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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身邊的朋友紛紛學習「斷捨離」，其中有兩個較主要的原因，一是

他們家中積存了不少雜物。香港是個典型消費主義社會，買不停是很多人

的生活模式，甚至有一種「我消費，故我在！」的價值觀。不斷的買，快速棄置，

使用周期短促的消費品成為主流。過去以季度作產品周期的時裝，現在變了以月

計的快速時裝，穿上幾次就可以扔掉。至於可用十年以上的傢具和電器，現在也

變成快餐式產品，兩三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更換，手提電話就更不用說。再加

上網購的擴張，消費快捷、方便、便宜，讓消費者隨時買下一大堆沒用的消費品，

也許我們家中也有一些從未穿著的衣服、不曾用過的文具和精品。而每當有新的

貨品推出，我們又想再買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考慮跟這些物品「斷捨離」。

另一方面，「斷捨離」是時下的一種生活態度。「斷捨離」由山下英子提倡，據

說靈感來自瑜伽哲學行法「斷行．捨行．離行」。早在 2001 年，山下英子就以

雜物管理諮詢師的身份，巡迴日本，呼籲減少消費及掉棄家中無用的東西，但一

直不見成效。直至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後，震撼每個日本人心靈，除了實

體災後重建工作外，全國人民極需一個新系統反思人生，檢討過往生活。「斷捨

離」呼籲人減少慾望、放下執着，跟當時社會氣氛不謀而合，更被各界廣泛提倡，

被譽為史上最強「人生整理術」，從教授如何整理家居、生活，進而整理人生。

而「斷捨離」教人將「現在的我」為本位，物件不論大小、平貴、獲取途徑，在

符合「現在的我」最需要的條件下，才有資格留下，其他做成「不愉快」、「不

舒適」等負面感覺的，一律應該拋棄。他們認為在選擇和掉棄的過程，可以令人

了解自己、提高察覺。1

沙田堂  |  梁惠芬牧師

1	 「斷捨離 1：欲斷難斷」，《蘋果日報》(2013 年 3月 9日 )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
lifestyle/culture/daily/article/20130309/1818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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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斷捨離」主要是提醒人不隨便購物，以及要決

心掉棄無用的東西，這一種生活模式和對待物質的方

法，也可算是簡樸生活的初形。然而，「斷捨離」並

沒有指出人的物慾對自己或整個社會的影響，而實踐

「斷捨離」也只是與個人當下愉快和舒適感覺有關，

究竟我們與物質之間應存在著怎樣的關連？

除了「斷捨離」外，另一個新興的生活模式是「極簡

主義」。一般人對「極簡主義」的印象是：房間裡空

蕩得沒有甚麼傢俱，四周只見白牆。然而，這並不是

「極簡主義」的生活理念。「極簡主義」生活方式是

要人留心對待自己所擁有的物品，所購買的物品，以

及對時間的利用。這種生活方式重視生活體驗而不是

擁有的物品。「極簡主義者」不關注少，少，少；相反，

他們專注於有更多的空間，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激情，

更多的經驗，更多的增長，更多的貢獻，更多的滿足，

更多的自由。

有一些「極簡主義者」是這樣踐行他們的理念：一些

人放棄了傢俱、過多的衣物，書籍、報紙、電器。有

些人從大房子搬進小公寓。還有一些人從網絡著手，

限制瀏覽網頁和查看社交軟體時間，希望更專注於當

下的事情。有些人放棄購買那些看起來讓自己很有面

子的東西，如豪華的房車、奢侈品。他們認為那些因

為他們擁有豪華房車或奢侈品才對他們產生好感的

人，不值得花時間。有些人減少在外吃飯的次數，減

少自己的活動和承諾，減少開車、購買更新鮮的有機

食品，購買節約空間而且拯救樹木的電子書，是為了

環保。「極簡主義」是讓我們擺脫生活裡的混亂，超

越物質，這樣就可以為生活中重要的東西騰出空間、

時間，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2

「極簡主義」似乎比「斷捨離」走多一步，不只是減

去不必要的東西，而是在摒棄這些東西後，進一步想

到要增加甚麼。一個關注「減去」，一個則關注「增

加」，增加一些他們珍視的東西。這也是從物質的關

注，進到心靈的關注。

2	 「新時代下的極簡主義者是怎麼做的？」《每日頭條》(2017 年 3月 30 日 )	https://kknews.cc/zh-tw/news/9293gjq.html		

