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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化，安老服務需求急增。聖約教會轄下、位於深水埗的基督教聖約教
會康靜頤養院卻面對入住率不足等問題，今次請來康靜謝剛華主任為我們分享箇
中難處，堂會的弟兄姊妹又可如何支援？

靈性關顧為何這麼重要？
　　要入住安老院的長者大多面對特別需要，可能是身體或心理上的缺損、或無奈地由於家人

無暇照顧，被安排入住安老院。入到院舍處於完全陌生的環境、打亂原本的生活節奏、周遭人

面全非，很多老人家都會感不安和焦慮。

　　「我們認為要為院友提供基本照顧，有住宿、無需擔心一日三餐、提醒吃藥外，但其實這

樣是否足夠呢？長者心裡面有很多問題無法被解答，無辦法向他人表達，需要一個心靈上的依

靠。」

　　如果同時提供靈性關顧服務，可以令整套安老服務更加完整，跟許多非牟利的慈善機構開

設的安老院不同，我們直屬於教會，靈性關顧更加彰顯信仰，繼續履行當初 20 年前服侍深水埗

有需要的長者及家庭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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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院友重塑生命和堅固對生命的盼望

‧ 協助院友克服身體上的缺失

‧ 已信主的院友得到信仰和靈命的栽培

‧ 未信主的院友得享褔音的機會

‧ 協助院友及家屬面對和預備生命的終結

撰稿 : 朱淑滎



靈性關顧是？

  以院友為本的介入手法：院友因老化帶來一連串

的負面問題，院舍會透過來院服侍的牧者以院友

為本為介入手法，落實全人關懷，除透過院舍提

供服務回應及滿足院友的生理、社交、心理等需

要外，更結合基督教信仰關顧院友的靈性需要，

協助長者及家屬面對老化帶來的種種問題，重拾

愛與被愛和對生命的盼望，安享晚年。

  靈性關顧是基本需要：院舍透過各項服務的提供，協助院友適應生活及面對轉變，建

立和諧關係，從而引導院友認識福音，尋找生命的盼望，得著心靈倚靠。院舍會聯繫

各堂會及地區教會和義工，栽培院友的靈命和關顧靈性需要。

  重塑生命及堅固對生命的盼望：當院友面對種種缺失或不安，可能會產生對靈性的渴

求。院舍可引導長者思想生命的意義，認識福音，決志認信，藉救恩脫離舊生命的捆綁，

藉基督的赦罪，與上帝、自己和他人和好。又可鼓勵院友將信仰生活化，活出敬神愛

人的生活，禮讚生命。

  多元化的靈性關懷：由於院友在視力、聽覺、體能、教育及認知等能力都有很大差異，

靈性關懷的形式亦需多元化，除崇拜聚會、個別及小組栽培等活動外，更配合治療、

影音及詩歌等元素，為不同需要的院友安排合適的靈性栽培及關顧。

院舍正面對的困難？
　　「康靜一直面對入住率不足問題，長時間虧損，人手流失，以往院舍亦欠缺長遠規劃，如

何去走？朝往甚麼方向去走？」

　　就此謝主任於上年底跟管理委員會商討未來發展大計，上一任梁主

任為護士，而謝主任就是社工出身，所以自梁主任離任，院舍就欠缺護

士，所以第一步就是上年 10 月聘請登記護士，現正招聘一位物理治療

助理，先做好基本服務。同時我們正逐步更換電動醫療床 1，申請撥款

去升級院舍設施。如果一切朝計劃一步步實行，望於今年年底院舍會有

更完整的發展藍圖。

　　唯一無法預計的是人手問題，在職同事年紀普遍為大，工作多幾年

便要退休，青黃不接，院舍剛剛調整了員工薪酬，因為上一次已是 2 年

前，望穩定員工，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院舍承諾會提供空間和機會予

他們學習，協助團隊發展。

註 1：本文脫稿時，院方已將所有床更換為電動醫療床。

其他堂會可如何支援？
　　同屬一棵葡萄樹，枝子可以如何支援呢？院舍能有系統地動員各堂會，建立與各堂會及地

區伙伴教會發展穩定而長遠的關係，訂出長者的靈性關顧目標及服務。望各牧者定期到院牧養

