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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上主啊！感謝祢讓卑微的僕人（觀榕）服
侍兒童工作，祢讓這群兒童來到教會，藉
著詩歌、聖經故事、遊戲認識祢。求主幫
助把聖經真理教導的福音埋藏在兒童心中
，讓種子在祢的看顧下萌芽生長，並幫助
我們也能使家長們藉著帶孩子到教會時認
識祢。
上主啊！為著教會同工的服侍和學習向祢
獻上感謝，他們憑著主給予兒童傳揚福音
的信心，同心合意服侍兒童，實在是教會
同工學習事奉﹑拓展福音的好機會，一切
榮耀都歸於上主，奉主名求，阿們。
  　　
  　　同工 何觀榕(觀榕姨姨)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箴22:6

教養兒童認識造物主，是每位基督徒當行的事，兒童
主日學藉著聖經真理教導，因為教養兒童由認識聖經
開始，塑造他們的靈命，帶領兒童到造物主的面前，
信靠衪敬拜衪。這次月訊的人物專訪，是訪問兒童主
日學的導師及義工家長！

在兒童主日學多年，看見很多小朋友由K1
慢慢升上了小學，看到他們不斷地成長、
進步，又有禮貌並懂得守規矩，這是我們
兒童主日學導師跟著主耶穌教導的目標，
主耶穌的教導就是他們心中的小種子一樣
，我在兒童主日學得滿足和快樂。
  　　
  　　  　同工 黃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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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主日學任教了很多年，
看著一班一班幼兒從不懂事到
學懂祈禱。慢慢地明白主所教
導之知識和道理，希望主的道
在他們心中成長，扎根鞏固。
我從他們身上學到耐心聆聽和
忍耐，學習小孩的樣式，單純
地追求主道，榮神益人。 
                     

同工  任偉其
(任樂文、任希文家長  

偉其叔叔) 

我非常感恩，天父及教會能接納
我,讓我在兒童主日學中事奉,希
望天父能賜我智慧，懂得與不同
的小朋友溝通及相處。

                                             
同工  許蘊怡                                             

(劉浩方家長 Wendy姨姨)

我很感恩上主引領我來到了深愛
堂，讓我服侍上主事工，陪伴兒
子一起學習上帝的教導。

同工吳凡平
(麥俊希家長)

星期日回到主日學，見到
可愛的小朋友認真聽上主
的話語，我感恩上主賜福
給小朋友們，更感謝上主
讓我能參與服侍上主的事

工。

同工　王愛玲
（楊宗孝家長）

蓁樂非常喜歡上主日學，年紀
小小的她已經開始懂得唱歌讚
美主耶穌,又懂得唱歌“耶和華
會保護你！＂她十分感恩！

                                              
(陳蓁樂家長 陳志榮先生)

大家好！我是薛領航家長，
很感謝這三年來主日學導師
對領航的關愛，讓他的童年
有個快樂的回憶，感恩。                                              

(薛領航家長 薜偉強先生)

起初是為了鼓勵害怕獨自參加兒童主日學的芊穎，
與導師相議後，便開始陪她一同迎接這新嘗試。在
不經不覺間，以爸爸的身份在兒童主日學已渡過了
三個學期。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看到小朋友們的成長，亦
看到導師們的辛勞。幼稚園小朋友們是活潑、愛玩
耍的，再加上他們來自不同的班級、有著不同的理
解和表達能力，有時難免會出現一些小混亂。但是,
在導師們悉心及耐心教導下，他們能夠在愉悅的環
境下互相學習、成長。
我希望透過兒童主日學讓小朋友們認識到聖經中的
故事，學習當中的哲理和美德，使他們將來能夠成
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    　　　　　　　　

(陳芊穎家長 陳振聲先生)

深愛通訊2019年4月2



我非常感恩，天父及教會能接納
我,讓我在兒童主日學中事奉,希
望天父能賜我智慧，懂得與不同
的小朋友溝通及相處。

                                             
同工  許蘊怡                                             

(劉浩方家長 Wendy姨姨)

