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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 ：出埃及記32:1 - 10
１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裡，對
他說：起來！為我們做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
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麼事。
２ 亞倫對他們說：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子，兒女耳上的金
環，拿來給我。
３ 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來給亞倫。
４ 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
具做成。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５ 亞倫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擅，且宣告說：明日要向
耶和華守節。
６ 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
起來玩耍。
７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
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敗壞了。

二）靈修分享
每次讀到這段經文，總覺得奇怪，一羣蒙耶和華拯救領到
曠野的以色列民，為甚麼會出奇快地鑄造了一個牛犢偶像
來俯拜，但細讀經文，我們卻看到了一個故事，以色列民
所依賴的領袖摩西失蹤了，前面的路途方向他們感到迷茫
，耶和華本是他們的帶領者，他們急需要一個實在的物體
去倚傍，於是亞倫便要求他們交出寶貴的黃金，將它化成
一個牛犢，稱呼它為耶和華，來給與以色列民信心去前行
。今天，這個故事不也會是我們的寫照嗎？在人生路途上
，我們在徬徨困阻的時候，本應憑著上主的應許與我們同
行，但很多時候我們所追尋的又是甚麼呢？是我們所寶貴
的財富，地位，知識，名譽，這一切是否同樣地被鑄成了
代表耶和華的形像，帶領著我們前行，經文最後表達耶和
華憤怒了，因為他所拯救去教拜他的，是一羣不認識他的
子民。

三）默想回應
1）今天我們在敬拜上主時，是否用我們自我追求的東西
，去代替上主呢？
2）我們是否有努力去認識他，了解他的心意？

四）禱告
上主，讓我們謙卑的禱告，倒空自我的心思意念，容我們
的心靈與你相通，細心去聆聽你的話語，它可以來自聖經
中，在詩歌中，在弟兄姐妹的禱聲中，在城市無助人的呼
喊中，從而認識你，了解你的心意而行，阿們。

（一）經文：
箴言17:22
喜樂的心能治好疾病；憂傷的靈使骨頭枯乾。

腓立比書4:4-7
４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５ 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６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７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裹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二）靈修分享：喜樂之心乃是良藥
「喜樂」與「美」在希臘文是同字根，chario (喜樂) 成
為 charis (可愛)，成為 charm (美麗迷人)。喜樂是指
人內在性質一種和諧狀態，所以由喜樂來的美麗是一個人
氣息的自然散發，而非外表五官的好看所能比擬。所謂「
喜樂的心」是指一種樂觀的心態。
喜樂除了影響我們的容貌（「心中喜樂，面帶笑容」箴言
15:13），也影響我們的健康。喜樂是健康的人的正常表
現。說也奇怪，許多被醫生診斷為絕症的病人，由於心中
常存喜樂，得以堅強的活下去。
再者，人的身體如一部機器，喜樂便是油，滋潤人生的境
遇。(大家加油！！）
多數人認為「快樂」是由環境或際遇所造成，古代哲人則
認為秘訣在乎「知足常樂」，我非常認同此觀點。

（三）默想與回應：
究竟甚麼是喜樂之源？
上述腓立比書4:4-7便是答案。真正的喜樂，是由心裏湧
出來的信心；惟有人是否肯把一切掛慮苦悶都交託給主，
是否有禱告、祈求和感謝的心。

（四）禱告：
滿有聖潔大能的主，懇求祢澆灌我們的心，好使我們更加
認識祢和親近祢，又賜我們喜樂和感恩的心面對困境，抵
抗病痛，並且能繼續事奉主，彰顯祢的榮美，奉主名求，
阿們。

陳紹才執事

岑祖榮弟兄

6-3-2019

27-3-2019

一）經文: 約翰福音 2 : 1-11
１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
耶穌的母親在那裏，
２ 耶穌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３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
有酒了。」
４ 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
的時候還沒有到。」
５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
就做什麼。」
６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
裏，每口可以載三桶水。
７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 他們
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８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了，送給管
筵席的。」 他們就送了去。
９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
裡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
新郎來，
１０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人喝
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們把好酒留到如今。」
１１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
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
了他。