關顧，栽培靈命，讓院友認識褔音，為院友進行床邊洗禮，讓長者有機會向親友表達認信，分

享生命重生的喜悅。

　　更理想的是，為所有初信或慕道院友以一對一形式配對義工，定期到院探望，關心問候院

友，建立友伴關係，增加心靈支援。甚至每當面對院友離別，牧者可於需要時協助院友家屬辦

理喪殯事宜，讓親友在院舍和牧者的支援下，渡過憂傷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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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總會於 2010 年推動〝教會增
長 2020〞計劃開始，本堂回應相
關計劃時定下〝麗道十年天國夢〞
的發展藍圖。按照本堂十年發展
計劃，在 2014 年將會踏上植堂之
路，而植堂的地點則選擇能方便接
觸國內移民或能向國內發展的地區
為首選，另一考慮則為新開發的
社區（如啟德）。期間在北美牧者
John Teter 的 鼓 勵 下， 曾 派 出 植
堂小隊前往大埔與薄餅店合作，探
討在該店舖進行植堂的可能，後因
教會進行營商宣教及大埔薄餅店結
業，故麗道堂的植堂目標便放在觀
塘社區內。

撰稿：譚玉江牧師

4



註 1：見觀塘區議會網頁《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kt/tc_chi/info/highlight_01.html》

麗道堂自 1999 年便在靈實協會屬下
的胡平頤養院內作會址，但在 2014
年因應胡平頤養院擴建，麗道堂便
租用了觀塘柏秀中心作為教會崇拜之
用，我們將青年崇拜與青年小組從將
軍澳遷至觀塘柏秀中心；期間，植堂
的重任便開始由青年牧區承接。用了
接近兩年的時間就植堂問題不斷禱
告、探索、商討與對話，認定在觀塘
植堂的計劃及時間表。

一．植堂異象
透過租用餐廳在觀塘進行植堂工作，成立一間服
侍觀塘社區的新堂會。選擇在觀塘進行植堂既
因有餐廳這個營商宣教平台，其二，是因應觀
塘的需要。觀塘幅員廣大，人口約有 64 萬 1 ；
若以觀塘市區及工廠區來看，堂會數目亦超過
百間；但福音未到之地仍然極多。新來港人士
（國內及南亞裔）、露宿者、劏房住戶、拾荒者、
老人彼彼皆是，加上舊區重建帶來的惶恐心情，
都有如馬其頓呼聲打進我們的心靈。

二．植堂成員
1.  以現時麗道堂青年牧區的初職與大專小組為

骨幹，合共約為 40 人；

2.  差派本堂傳道譚韻嫦姑娘為植堂同工、一位
現任執事參與其中；譚玉江牧師為整個植堂
工程顧問及督導，麗道堂其他同工亦會協助
相關工作；

3.  於4月中從植堂隊的核心成員組成臨時堂務會，
成員皆為青年牧區的導師及敬拜隊帶領者；

4. 在計劃開始後新聘一位福音幹事。

三．植堂準備
在 2018 年 9 月開始，麗道堂各牧區分享植堂
異象與需要，這期間也能使計劃作出相應的微
調，在 2019 年 2 月的會友大會接納植堂計劃；

期後全教會導師組長進行了一次諮詢會，就植
堂的計劃作出策略性的建議。而植堂隊也籌辦
了一次植堂研討會，分析觀塘社區、研究植堂
策略。最後就是在 6 月 9 日崇拜舉行差派禮 ;
由麗道堂的執事為植堂隊燃點燭光（寓意薪火
相傳、為主發光）、全體會眾與總會楊立人先
生差派禱告下，植堂工程正式啟動。

四．行道堂原由
　　(M.C.C Logos Church)
我們為新堂命名時兩個基本考慮：其一是堂名
必然與新堂的使命有關；也顧及與母堂的關
連。在領受植堂異象時，我們已領受了路加福
音 4:18-19，〝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
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
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這段經文是
耶穌的使命，向窮人以致各樣需要的人分享上
主的恩惠，及宣佈神的禧年來臨，這是新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行道堂─的使命。

