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愛通訊
2019-02月

一）經文
歷代志下7：14-15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
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
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7:15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哈巴谷書3:1-2
3:1 先知哈巴谷的禱告，調用流離歌。 
3:2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 - 或譯：言語)
就懼怕。 
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在
這些年間顯明出來； 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 

二）靈修分享：禱告：復興的動力
歷代志下7:14-15的背景是所羅門王為耶和華
建造聖殿，在獻殿後，上主向他顯現並回應他
的禱告。比亞遜博士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或地方的靈性復興不是由同心禱告開始。」對
的，個人、家庭、事業、教會、邦國復興，應
由禱告開始，禱告就是復興的動力！
先知哈巴谷的禱告，就是復興的禱告！復興的
前奏是由禱告帶動的。教會能夠復興，並不是
靠策略會議、先進的科技設施、現代的行政管
理、財雄勢大的資源或五花八門的活動！重要
是省察、認罪、自潔、尋求主的面。
復興不是人為的行動，乃是由主啟動的。是屬
神的子民向上主求復興，搖動上帝的手。求必
憐憫，願主垂聽，願主在這些年間復興祂的作
為！

陳嘉恩牧師　          14-1-2019

三）默想回應
1 你願意個人靈命復興嗎？你願意深愛堂復興
嗎？如何才可以經歷真正的復興？
2 你將會如何尋求主的面？

四）祈禱
這稱主名下的深愛人，若是謙卑省察，悔改更
新，尋求上主的旨意，轉離罪惡。主必從天上
垂聽，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軟弱傷痛，
使我們經歷真正的復興，奉主名求，阿們。

一）經文
約翰壹書2：3-6
3 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 
4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
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裏了。 
5 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
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 
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
去行。

二）靈修分享：知而又行神的道
當我們說「認識」了一個人，除了在頭腦上知
道他之外，我們必與他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而
認識程度的深淺，也在乎我們對那人的關係有
多密切，並且對那人的了解有多深入。人際關
係之中一個最極致的表達，莫如人與人之間那
一份愛的流露。
約翰壹書是一封充滿愛的書信；今日的經文，
約翰勉勵我們對上主的認識，不是我們對聖經
、神學的知識有多熟悉掌握，而是我們遵行祂
的教導誡命。我們願意這樣作，則表示我們對
神的認識，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上實踐出來，才
算得上是愛上主！

楊銘基宣教師　          15-1-2019

三）默想回應
1 你愛主嗎？你願意深愛堂更愛主嗎？我們怎
樣表達我們對主的愛？鼓勵大家在這一周內，
作一件的事情去表達你對主的愛！ 
2 我們在那些地方掙扎於遵行主的教導呢？是
我們的品格？是我們的行為？願意我們來到主
面前陳明，求主讓我們放下舊我，讓祂的話常
存在我們的心裡，以致順服，並實踐出來！

四）祈禱
親愛的主，我們願意認識你，除了讓我們理性
上靠著聖靈去明白知道祢的教導之外，也願意
我們遵行祢的話，在我們的生活上將祢的道實
踐出來，使我們愛上主的心，天天增長；使我
們常在主裡面，天天親近你，使我們在生活上
能散發著主耶穌祢那馨香的氣，奉主耶穌名求
，阿們！



深愛通訊

本堂派出義工分別在2018年12月
20日(星期四)及2019年1月2日(星
期三)，前往觀塘麗港城及葵涌廣場
，為2019年3月學期的「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作RoadShow宣傳活動。

2018年12月28日及29日(星期五及六)，保羅團往
粉嶺鶴藪，露營及宿營，共享團契之樂。

於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舉辦「活學活用 
生物之延」活動，並邀請資深營養師及「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導師李正雅女士教授，讓同學
學習用最環保及健康的方式煮出美味可口的食
物，又有講座詳細介紹，大家都學習到不少創
新又有益的煮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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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關顧委員會與成人婦女部合辦的生日會，
於2018年12月30日(主日)在二樓後座舉行。

生日會後，舉行2018年新舊值理退修會，
目的是交流及分享新一年教會事工的發展
，有約20人出席。

2019年1月6日是立約主日，亦是堂會
執事及值理就職禮，眾人於聖殿十架前
誦讀宣言後，一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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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星期四)陳牧師、楊宣教師與銘賢
書院校長陳綺雯博士及校友馬樹宏先生，
商討有關校牧事工。