⋯⋯耶穌提醒我們，少為物質操心，	
也不用為物質費神，不值得把心思意念放在這些事情上，	
而是多思想生命真實的需要，	
也要學習專心仰望上帝⋯⋯�
一顆知足的心減少我們被物質牢籠的機會⋯⋯

⋯⋯「斷捨離」教人將「現在的我」為本位，	
物件不論大小、平貴、獲取途徑，	
在符合「現在的我」最需要的條件下，	
才有資格留下，	
其他做成「不愉快」、「不舒適」等負面感覺的，	
一律應該拋棄⋯⋯

對於信徒而言，我們又如何看待物質？我們不會拒絕

物質世界，因為上帝創造萬物，又厚賜百物給我們，

但在體驗和享受這些物質過程中，我們會否變成了追

逐物質，受物質所控？物質會否成為我們的主人？另

一方面，減去物慾，要增加甚麼？建立一個怎樣生

活？這才是我們要反省和多加留意。

在福音書中，耶穌幫助我們重整生命，重新調校我們

生命的焦點和價值。在《馬太福音》中，耶穌提及「不

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六 5）

耶穌提醒我們，少為物質操心，也不用為物質費神，

不值得把心思意念放在這些事情上，而是多思想生命

真實的需要，也要學習專心仰望上帝（六33）。此外，

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前書》指出：「敬虔加上知足的

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

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六6-8），

一顆知足的心減少我們被物質牢籠的機會。但我們並

不滿足於減少物慾，我們要想的是增加甚麼？

湯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說：「人的真

正價值，不在擁有甚麼，而在怎樣運用所擁有的」。

福音書中，耶穌不單讓我們思考如何看待財寶，祂同

時讓我們思考誰是鄰舍？我們也看到貧窮的被記念。

而保羅的書信中，見證了腓立比教會的樂捐，賙濟有

需要的群體，保羅也多次提到施捨，賙濟、記念窮人

（羅十五 26、林後九 9，加二 10）。減少物慾，簡

樸的生活，為的是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成為別人的祝

福，讓別人經歷上帝的豐盛。

斯托得牧師在《世界在等待的門徒》中指出，「對抗

物質主義的挑戰，我們要形成簡樸與奔向天路的群

體」，「主耶穌既為我們捨命，使我們得著自由，基

督徒順服他的呼召，衷心憐恤貧乏人，關心普世福音、

全球發展、公義，認真莊重地等待審判的那日，我們

願意謙卑自己，委身投入公義，過簡樸的生活，彼此

幫補，並鼓勵他人加入這項委身 3 願意我們都成為這

樣的群體，不從俗，不被物質牢籠，運用神給我們的

資源，建立奔向天路的群體。

3	 斯托德著，黃淑惠譯：《世界在等待的門徒》(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2015)，頁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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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多年前開始擔任富善堂的總會差傳