〝行〞者踐行之意，喻意新堂要踐行上主的聖
道。基督群體〝行道〞是在具體的人群對象
中，我們定意在觀塘的〝窮人、被擄、瞎眼、
受壓制〞的人當中行上主的道。〝行〞與〝恆〞
同音，意為神的道與恩慈是永恆不變。我們確
信人以致世界能有希望是因為神的道（Logos 
λόγος），生命亦因神的道而才能有重生與更
新；〝道〞是基督信仰的基礎，而神的恩惠藉
著〝道〞而澆灌在祂子民與有需要的人中。
〝道〞是上主也是聖言之意，〝道〞亦與母會
麗道堂的道字相同，這亦為新堂歷史源頭。

五．植堂開展
麗道堂經已在觀塘開展佈道事工 ( 如街頭傳福
音、為拾荒人士執紙皮等 )，亦與社區人士、
機構或學校合作發展事工；未來更會藉營商宣
教店舖舉行不同的福音事工及協作平台 , 讓觀
塘街坊知道教會是他們的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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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剛過去的六月份被按立為牧師，於侍奉
旅途開展新的一頁。又隨著七月份快要完結，我
將在母堂踏入第十年的侍奉。每年在這時刻，總
愛回頭望，細味這段侍奉路途的光景，好教我懂
得繼續靠主來走前面路程。

感謝神的恩領！轉眼間，我在基督教聖約教
會堅中堂已侍奉九年。在這期間，確實讓昔日一
個黃毛丫頭的我，成長了不少。人雖然在堅中堂
長大，但對於堂會牧養和管理卻是一知半解；對
宗派 ( 聖約教會 ) 就更是一無所知。可是，經過
三個三年，神藉著不同的處境來讓我學習、了解和明白堂
會、宗派，至今能夠略為掌握一、二。回看這三個三年，
神是按部就班地來教曉我先顧內 ( 處理好堂會內的需要 )，
後向外 ( 多了解宗派內的事情 )。

我在這九年裡，一直經歷著主耶穌的一句話：「我來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十 10)

第一個三年，集中在自己堂會和分堂裡學習。

主要是與同工合一侍奉，一同牧養青少年，當時正值
同工隊年齡相近，除牧師外，大家又是剛開始牧會，各方
面都較易磨合。同時，隨著牧師的領導，而帶來改變，同
工隊亦需面對與肢體磨合。及後，與分堂為著管理事宜而
發生衝突，最後造成兩間教會撕裂，這對我來說，實在是
史無前例的震撼，心中感到憂傷、難過，甚至覺得在教會
裡，原來真的可以經歷低處未算低的境況，當中對相關人
士之處理，感到非常失望。坦白，在那段日子，真感到路
是崎嶇難行，但主耶穌卻以聖言腓立比書四章 13 節作引導：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教我不要將眼
目放在人身上，當專心靠賴主，繼續作主耶穌交在我手裡
的人和事。

進入第二個三年，經歷由內轉向外的階段。同工隊和
教會之重整與協助分堂所需，宗派牧師出現退休潮。

同工能彼此合一侍主，以致青少牧區日漸成形並擴大。
好景不常，同工隊出現牧養分岐，甚至不信任，結果離隊
下場。此刻，同工隊和教會需重整，好讓教會肢體在牧養
方面不致缺乏，我則學習怎樣調校牧養不同年齡層之弟兄
姊妹。不久後，接到澳門分堂需要牧者協助消息，本有宣
教心志的我，與同工隊商討後，願意抽身前往與澳兄姊們
同行，每主日往返港澳兩地約一年。與此同時，同工隊重
回宗派參與聚會，在過程裡得悉有不少牧師將到退休之年，
需有後輩作承接。在這階段裡，神教曉我明白，不是我定
時限來為神作工，乃是要學習在此時此刻配合神作工，才

能發生功效。神話語成為我提醒：「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箴十六 9)

來到第三個三年，經歷神指引「新同工加入、回母堂
侍奉、自己的未來」和對宗派多加認識和了解。

神總在最合適之時作新事，為母堂預備適合同工到任
分擔工作；聖靈帶領下從每週減至隔週到澳門分堂，讓我
多回母堂侍奉；與相識七年之東北弟兄開始拍拖及結婚。
非常榮幸在傳道同工會中被選作職員，學習處理和安排傳
道同工會內容和活動。因著成為傳道同工會職員，並可列
席執委會，使我更多認識宗派不同堂會兄姊和需處理之事
宜。同時，由於我有宣教心志，故被委派出席差傳委員會，
作傳道同工會代表，可多了解差傳事工。後來在差委會中
被選為主席，學習作這帶領角色。出任這些委員會，為要
作傳道同工會與執委及差委會橋樑，使各議會中所商討之
相關事宜可上傳下達成溝通渠道，免彼此間產生誤會。這
三年，我經歷著主這話：「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
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
引你的路。」( 箴三 5~6)