蓁樂非常喜歡上主日學，年紀
小小的她已經開始懂得唱歌讚
美主耶穌,又懂得唱歌“耶和華
會保護你！＂她十分感恩！

                                              
(陳蓁樂家長 陳志榮先生)

大家好！我是薛領航家長，
很感謝這三年來主日學導師
對領航的關愛，讓他的童年
有個快樂的回憶，感恩。                                              

(薛領航家長 薜偉強先生)

2月17日(主日) 陳牧師邀請林
子淳弟兄及其兒子林寓山一家
移居澳洲前，作感恩分享。

2月25日(星期一) 楊銘基宣教師隨銘賢書院
基督徒學生團契及歷史學會，前往澳門參與
歷史文化考察團。除參觀一些與基督教有關
係的景點（如：大三巴、基督教墓園），也
重點認識馬禮遜牧師來華的歷史，絕對是一
次尋根之旅！

考察團也在馬禮遜牧師墓前憑弔，
追念這一位將福音帶來中華大地，

並且對聖經中文翻譯作出重要貢獻的主僕！

3月7日(星期四)楊銘基宣教師與銘賢中一級同學
一起午膳，並且一起進行小型福音元素的活動。

2月及3月的祈禱會在後座二樓舉行，每次約有
10多位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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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星期五)本堂幹事吳小姐(Jessica)代
表出席，由婦女事務委員會邀請參與的「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2019年國
際婦女節酒會」。席間，也參觀到「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的展板，介紹了其計劃於
2004年3月展開，截至2019年1月，報讀
課程的累積人次已超過103,000，成績彪炳
。而作為員工之一，有感深愛堂能與香港公
開大學歷年來，無間斷作協辦機構及合作伙
伴，也感光榮。

3月16日(星期六)唐紹珍姊妹的
母親何金蘭姊妹，受洗歸入深愛堂。

3月17日(主日)唐紹珍姊妹作感恩分享。

3月18日(星期一)陳牧師與楊宣教師探訪陳徐文華姊妹。

3月18日(星期一)陳牧師與楊宣教師探訪
何偉強、張潔珊夫婦一家。

3月21日(星期四) 早禱會後，袁劉懿舫執事(左五)
相約楊銘基宣教師(左一)、幹事吳小姐(Jessica)(左四)
與鍾劉幗英姊妹(左三)及黃鸞飛姊妹(左二)一起茶聚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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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星期四) 陳牧師到播道醫院為
蘇少章弟兄(右一)的媽媽蘇陳映淑姊妹
(中間)洗禮，引領她歸主及加入深愛堂。

3月24日(星期日)，眾教友到多彩皇宮參加新春感恩午餐會。

深愛通訊2019年4月 5



3月份舉行全校英文月活動，外籍老師透過故事
、戲劇、短片欣賞、遊戲等多元的活動，

引發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
過程中幼兒表現投入，英語氣氛濃厚！

3月22日(星期五) 早上，陳牧師在
銘賢書院為復活節崇拜講道。

1月19日(星期六) 舉行了本年度第二次的教師
團契活動，大家透過共享燒烤午餐、禱告及
遊戲，加深彼此認識，渡過輕鬆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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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關顧委員會與成人婦女部合辦的生日會
將於4月7日(主日)崇拜後在二樓後座舉行，
歡迎弟兄姊妹於聖殿外壁報板上報名。而是
次生日會歡迎參加的弟兄姊妹以自由奉獻形
式捐獻。如有查詢，請聯絡統籌人楊銘基宣
教師(Michael)及莫漪騰姊妹(Etta)。

１

　　民數記”查經班~4月14日(主日)，時間
：下午2時正，地點：三樓，導師：黃惠儀執
事，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參加。

2

　　新一屆洗禮、堅信禮、過會禮及兒童寄
洗禮將於4月21日(復活主日)舉行。
3

　　祈禱會── 4月21日(主日) 崇拜後在三
樓舉行，歡迎參加。
4

　　青年敬拜於4月27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在
後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5