代表之後，便認識羅兆泉牧師一家的宣

教事奉，知道他們是到一個沒有文字的島上，

為當地人翻譯聖經，感覺是羅

牧師一家很勇敢！願意離開香

港安舒生活，到連文字都沒有

的「不毛之地」宣教。二十多

年來，不斷透過他們的代禱

信，得知他們的宣教生活點滴

及故事，自己也彷彿跟著進入

他們的宣教處境，不但為他們

兩個女兒的成長中滿有恩典

而感恩，也為他們一家遇見

種種宣教生活的困難而擔心。

今次有幸能參與倫布語新約聖經的奉獻禮，實在興奮，

特別是在 4月 27 日（星期六）早上，一眾基督徒不分

種族膚色，一起穿上整齊服飾，參與慶祝聖經出版的列

隊巡遊，羅牧師高舉倫布語聖經在前領隊，隊伍在大街

小巷穿梭兩小時，將這好消息告訴給當地居民，自己的

心情也很激動。誠如羅馬書十章 15節所言：「報福音傳

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在 4月 28 日主日，我與另外兩位姊妹，參與當地一間

教會崇拜。期間我作為支援宣教事工的香港教會代表，

被邀請作簡短的分享。當我看見教會牧者，可以首次使

用倫布語聖經講道，我知道 2019 年，對倫布島教會而

言，是值得被記念及感恩的一年，於是我分享了原來在

一百年前，在 1919

年的中國，同樣是

值得華人教會記念

及感恩的一年。因

為當年西教士努力

二十多年之後，終於在當年

出版了中文和合本聖經，在過去一百年，和合本中文聖

經不斷成為華人信徒的祝福，亦讓華人宣教士可以薪火

相傳，來到倫布島翻譯聖經。我心裡期盼，倫布島的基

督徒，一樣能夠薪火相傳，總有一天，倫布島教會亦可

以派出宣教士，到別處為沒有文字的地方翻譯聖經，讓

更多人能得著上帝話語的祝福。倫布語新約聖經的奉獻禮

親眼看見上帝讓呼聲實現
菲律賓倫布語新約聖經奉獻禮

總差傳部副部長  |  洪開基牧師

以前只是風聞倫布島居民需要聖經的呼聲， 

如今卻是親眼看見上帝讓呼聲實現，見證倫布島教會在主日崇拜， 

首次使用倫布語聖經，這是上帝給我的恩典。

新約聖經奉獻禮於2019年4月27日在菲律賓倫布島圓滿舉行，
約有 500人參與。

（左二）羅兆泉牧師

慶祝聖經
出版的列隊
巡遊

倫布語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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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俗世中的安息日操練

作者：唐慕華（Marva J. Dawn）
譯者：陳永財

出版：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初版三刷，2008

「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 

上帝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二 3）

安息日（Shabbat）的意思，就是「休息或者停止」（rest）的

意思，這日要休息，這日也是上帝賜福的。出埃及記三十一章

16-17 節更提到這是「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

因為這是耶和華和以色列人永遠的證據，並且這日是「向耶和華守的

安息日」。

本書分為四個部份，分別是「停止」、「休息」、「擁抱」和「享受」。

這四個範疇看似簡單，但對於緊張生活的信徒，守安息日便成為很大

挑戰。每部份又再分七章詳細講論，例如第一部份—停止，裏面有「停

止焦慮、擔心和緊張」，又或第二部份—休息，裏面有「智力休息」；

第三部份—擁抱，裏面有「擁抱時間而不是空間」，又例如第四部份—

享受，裡面有「享受食物」等。

這書結合希伯來人的習俗、聖經、我們當代基督徒對身為上帝的子民

的自我理解、以及更深入地理解停止、休息、擁抱和享受的意義。所

以此書結集了：

1.	 對我們基督教信仰中有關安息日的不同範疇作神學性論述；

2.	 反映停止、休息、擁抱和享受各個不同向度的故事；

3.	 描述作為基督徒，在守安息日時發展出來的特別習俗；

4.	 指出與安息日有關的聖經經文；

5.	 	在需要時對付一些異端，這些異端會阻礙我們理解甚麼是非教條

主義的基督徒屬靈操練。

在書的附錄有「開始和結束安息日的建議儀式」，具有實用性的提議。

「停止」是為了榮耀立約的上帝。聖會也是為了敬拜耶和華。最重要

是將這天留給上帝，守為聖日。我們一星期或會因工作、因家庭，甚

至因為消遣享樂都會預算安排，每年定了某時間或日期做某些事，但

我們很少為安息日或敬拜主的日子也這樣劃定，其實，「要經驗安息

日這個安排帶來豐富，關鍵是承認安息日這個規律的重要性」，這就

是有規律的節奏的好處，生活節奏能給予我們「自由」。

總會  |  張愛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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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工訓練計劃 2019 
同行分享會