我深信過去所經歷的，都為著我往後鋪路，這就教我
學會反思。這三個三年中所發生過的事，當中不缺人為因
素，有些成為我借鏡，可一不可再；有些成為我激勵，需
繼續努力。但神教我最深刻的教導是在傳道書中所言：「這
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
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傳十二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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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文傳道 ( 堅樂堂 )

自決志信主開始，我便一直返堅
樂堂，除了有一班團契的弟兄姊
妹一同成長外，最深刻的印象是傳
道人的教導和牧養。
　　記得那時我經常上主日學，除了初信栽培，
還學習聖經，心中也會想︰不知道有一天，自己
會不會也成為一個傳道人？

　　其後我在教會開始嘗試去事奉，又跟傳道人
出外探訪，漸漸想為主多做點事，但又不知做甚
麼。感謝主，祂的呼召終於臨到，使我決定進入
神學院裝備自己，委身事奉祂，作個牧羊人。不
過，長年的工作，放下讀書已久，重拾書本實在
不易，但聖經的話激勵我︰「我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 4 ︰ 13) 這句話，常
常成為我進修時遇到困難的強心針。

　　畢業後，感恩可以加入堅樂堂
事奉主。作為一個傳道人，不同於

一般信徒的服事，在牧養和關顧上，
需要特別用心，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考

驗。這令我常常想起約書亞這位領袖，他面
對挑戰，仍能真正剛強壯膽，主要是他願意依靠
和順服神，因為我們的主是大能的神，在祂裡面
毫無難事，只要我們信靠祂，必能得著力量面對
一切事奉上的困難。另一方面，天天靈修親近神，
也是我事奉得力的秘訣。這是從前牧養我的傳道
人的見證，他無論多忙，必定每天靈修，即使生
病，他也不會放棄天天親近主。他那天天讀經禱
告的生活，成了我的榜樣。我在每日的靈修中，
一面得著神話語的餵養，一面在禱告中凡事交託，
學習信靠順服。這個，亦成為我每日事奉力量的
泉源。願大家共勉！

曾家威傳道 ( 堅中堂 )

聖約教會的家人，
           在主內向你們問安；
我是剛六月份到堅中堂上任
 的新傳道人。
　　本人於中一開始決志信主，在信仰過程中，
感恩有老師的關愛，讓我明白天父的愛不只於天
上，後來更於教會門徒訓練中遇上了一位很好的
牧者，成為了紮根信仰中的恩師，並且因而蒙召
進入神學院裝備，成為一位牧者。

　　由於自己的信仰經歷，深明青少年事工、校
園的福音工作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及影響力；再加
上，上帝的呼召就是要對青少年人的教育、塑造

並與他們同行。就像保羅對提摩太
的教導：「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

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
導別人的人。」（林後 2:2）。昔日年

青時的我，受了老師、牧者的恩惠，他們的
牧養及教導影響至今；今天主讓我成為新一代青
少年人的牧者，讓這充斥負能量而又紛亂的社會，
讓更多青少年人認識福音，播下盼望的正能量，
並且裝備他們，成為門徒、為主作工。

　　感謝主，讓我可以來到聖約教會，並於堅樂
中學事奉；願主使用我這僕人，與各位聖約同工，
同心服侍、興旺福音。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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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去年 11 月舉辦了 2030 高峰會及培靈會，匯聚聖約人一起，分享
異象，互相激勵，更徵集各同工及弟兄姊妹對發展宗派的意見。之後成
立「邁向 2030 委員會」跟進工作；成員包括傳道同工、機構主管、堂
會主席及執行委員，並召開了多次會議。

　　會上成員建議以聖約教會的會訓「信徒合一 罪人得贖」，確認「聖
約人」心志，從而推動下列三個目標：

　　總會及堂會都思考如何有效達到目標，需要總會、堂會攜手，在不同層面，合作籌劃。凝聚可
以是整個宗派一起參與某些工作或活動，也可以是某兩三間堂會一起聯合工作。學校福音工作可以
成為一個凝聚平台，短期的，如兩三堂會一起協助學校的福音聚會，或是較長期的，兩三堂會一起
負責某學校的福音工作。

