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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進深、使命承擔」的異象與實踐
文：譚廣海牧師、黃永華傳道
自今年初啟堂以來，在深恩堂參與崇拜的人數，與按感動接受北
宣差遣、投入聚會及事奉的回應人數相若。經過教牧同工及堂委
領袖的商討及建議，盼望深恩堂能成為幫助弟兄姊妹靈命進深的
教會，體認我們能夠成為神藉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22），並且
運用神在我們裡面的大能，各人盡心竭力引領不同的群體，一起
在基督裡成長（西一28-29）。因此，按着以上的期盼，我們呼籲
每一位參與深恩堂的弟兄姊妹，投入以神為中心的敬拜生活，建
立具備基督國度觀念的門徒事奉，並且參與以聖經為本的培育工
作，展現生命影響生命的榜樣見證。
深恩堂所提供的「生命教育」是一種另類教育方式，藉著神的大
能大愛，去關心及塑造學生的生命，使他們有所改變。導師們不
是單顧學生的成績，而是著重培育學生的「心靈、人品、學問」
受苦節當日，牧者帶領弟兄姊妹
於校園內默想十架苦路。

等，讓他們有整全的生命成長。生命教育課程的形式包括團契、
入班活動、個別關懷、家長講座及小組等，透過導師、社工與老師
的協助，引導學生開始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
的價值、熱愛與發展生命的獨特長處，從而認識並建立與上帝的關
係。由2014年10月開始至今，生命教育的服侍已有半年時間，現已
進入本學年下學期的階段，在校內的模索及拓展、堂會與學校間
的溝通、導師與老師們的配搭等尚算順利，求主加力，讓我們在新
年度的學期所策劃的方向與發展，有更好的發揮，更能引導學生去
認識自己、鄰舍以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關於堂會的發展，我們
也正籌劃「教會事工財務、崇拜祈禱基教、佈道栽培差傳及關顧
牧養訓練」等多項系統，藉此回應神給我們的使命。請弟兄姊妹
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基督教宣道會深恩堂暨生命教育中心

與學生玩遊戲，以輕鬆的方式介紹
復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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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素行

恩堂堂委會副主席，
潘鳳參姊妹（左三）現任深
領袖攝於深恩堂
附圖為她與北宣同工及事奉

邊的 牧師
四十 年前 ，潘 鳳參 從加 拿大 返港 ，那
話到 來，
千叮 萬囑 她要 到北 宣「 落戶 」， 她聽
主講。
第一次崇拜就遇上差傳主日，滕近輝牧師
的事 奉
自此 ，滕 牧師 的宣 教心 ，和 她在 北宣
了她。
（團契、主日學、執事、擴堂等等）模造
構擔 當行
而其 間有 二十 年她 全職 在「 突破 」機
又開 闊了
政， 與總 幹事 蔡元 雲醫 生緊 密同 工，
她對多個禾場的視野。
。近年
七年前她從「突破」退下來，但事奉不絕
青年 弟兄
她減 去在 教會 的一 些服 侍， 讓有 為的
的陳 白沙
姊妹 接上 ，但 當北 宣有 機會 在黃 竹坑
年前我
紀念中學植堂時，她心動了。她說：「多
但自己
曾任分堂事工委員，有過開分堂的經驗，
特別觸
沒有去過分堂事奉；今次在學校開分堂，
『突破』
動我 。我 喜歡 青少 年人 ，可 能一 向受
棟樑 ，讓
的影 響， 二來 年輕 人是 社會 和教 會的
」
他們年輕時認識神，是很值得做的工作。
禱， 回應
從植 堂異 象分 享會 了解 更多 後， 她祈
――的
神的 呼召 ，加 入成 為新 分堂 ――深 恩堂
宣只 須步
堂委 ，與 傳道 同工 配搭 。她 家距 離北
取遠 」，
行三 分鐘 ，選 擇去 深恩 堂， 是「 捨近
很大。
也是離開安舒區。但她看到黃竹坑的禾場
方作 『生
「深 恩堂 不僅 僅是 堂會 ，學 校還 給地
在的 年輕
命教 育中 心』 ，讓 學生 進來 互動 。現
禮上 ，校
人沒 方向 ，不 知活 著幹 甚麼 ；在 啟堂
們， 希望
長就 說： 學生 很純 ，但 沒有 人去 愛他

有宗 教背
我們 多點 愛心 去關 懷他 們。 」學 校沒
學生 背後
景， 有近 千名 學生 ，鳳 參看 到每 一個
居屋 和私
還有 兩三 名家 人； 社區 已有 入了 伙的
宅， 人口
人樓 宇， 將來 港鐵 上蓋 又會 建大 型住
勢必劇增，傳福音的潛力無限。
做點 事。
「我 感謝 主， 到了 這年 紀仍 有點 體力
將至，
我不斷想到：趁著白日，多作主工，黑夜
沒幾 個白
就沒 有人 能做 工了 （約 九4 ）。 真的
何時 結
日了 ，世 界這 麼亂 ，我 的生 命也 不知
已返 天
束 ， 身邊 好幾 個六 十來 歲的 弟兄 姊妹
做就 沒機
家， 何時 輪到 自己 ？還 不去 做工 ？不
動它，
會做嘅喇！趁心中還有一點點火，再不攪
火！」
就會熄滅了！起碼見到青年人，心裡就有
村」 的創
從前 她是 「突 破中 心」 和「 突破 青年
特質；
建團隊成員之一，她自覺有「開荒牛」的
荒恩 賜所
今次 參與 深恩 堂的 起步 ，又 是她 的開
做完 ，我
在吧 。她 說： 「把 上帝 交給 我的 事情
就無憾了。」

看完四期的植堂快訊後，
弟兄 姊妹 內心 是否 有感 動，
想了 解多 一點 分堂 的情 況，
甚至 參與 服侍 ，實 踐使 命？
請聯絡深恩堂黃永華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