（二）靈修分享：耶穌把水便酒
這一個由水變酒的神蹟，大家都耳熟能詳, 大
家都知道是耶穌的第一個神蹟，現在讓我們看
看這個神蹟的內容，在這個神蹟中，耶穌是將
水變成了酒，請大家看看，水是很普通的東西
，但耶穌卻把它變成酒。
但這個的 " 變" 卻不是簡單的 " 變"，而這個
" 變"是ㄧ個質的變，由水變成酒，是整個質的
轉化。很多時我們對這短經文的看法，往往著
重看了神蹟，但較少人看到這個質變的過程和
重點。所以耶穌所帶來的改變，是實質的改變
，是實實在在的從內在的 " 質" 的改變，而不
是表面的改變，而這個質的改變，是使物質的
真改變，所以我們的主，是改變我們的主，他
更是改變我們的質， 所以在跟從主的話，我們
要有質的改變，因為主是改變質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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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列王紀上3:7-13
７ 耶和華我的神阿，如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
大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
８ 僕人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
數。
９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
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１０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
１１神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
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
聽訟，
１２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在
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
１３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
，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
（二）靈修分享：所羅門的祈求
所羅門遵行父親大衛王的託付，平定國內外的威
脅，成功堅固他的政權後，一個晚上，耶和華問
他：「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所羅門意
識到，單憑世人的能力，是不能治理好國家，於
是向上帝祈求屬天的智慧（wisdom) 和一顆能辨
別是非的心（a discerning heart)。耶和華喜悅
所羅門的謙卑誠摰，因他沒有求長壽、求富貴、
或求滅絕仇敵，便賜他屬上帝的「聰明智慧」，
就連他沒有求的財富和尊榮，都一併賜給他。在
他統治下，以色列國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定繁榮。
他也展現上帝所賜的智慧,成為歷史中最有智慧的
人。
（三）默想與回應：
試想想如果上帝有一天對你說：「你願我賜你什
麼？你可以求。」你會求什麼呢？你會求生命一
帆風順？事業學業蒸蒸日上？或是健康長壽？富
貴榮華？家庭美滿幸福？但所羅門明白，屬靈的
智慧比世上任何的東西更寶貴，他生命中不能沒
有上帝的恩典、指引和能力，使他能作明智的抉
擇，這些都是超乎人的知識，經驗和能力的。我
們信徒也應像所羅門一樣，以那屬靈的智慧為寶
，窮一生去追求，並按着上帝所啟示的去活我們
的生命，上帝必賜下豐盛的恩典。

（三）禱告:
上主, 在這大齋節期中，求你好像昔日在迦拿
婚筵中，把水變酒，求你都改變我們，把我們
的質去改變，使我們有實質的改變。主，求你
垂憐，祈禱奉耶穌的名祈求，誠心所願。

（四）禱告：
主阿，原諒我們在世上常常被世俗慾望所控制，
倚靠自己的聰明，處事待人都是追隨現今社會的
文化，忘記你的誡命，求主賜我們屬靈的智慧和
辨別是非的心，熱切學習祢的話語，在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認定你是我們的主，遵行祢的指引，奉
主名求，阿們！

陳永佳執事

郭黃惠儀執事

4-4-2019

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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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主日) 楊銘基宣教師帶領本堂弟兄姊妹
參與「中華基督教會基順愛的家」下午舉行的主
日崇拜，透過與特殊學習需要者的共融敬拜，加
添彼此的認識及交流的機會。

「那天，我們除了參與敬拜讚美之外，我們也有機會參與每季
度一次的生日會，與一班教友歡度生日！而當我們分享生日餅
時，我們也按照基順愛的家之傳統，由他們為我們奉上生日餅
，領受他們對我們的服侍。而那天我們兩間堂會也有彼此的分
享和交流。
所謂禮尚往來，本年9月份，基順愛的家的教友將會來訪深愛
堂，讓我們有一起共融敬拜的時刻，大家屆時萬勿錯過！」

4月5日至6日，楊銘基宣教師隨銘賢書院學生團契師生，參與於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傷健營舉行的「2019年福音營」。營會主題名為「Identity X」，意思是
讓學生藉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尋回一個新的身份，作成一個新造的人！而營會
內的佈道會則請來前深愛堂的青年幹事林一君教師 （現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耀
生命堂主任）為講員分享信息，有11位同學決志或重新決志跟隨主耶穌。

陳牧師與林一君教師(右)
及黎頌賢老師(左)合照。

4月13日(星期六)失明夫婦區榮光先生、
余笑女士邀請本堂陳牧師、幹事吳小姐
(Jessica)及部份教友出席「結婚五十周年
金婚紀念晚宴」，席間區榮光夫婦分享
五十年來的婚姻點滴，並彼此來個情深
一吻，此情此景，實在羡煞旁人。

深愛通訊2019年5月

顏松發夫婦返港及到深愛堂與教友一起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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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主日)由關顧委員會與成人婦女部合辦的生日會在後座二樓舉行，並為1月至3月份生日的弟兄姊妹祝賀，有約50人參與。