1月14日(星期一)教會弟兄姊妹相約前往探望鄧肖棉姊妹。

中西音樂欣賞》師生相約在1月14日(星期一)
飲早茶，導師雷景彤女士(左邊第一位)。

《粵劇戲曲共賞》師生相約在1月14日(星期一)午膳
，導師鄭偉玲女士(中間紅色衫者)。

2018年11月學期的「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完滿結束，各班同學均盛意拳拳邀
請導師、陳牧師及幹事Jessica飲茶及午
膳，同學均表示十分感激導師的用心教
學，以及陳牧師與幹事Jessica的落力推
行，能夠不間斷地開設五花八門的科目
讓同學按喜好選讀，實在難能可貴，並
希望計劃繼續發揚光大，造福更多的社
群需要，為更多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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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五)為聖誕慶祝會暨11, 12月生日會，當天邀請了
家長義工到校協助幼兒製作聖誕掛飾，作為幼兒送給家長
的禮物；幼兒透過短片認識聖誕節的意義，亦透過遊戲感
受聖誕節日的氣氛及歡樂！

24/12(一)為平安夜聚餐及燭光晚會，當
天部份K2及K3下午班的幼兒參與聖景
演出，共同記念基督降生，他們用心及
精彩的演出令大家渡過了一個滿懷感恩
的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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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教友劉瑞珍姊妹已於1月16日安息
主懷，安息禮拜詳情容後公佈，願主安慰其
家人。

１

　　2月10日(主日)為農曆年初六，崇拜後將
舉行新春團拜，敬請各位預留時間共慶新春
。

2

　　“民數記”查經班~2月10日(主日)，暫
停一次。到3月10日(主日)下午二時照常舉行
，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參加。

3

　　祈禱會於2月17日(主日)崇拜後在二樓舉
行，歡迎參加。
4

　　洗禮、堅信禮、過會禮及兒童寄洗禮將
於4月21日(復活主日)舉行。洗禮慕道班於2
月17日(主日)上午9時45分開始。凡已決志
信主，願意接受洗禮者，請向陳嘉恩牧師或
幹事吳小姐(Jessica)報名

5

　　一熱心教友邀請本堂教友於3月24日(主
日)崇拜後出席新春感恩午餐會共聚主內情誼
，地點：多彩皇宮，費用：免費，如弟兄姊
妹參加，請於2月24日(主日)前在聖殿後壁報
板上報名。

7

　　青年敬拜於2月23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在
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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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曲初班》
日期：1/3-17/5(逢星期五)
<5/4及19/4公眾假期停課>
時間：下午2時半至4時　 堂數：10
地點：四樓課室　　　　　學費：$450
對象：任何人士
導師：鄭偉玲女士(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粵劇戲曲共賞》導師)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請向幹事吳小姐(Jessi-
c a )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或瀏覽網頁
www.soc.org.hk

深愛堂興趣班

農曆新年將至，代表《深愛通訊》編委會眾編委祝讀者新年蒙福，主恩常偕。

繼2018年12月起，徐珍妮牧師放下編委的工作後，Hilda林希德姊妹亦於2月起放下版面設計的
工作，幸得Betty岑珮彤姊妹協助版面設計，多謝Betty加入編輯委員會，亦特別感激徐珍妮牧師及
Hilda林希德姊妹過往的付出，主內勞苦。雖然編委會委員有所變動，但基本編輯方針不變。

由於很多深愛教友及讀者均表示欣賞《深愛通訊》沿用的欄目，包括：牧師的話/人物專訪/主題探
討/信仰園地、編委的話、深愛寫照、代禱天地和消息欄，盼望有更多深愛人因感動而投稿分享「
主題探討」及「信仰園地」，或接受「人物專訪」。為豐富內容及增加彈性，希望每月通訊維持八
頁，並增加數篇「靈修速遞」(深愛牧養群組之每日靈修分享) ，作為「信仰園地」之靈修分享。陳
嘉恩牧師及楊銘基宣教師會繼續定期作屬靈的鼓勵。願上主繼續引領本堂的文字事工，讓眾主內兄
姊多作信仰反思，用心回應上主的呼召。

歡迎隨時查詢，可電陳紹才 9043-7598。
截稿日期：每月第二主日。 



　　為新選出的值理（譚兆麟弟兄、李智浩
弟兄、孔鎮江弟兄、岑珮彤姊妹、郭永華弟
兄、陳家健弟兄及勞約瑟弟兄）代禱，願主
保守新舊值理同心事主，興旺福音。

１

　　為新選出的值理會職員禱告，包括主席
蕭兆薇姊妹，副主席李智浩弟兄，司庫陳紹
才執事，書記岑珮彤姊妹。亦為新選出的各
委員會成員禱告，願主堅立眾人在新一年的
事奉心志，尋求上主的智慧和引導，事主得
力蒙福。

２

　　為新成立的「深愛」牧養群組：互建立，
求復興禱告，願主使用這平台，促進弟兄姊妹
屬靈操練、靜思主話、彼此代求、互相建立。
求主引領更多肢體參加，達致彼此牧養造就。