為
 

了落實培植年青一代信徒領袖

的靈命成長及事奉心志，今年暑假期

間，總會將與燊火青年網絡（U-fire 

Networks）合作，推行「暑期青年同

工訓練計劃」，由總會提供一個訓練

平台，讓各堂年青人參與為期三個月

（5 月中至 8 月中）全時間訓練及實

習事奉，培育青年信徒領袖。

而訓練計劃第一炮「同行分享會」，

已於 5 月 10 日在總會多功能會議廳

舉行，當晚青年參加者與牧者們彼此

分享代禱，互相激勵！以下便是青年

參加者和牧者的感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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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理解、以及更深入地理解停止、休息、擁抱和享受的意義。所

以此書結集了：

1.	 對我們基督教信仰中有關安息日的不同範疇作神學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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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崇真會對年青人的愛，所流的熱

淚，銘刻在我們的心中，成為我們的

推動力。新的異象，新的恩典，新的

故事。神蹟在我們中間彰顯。

整個計劃骨架鮮明，各人的分享有血有肉。感受到聖靈同在及年青人的單純熱誠，認真投入。對計劃的落實及未來發展很有信心。

感謝主憐憫崇真會多年在港忠心服事、為

主見證。在我們不知怎樣面對未來的時候，

為我們帶來有心的團隊幫助我們。求主透

過不同的方式（包括這個計劃）更新我們

的思維、配合主的心意發展，連結牧者、

長執和年青人，使我們崇真會能夠多代同

行，回應這時代的需要。

感謝上帝！明白我們的軟弱和需要，親自為崇真會預備 U-fire 團隊。年青的領袖站出來就是活生生的見證，讓參與的年青人可以跟著行。我深信若教牧、長執和青年人站在上帝的心意中，同心合一去興起年青的一代，贖回過往所失的，這團火會慢慢漫延至每個堂會，成為多人的祝福。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願我們能帶著夢想使命， 
為主走更遠的路。

感謝主，讓崇真會的青年仍有夢想，仍

為教會發夢，仍會為教會著急、流淚，

願意我們上一代能打破固有的思想、限

制，與這一代的青年同行，讓我們成為

一個開始，讓一代一代都能繼續同行，

傳承延續下去。

「同行分享會」很有家的感覺！很多時在成年人眼中，年青人限於經驗眼界不足，胸襟較窄，其實成年人也不一定好，這晚我看到眼界遠大胸襟廣闊、充滿夢想的年青人。

牧者的回應：

現在的我不再是頑固的盲頭烏蠅，我

願意與上帝一起同工，去復興教會，

奮興教會。

希望可以用音樂、詩歌感動身邊的人。

把自己最好的獻給上帝，並盼能盡我
微小的力量建立教會，擴展福音。

我願意投身於培養下一代年青人的
成長，讓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更能
緊貼上帝。

青年參加者的
分享和他們對
上帝的立志：

我願意用我的時間、用音樂去報答上帝的賜
福，我亦很希望未來更能發揮自己，更多的
服待祂，用我一生事奉祂，感染身邊的朋友
和親人相信主耶穌。

我希望透過這次訓練計劃，讓我
更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並提升
自己，事奉教會及榮耀上帝。

我希望在靈命上有成長，成為上帝合用的
器皿，以及多關顧弟兄姊妹，成為他們心
靈上的支援。

初初做事奉，總是感到好大壓力。但傳道
提醒我：事奉只要肯付出、有心、全然交
托給上帝，便是最好的事奉，最重要是有
良好的心態，而不是「表演」。我會緊記：
每次也要全心全意地事奉祂。

　希望透過這次活動，讓我

可以更委身事奉，在事奉上

更認識自己和認識主。

從前受到教會大哥哥大姐姐的照顧，如今我
亦希望可以成為別人的大哥哥，看顧及照料
他們。藉此互相了解，加深關係，令教會更
像一個大家庭。

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認識福音，我享受聆聽

每位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生活和人生經歷，去

服侍人、事奉主。

我相信基督徒是需要變化，
特別在服待青少年上。

我想透過今次活動，去裝備自己對追求主
的心，確認自己的心志，並將計劃中所領
受的向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分享。