　　為加強教牧同工牧養弟兄姊妹，將於
2019年1月1日成立「深愛」牧養群組：互
建立、求復興。歡迎深愛堂教友及經常出席
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參加。有興趣加入的弟
兄姊妹，請填寫參加表格(表格可於聖殿後索
取)，填妥後投到聖殿後的收集箱或交給辦公
室同工，另外請務必細閱及妥為保管有關的
群組目的及守則作為日後參考。盼望藉此群
組，能促進大家的靈命成長及彼此建立。

7

　　請各2018年部/團負責人為2018年《年
報》撰寫短文，內容主要環繞其部/團在
2018年的整體事工及發展，稿件可親身或電
郵到soc@hkcccc.org/jessicang-admin@soc.org.hk
給幹事吳小姐(Jessica)收集。截稿日期：4月
23日（星期二），若於4月23日（星期二）
後仍未收到有關部/團之稿件表示有意放入《
年報》內，將視作自動放棄論，敬請留意。
另外，如果部/團團長已有變更，請盡早通知
最新的更改狀態，否則以一直記錄為準。如
有任何問題，請與幹事聯絡。

6

　　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主辦的《
2019年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拜》
將於4月18日(星期四)，晚上7時30分於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九龍太子道西191號
A)舉行，今年主題：逾越的羔羊，經文：
出埃及記12:1-14，講員：馬志民牧師，
對象：主內同工同道，請踴躍赴會。查詢
請電2397-1022聯絡蒲錦昌牧師。

１
區會消息教會消息

其他消息
　　2019年是「六四」三十周年，香港
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定出「人民
不會忘記—平反六四！公義必勝！」為今
年紀念主題。另外，由香港巿民支援愛國
民主運動聯合會主辦的「『清明節獻花』
」，將於4月5日(星期五)上午11時在香港
文化中心露天廣場D區(尖沙咀鐘樓旁)讓市
民、團體獻花，場地開放至下午6時。

１

　　另外，由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
聯合會主辦的「『毋忘六四』30周年長
跑」，希望以長跑運動永不言棄的信念，
與八九民運精神結合，全程約15公里。
長跑將於4月14日(星期日)上午8時45分
由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大鐘下（銅鑼灣港
鐵站時代廣場A 出口）出發，終點為中聯
辦門前（向民主像獻花）。
截止報名：4月8日（星期一）。

　有關「六四」30周年紀念活動的資訊
已張貼在聖殿後壁報板上，歡迎查閱。

２

今期的《深愛通訊》刊登了兒童主日學的特稿，分別有兒

童主日學校長何觀榕姊妹的分享，更有導師和家長的心聲

分享。為他們每主日殷勤和用心的教導感恩，讓一眾兒童

在充滿愛心和真理的園地成長！

除了文字，每期吸引弟兄姊妹觀看的，就是留下美麗回憶

的相片。在此呼籲各團契、各部、各事工委員會能提供一

些相片，彼此共享。

繼續鼓勵弟兄姊妹豐富通訊的內容，舉凡靈修心得、信仰

反思、事工分享，歡迎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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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學文憑試的考生禱告。文憑試已於3月29日正式開考，
求上主保守各考生，在考試中將他們所學習的，融匯貫通，在考
卷上能發揮出來。也保守各考生的身心靈健康，應付近一個月的
考試！

１

　　為銘賢書院於5/4-6/4舉行的福音營代禱。求聖靈預備所有
參加同學的心志，讓他們藉著不同的活動去認識福音，並讓上主
打開他們的心門，讓基督進入他們的內心，成為他們的救主和生
命上的主宰！求主保守各負責的團契職員、老師、同工，讓他們
所預備的程序活動順利進行！