　　小組就上述目標，希望徵詢同工及兄姊的意見，若你對此有意見，歡迎告知我們， 來電話或電
郵均可。期望你發表意見，好讓 2030 更實在，讓聖約人一起擁抱此計劃，發展聖約教會，上主得
榮耀。

1. 凝聚 ( 凝聚是為傳福音 )

2. 建立屬靈生命 ( 讀經祈禱 )

3. 傳福音 ( 罪人得贖 )

　　　10 年前聖約教會訂定的發展計劃，稱為「增長 2020」，希望教會健康發展，並邀
請北美聖約教會 (The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牧者協助，籌辦「生命力」及「植
堂」講座，雖然仍未到 2020 年，但傳道同工們已考慮未來教會發展的方向。就著「增長
2020」的經驗，希望籌劃「邁向 2030」時，能更適切堂會的需要。

楊立人



澳門堅中堂 
澳門祐漢新村第八街康和廣場地下V舖
1.  7、8月會有短宣隊到堅中堂幫忙暑期活動，也
有弟兄姊妹參與出外的短宣隊，求主幫助我們
可以彼此配搭！

2.  8月一連 5個星期六，有為澳門中信籌款的興
趣班，同時也讓我們有機會接觸新朋友，求主
使用！

3.  為同工、弟兄姊妹，他們的身心靈禱告，求主
加能賜力！

盛恩堂 
新界天水圍天盛商場附翼一樓
1.  新年度的讀經運動已開始，求聖靈策勵眾兒女追求真理、渴慕親近主的心。
2.  請記念小康、小美的健康狀況及年底短訪工場的準備事宜；求主保守星仔年邁
的父母有穩定的健康，身心舒暢，並繼續帶領星仔前面的宣教路。

3.  9月份將探訪元朗區一所護老院，求主恩領我們的準備工作，使用我們能關心
院舍的長者及員工。

堅恩堂 
（崇拜）新界沙田顯徑邨顯運樓地下青年會內
1.  感謝主，教會在推行「愛多一點」奉獻計劃，肢體
積極回應，期望教會在未來財政能穩定增長

2.  請為教會撰寫未來事工計劃，求主帶領教會同感一
靈，明白上主心意，一同見證主恩。

3.  請為教會小組事工，為各組長靈命成長，恩賜建立。
為各小組發展，也為教會能建立一套合用成長藍圖。

4.  請為教會青少年發展，兒童主日學學生升上青少年
崇拜順利，和在參與小學學生，建立一個穩固團契。

遠東堂 
九龍尖沙咀山林道18 號栢豪商業大廈13 樓
1.  短宣行程：青少年澳門短宣（7月 28日至 31
日）、柬埔寨（8月 4日至 10日），求主保守
團隊的服待。

2.  求主使用 9月 29日的福音主日，讓我們可以向
更多親友撒種。

堅樂堂 
九龍牛頭角道 55 號利基大廈 B座一樓
1.  感謝主，趙詠琴博士答允任本堂顧問兩年，協助執事及
同工，並帶領每月兩次執事同工祈禱會。

2.  與美國短宣隊合辦暑期英文聖經班，將於 7月中舉行。
願主使用這活動吸引更多兒童接觸教會及本堂，又求主
藉此建立一班年青籌委讓他們學習事奉及作領袖。

3.  有 10多位少年人於 7月底參加 G-power Youth Summer 
Camp，求主藉此營會帶領他們接受救恩，並讓他們加
深認識。

麗晶堂 
九龍灣麗晶花園 21、22 座地下
1.  求神為麗晶堂預備合適的傳道同工來服侍，牧養和栽培弟兄姊妹。
2.  為暑假教會舉辦之兒童暑期班及青少年 camp祈禱，求神保守事奉員有
合一和美好的靈性，讓各項聚會能建立兒童及青少年人。