我希望我可以靠著過去上帝給我的經歷，
到不同的地方，將我的恩賜貢獻給上帝。

我好想藉著這個活動，把福音傳開，讓平

安常存在大家的心中。

青年同工訓練計劃 2019 
同行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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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崇真會對年青人的愛，所流的熱

淚，銘刻在我們的心中，成為我們的

推動力。新的異象，新的恩典，新的

故事。神蹟在我們中間彰顯。

整個計劃骨架鮮明，各人的分享有血有肉。感受到聖靈同在及年青人的單純熱誠，認真投入。對計劃的落實及未來發展很有信心。

感謝主憐憫崇真會多年在港忠心服事、為

主見證。在我們不知怎樣面對未來的時候，

為我們帶來有心的團隊幫助我們。求主透

過不同的方式（包括這個計劃）更新我們

的思維、配合主的心意發展，連結牧者、

長執和年青人，使我們崇真會能夠多代同

行，回應這時代的需要。

感謝上帝！明白我們的軟弱和需要，親自為崇真會預備 U-fire 團隊。年青的領袖站出來就是活生生的見證，讓參與的年青人可以跟著行。我深信若教牧、長執和青年人站在上帝的心意中，同心合一去興起年青的一代，贖回過往所失的，這團火會慢慢漫延至每個堂會，成為多人的祝福。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願我們能帶著夢想使命， 
為主走更遠的路。

感謝主，讓崇真會的青年仍有夢想，仍

為教會發夢，仍會為教會著急、流淚，

願意我們上一代能打破固有的思想、限

制，與這一代的青年同行，讓我們成為

一個開始，讓一代一代都能繼續同行，

傳承延續下去。

「同行分享會」很有家的感覺！很多時在成年人眼中，年青人限於經驗眼界不足，胸襟較窄，其實成年人也不一定好，這晚我看到眼界遠大胸襟廣闊、充滿夢想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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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用音樂、詩歌感動身邊的人。

把自己最好的獻給上帝，並盼能盡我
微小的力量建立教會，擴展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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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參加者的
分享和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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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事奉只要肯付出、有心、全然交
托給上帝，便是最好的事奉，最重要是有
良好的心態，而不是「表演」。我會緊記：
每次也要全心全意地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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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透過今次活動，去裝備自己對追求主
的心，確認自己的心志，並將計劃中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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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工訓練計劃 2019 
同行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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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修會於早上開始介
紹活動，及歡迎各參
加者。

•  邀請了 U-fire 同工帶領
「躲避盤」大比拼。

• 長執們一同享用輕盈午餐。	

• 由周振邦傳道及總會青年
部帶領敬拜讚美，獻唱四
首詩歌：《歡欣》、《這
裡有榮耀》、《我們愛戴
的王》、《從這代到那代》。

長執退修會

跨代 ‧ 愛 ‧ 承傳
本會教牧同工會的培訓部於 2019 年 5 月 13 日（佛誕公假）在筲箕灣
崇真學校舉行「跨代 ‧ 愛 ‧ 承傳」長執退修會，當日約有 93 位來自
20 間堂會的長執及教牧同工一同參與，另亦邀請了參加「青年同工計
劃」的青年人一同出席。

•  由燊火青年網絡（U-fire	
networks）總幹事胡裕勇傳
道信息分享、及見證分享。

•  各參加者分組討論，同心禱
告。

•  之後，朱永生總牧信息回應：
傳承新一代。

•  最後，由姚健偉副總牧總結
及祝福。

總會差傳部
• 本部已於 5月 24日（五）晚上 7時正在總會多功能會議

廳舉行差傳聯禱會，主題為：倫布語新約聖經奉獻禮分享。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感謝上帝！「倫布語新約聖經奉獻禮」圓滿結束，五百多
人一起聚集慶祝一本關乎他們的聖經誕生。也感謝弟兄姊
妹的捐獻，聖經印刷費也籌足了，並且有餘。餘款將留作
為翻譯舊約的基金。

