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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同工及弟兄姊妹：  

家書（一百二拾五） 

 

上星期六 (5月 4日)有機會到堅樂第二小學與校長、校監及校董開會議, 會前校長告訴

學校近日工作, 並展示給我看一些家長留言,其中是讚賞子女的說話, 我深受感動。中國人的

父母, 甚少對子女直接讚賞的, 用說話已是不多, 用文字的更少。但學校鼓勵家長多讚賞及

鼓勵子女, 製做機會給家長用文字表達欣賞之情, 難得。當然, 家長讚賞子女同時, 也有表達

對老師及學校的欣賞的。與蕭校長對話後, 也提醒自己, 多讚賞身邊人, 包括家人, 同事等。  

在準備此家書並分享近日聖約教會的工作時, 得先感謝各同工及弟兄姊妹, 包括學校及

機構的同工, 總會的同工, 他們默默耕耘, 努力付出, 雖未能一一提名, 但下列每項工作的

匯報, 都見他們的努力, 不能不感激。 

 

1. 《聖約先鋒課程》 

為期一年的《聖約先鋒課程》於 4月 4日(星期四) 晚上正式開展, 是次有 15位學員

參加計劃, 當天晚上除了學員外, 更有他們的牧者或弟兄姊妹作為同行的守望者, 一起

出席開學禮並代禱。當天晚上由池俊文牧師及譚玉江牧師分別介紹此計劃, 並有關的內

容。得悉除了上課外, 大會安排有小組導修, 由經驗牧者帶領, 也有在教會中實習, 並會

到外地宣教。開學禮為時約一小時, 之後便是授課環節; 當天晚上有 40多位同工及弟兄

姊妹出席。 

4月 5日(星期五) 整天是密集的課程, 有聽課及小組討論, 各人都努力完成整天的課

程, 這次密集課程有 24人出席。 

5月份除了上課外, 學員安排到聖約教會不同堂會參加聚會, 了解堂會的運作。稍後

更安排學員到堂會實習, 或協助工作。 

《聖約先鋒課程》在不同時

段教授不同課題 , 某些課題歡

迎聖約教會弟兄姊妹旁聽 , 可

留意教會的消息及總會網頁。 

 

2. 幼兒美藝展 

   基督教小天使(麗晶) 幼稚園暨

幼兒園於4月4日(星期四) 在牛

池灣文娛中心三樓文娛廳舉行

名為「童夢繽 FUN」美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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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開展禮於上午10時15分舉行, 並邀得香港兒童美術及教育協會藝術總監吳顯同女士

主禮; 家長教師會成員, 恩樂堂何麗儀牧師、麗晶堂的同工及校董一同出席, 更有學生表

演。 校監在致詞時, 提醒家長可放手讓學童發展創意, 當日有堅樂中學李校長及多間堂

會兄姊出席。今年展覽特別設學生表演環節, 讓學生自行報名參加, 據悉學生報名踊躍, 

要分兩時段舉行, 展覽時間由上午 10時到下午 3:45。 

 

3. 親子活動  

a. 堅樂第二小學於4月12日(星期五) 晚上舉辦親子

晚會, 有 200多家庭出席, 約有 400多人出席, 主

講嘉賓陳 友先生分享太太患病而經歷耶穌的醫

治。黃進第弟兄作出邀請呼召時, 有多人表示願

意接受並相信上主, 也有 20多位家長到台前決

志。 

當晚遠東堂敬拜隊協助敬拜及領唱, 十分出色, 

恩樂堂及堅樂堂負責陪談及栽培的工作。 

感謝 神, 當天會前雖下雨, 但無阻出席的家長, 

家長願意出席學校與教會的活動, 並帶同子女出

席, 學校安排家長與學生有不同的活動, 也有學

生的表演。 

 

b. 堅中堂於 6月 29日(星期六) 在堅樂小學舉行親子敬拜, 邀請得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

協會協辦。歡迎各堂弟兄姊妹攜同子女參加, 詳情請瀏覽總會網頁

http://www.mcc.org.hk/hc/gather/gather404.pdf  

     

4. 春季聯合水禮  

2019年春季聯合水禮於 4月 14日(星期日) 下午在堅樂中學禮堂舉行, 當天有來自 5間

堂會 15位弟兄姊妹接受水禮或灑水禮, 由吳偉明牧師及林明真牧師主禮。有兩位接受水

禮的姊妹, 一是前任傳道同工的胞姊妹, 另一位是執事會主席的家姐, 相信他們接受水

禮, 當眾認信跟隨基督, 她們已信主多年的家人, 更加歡喜快樂。當天約有 220人參加水

禮聚會。 

 

5. 讀經營 

5月份堂會把握假期舉辦讀經日, 鼓勵弟

兄姊妹研讀聖經。 

a. 堅樂堂於 5月 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分, 舉辦讀經日, 

主題: 「信愛滿心，基督再臨 --- 講

解帖撒羅尼迦前書」, 邀得播道神學

院聖經科副教授趙詠琴博士主講。 

b. 麗道堂於 5月 1日(星期三) 上午 9時

至下午 4時 30分, 在沙田道風山舉辦

了「需命更新讀經日營」, 並邀得王

http://www.mcc.org.hk/hc/gather/gather4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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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傳道主領。 

c. 恩臨堂於 5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舉辦讀經營, 由葉德洪傳道主講, 主

題為「這段歷史不簡單 --- 使徒行傳研讀」。 

.  

6. 按牧典禮 

聖約教會與堅中堂將於 6月 9日(星期日)下午 3:30堅樂中學舉行按牧典禮, 按立林碧

儀傳道為聖約教會牧師。林碧儀傳道自 2010年起已在堅中堂事奉, 盡中職守, 牧養群羊, 

林傳道也經常前往澳門堅中堂協助工作; 林傳道入讀神學院前也曾在堅中堂任福音幹

事。 

 

7. 柬埔寨宣教 

a. 得悉今年暑期, 總會及堂會組成團隊往金邊宣教體驗, 而堅樂中學也組成師生團隊往

金邊服侍及體驗。 

b. 差傳事工奉獻 

總會定於今年 6 月份, 呼籲堂會特別為總會差傳事工收集奉獻。 為了鼓勵弟兄姊妹

關心宣教工作並支持宣教士, 總會特別作配對奉獻, 在弟兄姊妹奉獻的數目上, 總會

願意撥出等量金額, 以支持差委會的工作及發展, 希望弟兄姊妹一起為聖約教會差傳

事工奉獻, 並獻上禱告。 

 

8. 堅樂中學 50周年校慶  

堅樂中學前身是堅樂牧師紀念學校 , 於

1969 創立, 其後政府撥出現在校址給聖約教

會興建中學, 取名堅樂中學, 紀念已故挪威聖

約教會堅樂牧師 (Rev. Holm Glad), 堅樂牧師

從未踏足香港, 卻走遍挪威, 為興建堅樂中學

籌募經費。  

堅樂中學將於 2019 學年舉行 50 週年慶祝活

動。主要活動設在 12月 13日(星期五), 包括

感恩崇拜及聚餐, 招聚相關人士及校友一同

數算上帝的恩典。有關校慶活動資, 可留意堅樂中學網頁 http://www.holmglad.edu.hk/  

 

總會同工, 植堂幹事李志雄傳道也撰寫了家書, 與你們分享深水埗的工作, 隨此家書一併附

上, 懇請代禱記念; 祝 

   

主恩更多 

 

主內 

楊立人 

2018.5.6 

【歡迎將此家書轉寄給聖約教會的兄姊，一同記念教會的工作。】 

http://www.holmglad.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