4月14日(主日)為棕樹主日，詩班員每人手持一枝棕樹枝列隊進入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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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天的崇拜由陳牧師主講，講題為「彼此洗腳」，並與楊銘基宣教師一齊
為李智浩弟兄及莫漪騰姊妹洗腳，實踐昔日耶穌也為門徒洗腳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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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為K2家長觀課日。家長透過參與學校自由遊戲，了解子女在校的上課情況，
同時藉著擔任不同角色，如：故事演講、教授圖工及與幼兒進行趣味問答等，體驗
學與教的趣味。活動為家長及幼兒帶來了精彩的時刻呢！

16/3(六)為親子遊戲日。幼兒與家長一起到銘賢書院參與體適能遊戲，
當天除了一起跳「護脊操」外，家長還與幼兒一起玩競技遊戲，氣氛
十分激烈，大家都渡過了一個輕鬆愉快的上午！

深愛通訊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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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五) 區會舉行了聯校教師發展日，當天大會邀請了嘉賓分享講題
「發揮你的天賦才能」及「與幼同行」，又為各校老師預備了多元工
作坊。當天老師獲益良多，為教養幼兒增進技巧，同得鼓勵。

30/3(六) 為區會賣旗日。當天家長帶同幼兒一起做義工，在石硤尾區為區會事工
籌款，年紀小小便學習做個有社會責任、服侍有需要的人！

今期的《深愛通訊》刊登四篇《靈修速遞》，分別由
岑祖榮弟兄、陳紹才執事、陳永佳執事及黃惠儀執事
撰寫。《靈修速遞》由今年初定期刊登在「深愛牧養
群組：互建立、求復興」，逢一、三、五由陳牧師、
楊宣教師、執事及弟兄姊妹輪流分享。除了讀經、靈
修、反省、默想，大家更能彼此代禱、關心和鼓勵。
歡迎未加入群組的弟兄姊妹加入，彼此分享和分擔，
達至靈命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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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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教友陳張妙玉姊妹(陳紹才執事的母親)已
1於4月3日(星期三)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已在5月4
日(星期六)晚上7時在世界殯儀館舉行，願主安慰
其家人。
“民數記”查經班~5月12日(主日)，時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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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5月19日(主日) 崇拜後在三樓舉
3
行，歡迎參加。
青年敬拜於5月18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在後
4
座二樓舉行，歡迎參加。

深愛堂興趣班
《楷書(一)及(二)》
日期：楷書(一)16/5-6/6(逢星期四)
楷書(二)13/6-4/7(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00-3:00 堂數：4
地點：三樓課室
學費：每班$300
材料費：每班$50
對象：任何人士
導師：周笑珍女士(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彩畫創作(一)及(二)》
日期：彩畫創作(一)16/5-6/6(逢星期四)
彩畫創作(二) 13/6-4/7(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3:15-4:15 堂數：4
地點：三樓課室
對象：任何人士
學費：每班$350
(已包括材料費，紙及顏色筆)
導師：周笑珍女士(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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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7月學期課程消息
2019年7月學期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
時間表及內容簡介已經出版，包括面授課程及電
台課程，章程可到辦公室索取。課程於7月上旬
開課，報名期由4月15日(星期一)展開，至6月
12日(星期三)截止，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臨報名。
另外，深愛堂繼續推行「一領一獎勵計劃」，目
的是鼓勵舊生及新生報讀，請多多支持。如有查
詢，請聯絡幹事吳小姐(Jessica)及陳牧師。有關
詳情亦可到本堂網址下載瀏覽
：http://www.soc.org.hk
深愛通訊2019年5月

其他消息

１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支聯會以通識
及公民教育角度規劃專題展，讓學生及公眾了解
影響當代中國深遠的政治事件，現誠邀學校和團
體預約參觀。將安排導覽員講解，並可於參觀後
安排工作坊，探討八九民運精神及人民對公義的
追求，了解「六四」受難者家屬情況等。有興趣
的老師及同工亦可以透過電郵預約參觀。請把學
校名稱、擬參觀的日期、時間、學生的年級和人
數，電郵至 64museum@alliance.org.hk。如有
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致電24596489與支聯會
柯小姐聯絡。地址：九龍旺角旺角道11-13號藝
旺商業大廈10字樓（旺角港鐵站A2出口）
開放時間：2019年5月1日至6月16日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中午12:00至下午
6:00（其後的開放時間會再公佈）。
詳情請瀏覽「六四紀念館」
網頁 http://64museum.blogspot.hk