• 請禱告記念倫布島的教會可以迅速及廣泛地分發上帝的話
語；求主幫助電子版的聖經也可以快速廣傳開去，讓更多
人能獲得上帝話語的滋潤。

• 請為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於 5月舉辦之「泰國威克理
夫營」及「本土語聖經翻譯工作坊」、8月「東非發現之旅」
和其他差傳活動禱告。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4 月是泰國暑假開始，4月中也是泰國新年。我們便把握
這個時機，於五個貧民區辦兒童暑期聖經班，感恩每個區
的小孩也願意相信主。其中三個貧民區從來沒有辦過兒童
活動，我們計劃於這些區開展兒童福音活動，請記念我們
跟進工作和人手。

• 我們感到愛貧民事工有很多宣教同工，很需要泰國同工，
請記念我們隊工的配搭。

• 感恩！於回港述職期間，有一位姊妹以低於市價的屋租給
蘇姑娘暫住，解決了述職期的住宿問題。

• 請記念蘇姑娘 7月在港述職的各項分享，以及能適應在港
的生活。

各部消息

總會消息

• 受苦節聯合崇拜於 4月 19 日（星期五）早上 10 時正在深

水埗堂舉行，參加人數約 1,200 人。當日來自各堂的弟兄

姊妹，一同紀念主耶穌基督的受苦，一同讚美主的恩典。

總會辦公室同工特別多謝各堂弟兄姊妹的支持與協助，無

論在交通安排、場地支援、司事人員、詩班、兒童崇拜及

各樓層的活動流程都得到上帝的看顧，順利完成。藉此也

多謝各堂教牧同工提早到場地幫忙安排聖餐，你們的服侍

是弟兄姊妹的榜樣，願上帝繼續賜福各堂的發展。	

• 長執退修會已於 5月 13 日（星期一）在筲箕灣崇真學校

舉行，主題是「跨代‧愛‧承傳」，共 20 間堂會合共

93人報名，另亦邀請了參加「青年同工計劃」的青年人出

席；當天除有UFire 同工帶領活動和分享之外，亦有總牧

作回應，出席者一同敬拜讚美，並分組分享與代禱。（參

P.10 另文）

• 本會執行幹事於 5月 20 日至 24 日往沙巴探訪馬來西亞

巴色會會督及會長，並到訪沙巴神學院，祝賀於 5月 1 日

起再次擔任院長的涂恩友牧師，及了解屬下部份堂會等工

作。另巴色會早前向本會呼籲為Nabawan 籌款一事，執

行幹事亦會前往了解。同時，亦會了解該會的檔案工作情

況，以便日後合作的可能性。

• 差傳幹事吳嘉兒傳道因健康理由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請

辭，聘請小組於 2018 年 10 月刊登廣告後，經過兩輪面見

後，聘得孟寶松牧師擔任總會差傳幹事一職，上任日期為

2019 年 7月 10 日，盼望透過他在差傳方面的經驗，與總

會差傳部和部委一同推展本會的宣教事工。				

111010



徹底
門徒

不
從
俗
像
基
督

2019 年5-6 月

•  退修會於早上開始介
紹活動，及歡迎各參
加者。

•  邀請了 U-fire 同工帶領
「躲避盤」大比拼。

• 長執們一同享用輕盈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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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堂
• 本年度之堂議會已於 4月 14 日主日午堂崇拜後舉行，審