２

　　為剛受洗的3位弟兄姊妹禱告，分別有：唐何金蘭姊妹、周
遠旋弟兄及蘇陳映淑姊妹，願主加添他們的信心，與主的平安同
在。

３

　　為眾弟兄姊妹熱心傳福音，領人歸主的心志禱告，願主激勵
我們回應大使命，帶領家人、親友、同事及同學認識耶穌基督，
讓他們得着救恩的喜樂，求主加添我們力量。

４

　　為培育委員會成員代禱，成員：林子淳弟兄（召集人）、陳
嘉恩牧師、楊銘基宣教師、胡露茜姊妹及黃惠儀執事。願各委員
在推行教會培育事工上，蒙主加力，建立人群。

５

　　為主日崇拜各司職人員禱告，願主帶領事奉人員有準備的心
擔任不同的事奉崗位（主禮、宣道、讀經、詩班、司琴、指揮、
領詩、招待、司事及撰寫禱文等），以心靈誠實敬拜，將最好的
獻予主。

６

關心教會事工及肢體

　　3月22日江蘇鹽城化工廠爆炸造成多人傷亡，漏出的化工
原料、有害氣體和液體也持續污染周遭的土地河流，事隔一周，
傷亡數字仍在上調。國內在加速經濟發展之同時，往往犧牲了人
民的安全和環境保育，世人理應反思，重新思考何謂「發展」，
以造福萬民。

２

關心社會及世界
　　本港近期接連發生多宗致命的交通意外，涉及地鐵、電車
、渡輪、巴士、貨車、的士和私家車等，意外頻生的情況反映出
本港交通系統已遠超負荷，當局在社會和道路規劃應多加留意及
檢討，保障普羅巿民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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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庭池弟兄、劉寶珊執事及王黃苑芳執事的康復禱告。

7

　　內地單程證的審批最近在立法會再掀討論，在過去22年已
有逾100萬人持單程證來港，而每日的150配額也對香港各公共
體系構成壓力。求上主讓政府及專責官員，重新審視單程證制度
，使香港居民及已移居之新移民更能公平共享房屋、醫療、教育
和社會福利等資源，人人有尊嚴的生活！

３

　　因內地收緊入口，紙皮價格降至每公斤三角的新低，而缺
乏長遠環保回收的措施下，也影響到環保工業的生存空間而有機
會爆結業潮，使拾荒者基層長者被剝削，以致紙皮堆積，影響公
眾。求上主憐憫，更清晰制定環保政策，使本地回收工業有更大
發展！

４

　　新西蘭發生清真寺大屠殺，造成至少49人死亡。這類恐怖
襲擊都出於對別人的憎恨，未能以包容的心面對人與人之間的不
同。求主讓被殺者安息，亦教導行兇者反思自己的過錯。

５

　　波音737客機日前墜毀，是半年內同型號客機第二次墜毀
，事件做成157人全部罹難，而各國都陸續向該型機發出禁飛令
。飛機意外的原因仍然有待調查，但民航安全作為現今社會發展
重要的一部分，各負責的組織必須認真看待，盡快找出問題所在
，避免更多的意外繼續發生。

６

　　最近有護士在家中猝死，反映前線護士人手上的不足，工
作上有「追更」的壓力。為香港醫療系統的需要禱告，讓前線的
醫護人員有充足的休息，維護他們身心健康去應付病人的需要！

７

　　委內瑞拉政局不明，人民在苦難之中掙扎求生，願主
賜下平安與力量，讓當地人民渡過難關。
８

編委會 顧　　問：陳嘉恩牧師

版面設計：岑珮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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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第二次美朝峰會在越南河內正式落幕，雙方就朝
鮮半島無核化、美國對朝鮮撤銷制裁等問題交換意見，雖
未能達成新的具體協議，但求上主繼續保守日後朝鮮半島
、東北亞地區，以至全球的政局發展，讓諸國萬民得享和
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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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糖」版財政預算案經已出爐，關乎中產階層的減
免措施，以及面向基層民生、醫療、社福、教育等開支也
較去年縮減，普羅巿民慨嘆未能共享香港歷年的經濟成果
，卻見掌權者仍計劃傾盡庫房籌建北大嶼山填海大計，祈
願上主保守香港，引領掌權者施行仁政，造福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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