２ 由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主辦的「『

中國國情』系列講座」，將於5月3日（星期五
）：「管治危機」，講者：林和立先生、10日
（星期五）：「中美貿易戰和當今中國經濟的
危機」，講者：吳明德博士、17日（星期五）
：「任意拘禁與宗教自由」，講者：潘嘉偉先
生、24日（星期五）：「習近平專制下『一國
兩制』面對的挑戰」，講者：程翔先生及31日
（星期五）：「中美外交和新冷戰的國際格局
」，講者：丁偉博士，逢晚上7時30分至9時
30分於九龍旺角山東街51號中僑商業大廈7樓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總辦事處舉行。
收費：共5講，每講20元，學生、六十歲或以
上長者、殘疾人士及領取綜援人士半價，詳情
請參閱壁佈板。

３由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推動的「平

反六四」聯署廣告，主題為「我們堅決繼續支
援愛國民主運動！」。我們要求：釋放民運人
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
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將於5月24日(星期五
)和6月4日(星期二)刊登於《蘋果日報》，費用
為團體每次50元或以上、個人每次10元或以
上，隨緣樂助，截止日期為5月12日(星期日)
，請聯署者與幹事吳小姐(Jessica)或陳錦明弟
兄聯絡，詳情請參閱壁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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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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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為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志代禱，願主的愛激勵我

１ 在復活節那天，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有三間教堂

們關心家人、親友，將主寶貴的福音和帶給人希望及
新生命的信息傳給他們。求主裝備我們，賜予勇氣和
力量作福音的使者。

２ 為銘賢書院已舉行的福音營感恩，所有節目程序
都能順利進行；而佈道會中，也有11位同學決志或重
新決志跟隨主耶穌。為之後的跟進栽培工作代禱，求
主打開他們的心，願意繼續被主的話所造就，屬靈生
命得以成長！

３ 為復活節主日洗禮(羅倩萍姊妹及何偉強弟兄)、轉

會(蘇少章弟兄、曾珮珊姊妹、馬樹宏弟兄及劉文采姊
妹)及兒童寄洗(何泳森小朋友及何泳恩小朋友)代禱，願
主堅固他們的信心，屬靈生命有美好的成長，熱心事奉
主。

和四間大酒店受到恐怖襲擊，有超過350多人死亡及超
過500多人受傷 （截至24/4）。為恐襲死難者的家庭禱
告，求主安慰他們；讓身心靈受創的傷者祈禱，使他
們得著醫治。為斯里蘭卡人民祈禱，願主賜下出人意
外的平安，保障人民生活安全。求主轉化人類那充滿
仇恨的心，讓和平驅散暴力，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
，仍能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２ 24/4，佔中案正式判刑。求主保守在獄中服刑的
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黃浩銘，身心靈平安，也
求主供應，讓他們服刑期間家人得著支援！為陳淑莊
的健康禱告，求主保守手術過程順利，讓她得著適當
的治療，也求主加力讓她有平安的心，面對病痛和等
待判刑時所帶來的壓力！

３ 巴黎聖母院日前遭到大火吞噬，部份建築倒塌。
幸而大部份結構在消防員奮力灌救下得以保存。求主
帶領重建之路，讓這極具特色的教堂能傳承下去。

４ 政府提出訂立逃犯條例以中國移交逃犯。但當中
很多細節未有令各界釋疑，希望當權者能清楚解釋，
以保障香港作為一國兩際底下的特別地位。

４ 為教育及社區委員會成員禱告，成員：李智浩弟
兄（召集人）、陳嘉恩牧師、楊銘基宣教師、陳家健
弟兄、范立軒弟兄及任婉嫺姊妹。願主引領及加力眾
委員，在教育及社會關懷的事工上，能被主使用，有
美好的服事。

５ 「佔中九子」被控煽惑妨騷等罪名成立，獲准保
釋等候判刑。願主垂憐為香港民主奉獻大好前程的公
民，從中保守和帶領。

６ 近日科學家首次拍攝到一個位於十分遙遠的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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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介麗姊妹、吳庭池弟兄、周遠旋弟兄、劉寶
珊執事及王黃苑芳執事的康復禱告。

黑洞，並在全球同步公開照片。求主讓人類能繼續發
現上主創造萬物和大自然的奧秘，了解所處世界之法
則和真理。

７ 麻疹疫情持續擴散，每天新增的個案，其感染的
範圍已經超出機場，甚至有在社區蔓延至不同背景和
年齡層，不禁令港人回想到2003年沙士期間人心惶惶
的日子。祈求上主保守香港的前線醫護人員和普羅巿
民，能夠走出麻疹的陰霾，安然度過疫情的威脅。

８ 英國脫歐的進程連番受阻，倘若英國未能在有協
議的基礎下「硬脫歐」，相信其政治和經濟上的牽連
，定必帶來全球性的連鎖效應，為各國眾民帶來難以
預測的衝擊和損失。祈求上主在不安、多變的時局安
穩人心，亦願眾民對上主常存信心，無懼風浪，跟隨
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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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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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葉思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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