議及通過 2018-19 年度工作報告、2019-20 年度工作計
劃及財政預算。

• 本堂已於 3月開始第三十二屆啟發課程，營會並於 3月
30日至 31 日在沙田靈基營舉行。

• 本堂於 6月 2日舉行夏季洗禮，包括成人洗禮、堅信禮、
及孩童洗禮等。

• 總會第十四屆《門徒》課程聯合畢業禮於 6月 23 日於本
堂舉行，本堂有紅色門徒將會畢業。

• 本堂暑期將會舉行活動如下：
 －�青少年部	於 6 月 18 日至 8月 18 日舉行「青少年暑期

領袖訓練」及 7月 23 日至 25 日舉行為中學至大專生
而設的「營·聚」。

 －�兒童部於 7月 15 日至 19 日舉行為現屆小一至小五生而
設的	「玩轉Emoji-World」暑期聖經班。

大埔堂
• 由4月起逢第1、3主日崇拜後有「飯聚分享神話語」聚會，

鼓勵弟兄姊妹崇拜後一起在教會午膳，分享講道內容及彼
此禱告守望。

• 4-6 月份本堂舉辦聖經課程「約翰福音	-	故事的兩面」，
講員為黃德光傳道。

• 4 月 14 及 21 日主日下午安排「認識和實踐逾越節筵席」
課程，由陳武盛傳道及余敏芝姑娘主領，讓肢體對上帝恩
典有更深刻體會。

• 本堂於 5月 10 日至 13 日舉辦台灣短宣之旅，內容包括：
個人佈道、家庭探訪及與當地教會合辦福音晚會。鼓勵弟
兄姊妹參加「代禱空軍」行動，為短宣隊禱告守望。

窩美堂
• 感謝主！紫色《門徒》課程差不多進入尾聲，為學員及導

師祈禱，祈求天父帶領學員，在備課及工作時間中有好的

分配，讓他們有健康及精神完成程，並記念導師的辛勞。

• 本堂已於 4月 19 日晚上舉行受苦節崇拜，感謝天父當日

賜下美好天氣，並保守各項流程順利及讓參加的弟兄姊妹

能透過耶穌所行的一切，反思到祂為我們贖罪捨身的恩

典。

• 本堂於 5月 25 日至 27 日舉行「懷集愛同行」，請記念

各籌備工作能合一順利。並讓當地的弟兄姊妹於屬靈生命

上更成長，及更多的村民得著救恩。

元朗堂
• 本堂已於 4月 19 日下午於朗晴邨協辦復活節尋寶遊戲，

願主繼續帥領本堂在邨內的福音工作。

粉嶺分堂
• 2019 本堂主題：「入世不屬世，落地不離天」；6月 9

日為社會關懷主日。

• 6月 29日至7月 1日本堂舉行讀經生活營（三日兩夜），

地點：西貢樟木頭老人渡假中心，講員：陳志豪傳道，已

報名參加有 32位；日營 8位。

• 7 月 17 日至 21 日本堂舉辦兒童暑期聖經班，主題：「甜

酸苦辣樣樣齊」，對象為升小二至小六同學，名額 20位。

請記念籌備工作及招收學員。

• 青少年暑期活動於 7月 23 日至 8月 3日期間舉辦羽毛球

興趣班、桌遊同樂和甜品制作班。

基督教香港崇真總會與培訓部合辦

總會檔案小組活動 2019 - 生命．故事  

追本溯源 – 崇真會歷史

•  我們走過的路：從巴色會到崇真會
•  我們當年的宣教夥伴：福漢會和「三巴」
•  我們的先行者：韓山明、黎力基和韋永福
•  我們當年的事工：宣講、教育和醫療

日期：2019 年 7 月 4、11、18、25 日（共四堂）
時間：逢星期四晚上 7:30-9:30
地點：總會多功能會議室
費用：四堂共 100 元
導師： 梁翠華姊妹 

（本會歷史研究員，現就讀香港大學與倫敦國王學院合辦
的哲學博士課程 [ 歷史 ]）

有意參加者，請向堂會報名。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同工會培訓培部主辦

6 月份信徒培訓課程�

讓愛與和平佔領我們－ 
追求神義，憐憫別人
本課程會細心查考幾段新約關於實踐神國神義的經文，除了
澄清現時流傳的一些以偏蓋全的公義教導外，更重要是反省
怎樣在香港價值衝突好為判官的文化處境中，持久活出基督
不偏貧富的憐憫，看見富有鄰舍背後的可憐光景；怎樣在香
港好逼人就義的處境中，實踐「寧人負我，莫我負人」的上
帝的義？在不平等的社會中，活出基督平等拯救的愛與和平。

日期：2019 年 6月 20、27 日（共兩堂）
時間：逢星期四晚上 7:30-9:30
地點：總會多功能會議室
費用：兩堂共 100 元
導師：�何善斌博士�

（救恩堂水泉澳分堂義務牧師、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

有意參加者，請向堂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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