂)

上午11:15-12:15在本堂四樓，學費：$350(包材

料)。適合任何人士。導師：周笑珍女士。

3 讀《唐詩三百首》──10月2-30(逢星期二，共5
堂)下午2:00-4:00在本堂四樓。學費：$400。適合

任何人士。導師：鄭漢立先生。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11月學期課程消息

1
2018年11月學期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本堂課程

時間表及內容簡介已印備，包括面授課程及電台課

程。報名期：8月20日至10月10日，請於辦公時間內親

臨報名。本堂為鼓勵舊生及新生報讀，繼續推行「一領

一獎勵計劃」。如有查詢，請聯絡幹事吳小姐(Jessi-
ca)或陳牧師。有關詳情亦可登入本堂網址瀏覽：http://
www.soc.org.hk。

區會消息

1
第二期創會百周年祈禱運動──為配合中華基

督教會創會一百周年，區會已於創會一百周年

感恩聯合聖餐崇拜前四十天（自8月14日起），推

動第二期創會百周年祈禱運動，由本會牧師及宣教

師撰寫四十篇靈修禱文，供堂校信徒使用。有關區

會發放靈修禱文安排如下：

- 8月起分七個星期，透過區會網頁及區會手機程

式（apps）發放每週及每天靈修禱文；

- 邀請各堂由8月12日（主日）起，分七個星期，

透過堂會主日崇拜週刊發放。

由8月12日開始，本堂每主日週刊已夾附有關靈修

禱文。另區會亦提供少量靈修禱文小冊子，有需要

的弟兄姊妹可到接待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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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已租備旅遊巴士，屆時接送已報名的弟兄

姊妹往返。已報名者請於當天下午2:00到深愛堂

集合，2:15開車，3:00到達亞洲國際博覽館。聯

合崇拜後，大約晚上7:30乘車離開並直接返回深

愛堂解散。仍有意參加者，請盡快於聖殿外壁報板

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