3.  求神保守 9月 1日 （主日） 麗晶堂 34 週年堂慶安排順利，並帶領教會
邁向 35 年。

4.  為 10月 6日 （主日）堂慶大旅行（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求神預備
合適的天氣，讓弟兄姊妹能享受與親友共聚的時間和認識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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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安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頌樓地下
1.  本堂現正進行門徒訓練，讓教會領袖接受裝備，
並在真理上扎根。請在禱告上記念，求神幫助
他們靈命得以堅立，在神的家裏繼續為主所用。

2.  感謝神的豐富恩典，使耀安家在過去 30年中
得蒙保守，無論在質與量兩方面均有所增長，
願將榮耀歸給神。 

豐欣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地下
1.  為 7月 17日至 20日暑期親子樂融
融祈禱

2. 為 8月 4日至 6日青年營祈禱
3.  為 10月 6日至 7日教會領袖集思會
祈禱

4.  求主帶領 2020年事工及籌備 2020-
2022執事選舉祈禱

麗道堂 
（郵寄）九龍觀塘觀塘道官塘工業中心第四期一樓C室
1.  9月將會有同工退修計劃，為未來一年事工求告主；
2.  9月開始繼續在現時將軍澳區合作的中學展開福音工作，求主打開學生福
音工作之門；

3.  10月 18日晚上將與影音使團合作舉行佈道會，求主帶領。
4.  柬埔寨營商宣教將在大學區新開設的店舖展開大學生福音事工，求主引領；

行道堂  
1.  植堂隊前往台灣學習交流有關植堂及社區關懷事工，請記念；
2.  植堂隊於暑期在觀塘進行關心行動，讓教會能進到人群中。

恩樂堂 
九龍觀塘順安邨屋邨小學第一校舍
1.  求主引領恩樂堂與堅樂第二小學安排新學年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繼續
同心合作，藉堂校福音工作讓學生及家長認識主耶穌。

2.  求主堅立恩樂堂眾信徒，更多親近主，為主作見證。

厚恩堂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德康樓 3號地下
1.  感恩靈實長者中心裝修已完成，教會辦公室亦已經順利
遷回。盼望教會能善用新場地，祝福街坊，廣傳福音。

2. 求主為堂會預備合適同工，彼此配搭，同心建立門徒。

堅中堂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號
1.  記念 7月份有兩個兒童暑期活動，求主保守天氣及過程平安順利，願孩子能從中
有得著。

2.  記念新傳道同工的適應，求主加能賜力，開展更多不同的學生福音工作。
3.  9月份開始在學校會有每月 1次午間崇拜，願能令更多學生認識上帝，求聖靈親
自吸引學生參與。

恩臨堂 
九龍觀塘秀茂坪秀明道 77 號
1.  恩臨堂於 7月 15日至 19日舉行兒童暑期聖經班，求主
使用是次主題，祝福參與者學習倚靠耶穌面對生活的起與
跌，靠主培養健康情緒。求主帶領各個小組彼此同心、喜
樂事奉，以及日後的跟進工作。

2.  7月 30日至 8月 4日有 12位隊員到柬埔寨短宣，求主
保守他們，賜他們健康的體魄和活潑的靈命，讓他們更深
體會上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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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樂中學�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號
1.  中學文憑試於 7月 10日放榜，求主引領學生的前路。
2.  暑假舉行多個境外學習團，包括：韓國、台灣、奧地利、
匈牙利及柬埔寨，求主保守師生的平安和學習。

3.  8月 21日是堅樂中學、小學與第二小學的聯校教師退
修日，探討人神復和、人際調解，求主激勵同工。

4.  新學年是堅樂中學 50周年校慶，主題是「堅毅感恩敬
畏神，樂學自信服務人」，求主繼續帶領學校在社區中
榮耀神。

◆堅樂小學�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秀明道 77 號
1.  感謝天父保守，第 17屆畢業禮已於 7月 5所日順利完
成，求主保守畢業生升讀中學之後的學習生活。

2.  本校、堅二小及堅中在 8月 21日舉行聯校教師退修會，
讓老師們在投入新學年工作前能夠認定上帝的召命。

3.  本校在新學年會推行多項新措施，求主保守各持分者的
適應，亦給予我們智慧和力量面對新的挑戰。

4.  本校在 9月 13日舉行小一親子午膳暨中秋慶團圓活動，
讓小一家長更多了解學校情況。

◆堅樂第二小學�
觀塘順安邨屋邨小學第一校舍
1.  感恩過去一年是堅二小最多師生的一年。感恩同工之間
有美好的配搭，同心服侍；在有限的空間，為學生創造
出無限可能。