３

　　為深愛堂的年青群體祈禱，求聖靈引導
讓青年人學習敬畏上主，並在團契裡彼此相
顧、激發愛心、互相勉勵，以致培養更深更
廣的屬靈視野，對外關懷社會、廣傳福音、
作主見證。

４

　　為每月一次的主日祈禱會禱告。感謝主
，1月20日之祈禱會有15位弟兄姊妹，一起
為社會、教會、肢體的需要守望，同心合意
地獻上禱告。求主藉祈禱會更新我們的心意
，教會要興旺不是靠勢力和才能，而是靠聖
靈方能成事，盼望我們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藉着禱告等候上主的旨意，為世界、為香
港、為深愛堂、為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忠
心向上主求復興！

５

　　為身體軟弱及心靈有重擔的弟兄姊妹禱
告，願主看顧及堅固他們的信心，安排最適
合的醫護人員及藥物給他們，請為蔣佩玲姊
妹、劉譚展合姊妹、任李松姊妹、陳張妙玉
姊妹、莫介麗姊妹及王黃苑芳執事的康復禱
告。

６

關心教會事工及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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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因建美墨邊境圍場爭議而令聯邦政
府停止運作，很多美國家庭因失去收入而感
無助，求主垂憐這些家庭，也讓美國國內反
思其單邊外交及難民政策。

５

　　中國非洲豬瘟疫情持續擴散，官方1月20
日公布，寧夏回族自治區永寧縣發生非洲豬瘟
疫情。截至當天為止，31個省市區中，已有
25省市區出現非洲豬瘟疫情。求主垂憐。

４

　　英國脫歐方案在國會大比數否決，有可能
出現硬脫歐的亂局。歐盟的去向影響全球經濟
，希望能盡快落實相關方案。

３

　　近日有中學發生集體欺凌事件。網上流
傳一段短片，該校八個男學生圍住一名懷疑
被欺凌的男學生，用椅子將其困住，邊嬉笑
邊拍打其屁股。願主讓香港的中學教育能透
達年輕人的心靈，讓年輕人懂得為自己的行
為負責。

２

關心社會及世界

　　為新選出的值理（譚兆麟弟兄、李智浩
弟兄、孔鎮江弟兄、岑珮彤姊妹、郭永華弟
兄、陳家健弟兄及勞約瑟弟兄）代禱，願主
保守新舊值理同心事主，興旺福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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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蕭兆薇姊妹 副主席： 李智浩弟兄

 司庫

  

：陳紹才執事

 

書記

  

： 岑珮彤姊妹

 

財經委員會        ：召集人—陳紹才執事 

成員—陳嘉恩牧師、蕭兆薇姊妹、 

莫昔芝姊妹、林希德姊妹 

建築物委員會      ：召集人—岑祖榮弟兄 

                    成員—陳嘉恩牧師、陳紹才執事、 

李智浩弟兄、任偉其弟兄、孔鎮江弟兄 

人事委員會        ：召集人—蕭兆薇姊妹 

成員—陳嘉恩牧師、黃惠儀執事、 

岑祖榮弟兄、周寶熙牧師 
關顧委員會        ：召集人—楊銘基宣教師 

成員—陳嘉恩牧師、蕭兆薇姊妹、黃惠儀執事 

      (但黃惠儀執事於 1月 9日請辭)、 

莫漪騰姊妹、葉汝芬姊妹、 

鍾潔賢姊妹、林苑梅姊妹、勞逸軒弟兄 

培育委員會        ：召集人—林子淳弟兄 

成員—陳嘉恩牧師、楊銘基宣教師、 

胡露茜姊妹、黃惠儀執事 
區會執委會代表    ：陳紹才執事 

區會周年代表大會  ：李智浩弟兄、譚兆麟弟兄、招婉衡姊妹 

華人基督教聯會代表：周寶熙牧師、莫昔芝姊妹 

銘賢書院校牧事工小組：召集人—楊銘基宣教師 

                      成員—陳嘉恩牧師、李智浩弟兄、 

陳家健弟兄、譚兆麟弟兄、許蘊怡姊妹 

教育及社區委員會  ：召集人—李智浩弟兄 

成員—陳嘉恩牧師、楊銘基宣教師、 

陳家健弟兄、范立軒弟兄、任婉嫺姊妹 

幼稚園校董會      ：校監—陳嘉恩牧師 

                    校董—陳紹才執事(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蕭兆薇姊妹(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黃惠儀執事(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何觀榕姊妹(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任婉嫺姊妹(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編委會 顧　　問：陳嘉恩牧師

版面設計：岑珮彤姊妹

編　　輯：陳紹才執事

照片及消息整理：吳琰櫻姊妹

校　　對：葉思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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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2019 年 堂會職員 

各委員會成員及出席其他有關機構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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