2.  感恩在過去的親子佈道會中有不少家長及學生決志信
主，求主堅定他們的信心，也保守教會及老師們的跟進
工作，盼望他們在教會茁壯成長。

3.  7月 2日至 5日為本校聖經周，求主使用是次活動，讓
學生對信仰及教會有更深認識。

4.  為著快將畢業的同學禱告，求主為他們預備合適的中
學，也求主守保他們一生行在正路中。

◆小天使（麗晶）幼稚園�
九龍九龍灣麗晶花園 21-22 座地下
1.  第 34屆畢業典禮將於 7月 6日舉行，現階段各老師與
幼兒們均努力於表演節目的排練，求主祝福畢業典禮各
項籌備工作順暢。

2.  7月學校安排各項不同活動如：聖經班、小小競賽日、
攤位遊戲、小舞台表演、剪紙活動、結業禮等活動，讓
學生們開心享受活動。

3.  7月 16日下學期家長接見日，老師接見家長，讓家長
瞭解子女學習情況，當日麗晶堂安排填色活動，求主保
守過程一切順利。

◆小天使（天盛）幼稚園�
新界天水圍天盛商場附翼 1 樓
1.  7月 3日幼兒班進行親子旅行，求神賜平安，祝福幼兒和家長能
享受親子時光。

2.  7月 6日為高班畢業典禮，為典禮的進行、天氣禱告，求神保守。
3.  求神祝福教職員在暑假中有休息機會，好好享受假期，並祝福教
職員身體健康。

4.  為新學年開學祈禱，願神保守新生的適應，升班的同學更進步。

◆小天使（錦豐）幼稚園�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地下
1.  求主保守新年度入學的小朋友，很快便適應學校的生活、愉快學
習。

2.  9月高班小朋友開始申請小學學位，求主帶領他們到合宜的學校。

◆司務道幼稚園暨幼兒園�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泰樓 A 翼地下 B 翼 1 號及 8 號
1.  7月 27日（六）高班畢業聚餐暨歡送會
2.  8月 12日至 16日宗教活動週，祈盼能將福音的種子傳播到幼兒
的心裏。

3. 8月 19日至 22日混齡活動，學習彼此相愛相助。
4. 8月 26日至 29日夏日樂繽紛，為夏天添上快樂和歡笑

◆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頌樓地下 
1.  感謝主！中心現時團隊尚算穩定，新舊員工彼此合作，求主繼續
加能賜力，願同工們繼續同心合意事奉，工作得力有餘，主恩足
用。

2.  配合新服務發展，中心與地區持份者協作，舉行一連串有關推廣
認知障礙症的活動及專業小組，期望活動能順利推展，提高對有
需要的長者、及其家人互相關心與支持，共建認知友善社區。

3.  為中心在 10月 25日將舉行之「30週年聯合感恩聚餐」的籌備
事工交託主。現正積極籌備活動，包括尋找贊助禮物、場地安排、
節目排練、及各項流程分工等。祈求主豐富的供應，及保守當晚
員工們有美好配搭，過程一切順利，讓長者及出席者一同感恩。

◆康靜頤養院�
九龍深水埗順寧道 38-48 號順康居一樓
1.  感謝主，在 2月份呼籲各堂會支持院舍的更換電動醫院床計劃得
到了讓人鼓舞的回應，院舍收到的特別奉獻足夠將全院 35張木
床更換為電動醫院床，而有關購置及安裝工程亦已於 6月 19日
順利完成。

2.  院舍在 2019年首季收到三筆合共 $109,430.的捐款用作更換床
上用品、器材設備及事工計劃。

3.  為使院舍的靈性關顧事工計劃可以更有系統的發展，本院經已成
立工作小組並已先後召開兩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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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會�

1.  為到為期一年《聖約先鋒課程》導師及學員祈禱 , 
願上主裝備各人 , 努力為主作工。

2.  為到 9月份開始的「院舍靈性關顧訓練」及「凝影
不離聖約心 --聯合微電影製作」禱告 , 願訓練後 , 
各人多為主工作。

3.  為 11月 3日（星期日） 聯合崇拜的籌備工作禱告 , 
願上主悅納當天聖約人聯合的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