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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節錄自︰中和基督之家靈修分享
當我們不想禱告，就正是我們最需要禱告的時候。
馬丁路德：「基督徒一生的職守，就是遵行禱告的本分」
戴德生：「禱告上的鬆懈，無疑是為敵人開了一扇門」
倪柝聲：「撒但最怕的是神的兒女禱告，什麼時候神的
兒女跪下來禱告，也就在什麼時候撒但逃跑；所以，撒
但常常攻擊神的兒女，使他們不禱告」
所以不常禱告是靈性軟弱也是神的工作無法有效
推展的主要原因。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總是花許多時間聊天、討論事情，用很多精神抱怨和批評，卻對
禱告常常是漫不經心。一般人只在深感壓力、危險和不安時，才禱告；而且我們的禱告何
其倉促、隨便，早晨起來，匆匆重複幾句固定的禱告詞，然後起身離開，晚上就寢前的禱
告也差不多如此。
人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缺乏，才會進到神的面前，這是很自然的道理，這就是真正禱
告開始的地方。
猶太拉比說：「祈禱是偉大的，勝於一切善行。」神學家傅士德說：「祈禱就是改變」，
真正的禱告能改變我們對神、對人、甚至對自己的態度。
耶穌公開傳道僅三年多，但祂從未忙得沒有時間禱告；尤其面臨重大的事，耶穌一定
迫切的祈求；在一天的開始和結束，祂將自己的心陳明於天父面前︰敬拜、感恩、仰望與
交託。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禱告是讓我們站在上帝的那一邊。主耶穌走上十字架之前，我們真實看見了祂的痛苦
與掙扎；然而，耶穌不為自己求神改變心意，反倒順服於神：「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
你的意思」。
「在這個罪惡的世代，留下最深影響力的是那些肯在神面前禱告的人。」-慕迪
恩澤堂星期三晚的祈禱會在 2014 年 4 月開始，維持了只有一年多，之後由於長期缺
人參與而改變在每月第三主日上午九時半至十時舉行。但這個只是一個月一次，半個小時
的祈禱會，最終還是因缺人參與而取消了！
你花時間做什麼事情多呢？
恩澤堂又花時間做什麼事情多呢？
我們在這個罪惡的世代到底留下了什麼呢？

霍淑嫺教師

節期知多少︰復活節
復活季節 (Easter or Pasch) 共有七個主日，開始於春分(21/3)後的月望 (農曆每
月十五日) 後的第一主日，就是每年主復活的紀念日。因耶穌從死裏復活，上帝就在這日
宣告祂的新創造。Easter 原文意指春天，而 Pasch 在希伯來文指逾越節。 ( 因紀念逾越
節也要守節七日 )。
復活節是教會年眾節期中之 「主節」。 它在基督徒眼中之重要性好似我國同胞看農
曆新年或回教徒看他們的大齌節一般。救主從死裏復活的那一天以後，當年的基督徒曾用
了一年的時間去慶祝這件大事，因為這第一個復活主日是人類歷史上的大日期，又是全世
界人進入大喜悅的日子。主從復活後的第一日(即主日) 起就召集門徒，向他們顯現並勉
勵他們，有四十天之久。 古教會已在每一個主日
聚集，滿心歡喜地歌頌祂的生命大能，讚美祂的
尊榮；當日那些猶太基督徒，已把每一個主日當
作一個小的「主復活日」；簡稱為「主日」，在
這日每人領受聖餐，奉獻錢財去支持傳道並救濟
貧寒人。不過，每年春分的第一次月望後的首次
主日，定為紀念主復活的大節期，原是尼西亞大
議會 ( Council of Nicea A.D.325 ) 所規定的。
白色是這季節的顏色，因為七日的第一日有
那「公義的太陽」用潔白的光照亮我們，白色也
是上帝的象徵。在復活節的前夜是教會的「守夜
節」。古教會信徒都在此夜不眠，守候直到黎明，
如同舊約時代的先知預言彌賽亞即將來臨，眾百
姓當儆醒等候一般。
(節錄本會綱頁︰認識本會禮儀—教會年簡介)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整體消息






5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4/5(二)晚上 7:30 舉行，靈修分享︰霍淑嫺教師。
1/4/2018-31/3/2019 年度之奉獻証明信，將於 5 月初旬派發，作弟兄姊妹報稅之用。
堂會於 4 月中旬派發奉獻總額便條，讓弟兄姊妹先行核對。若有查詢可於 4 月底前聯
絡財政執事或堂務幹事。
2019 年度鮮花認獻表已張貼於禮堂招待處，請弟兄姊妹踴躍認獻，每份港幣一百元。
2019 年 4 月至 5 月行事曆：
14/4 崇拜後
靈修分享會
18/4(四)晚上 8:00
立聖餐日聯合崇拜–地點︰本會真理堂(油麻地)
19/4(五)早上 10:30
受難日靜思默想–地點︰教會
21/4(日)早上 10:30
復活節聖餐崇拜、Awana 復活節慶祝活動
5/5(日)早上 10:30
將軍澳幼稚園小跳豆合唱團獻唱、Awana 報名日、
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日
12/5(日)早上 0:30
母親節主日

崇拜消息







14/4(日)承蒙本會主愛堂羅群英牧師蒞臨
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8/4(日)承蒙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榮
譽顧問梁銘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2/5( 日 ) 承 蒙 馬 劉 美 貞 師 母 蒞 臨 宣 講 聖
道，謹此致謝。
14/4(日)為棕枝主日，也是聖週的開始，鼓
勵弟兄姊妹按時參加下列的聖週活動︰
一、 18/4(四)主立聖餐日聯合崇拜，由本
會九龍東區六間堂會聯合舉辦。
時間︰晚上八時正。地點︰本會真理
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
二、 19/4(五)受難日靜思默想，時間︰早上十時卅十分。地點︰恩澤堂，
21/4(日)舉行復活節聖餐崇拜，一同慶祝救主復活！

團契消息






家庭團契於 14/4(日)舉行｢先賢之信｣，內容︰介紹一個近代信徒—彭柯麗的生命見
証，她的見証世界知名，並且寫成書和拍攝成電影。由林彩鳳姊妹和霍教師負責。另，
12/5(日)之團契因母親節暫停，可讓各團友與家人慶祝。
迦勒團契已於 11/4(四)舉行，內容︰詩歌、祈禱、分享及遊戲。會後於堂會舉行愛筵，
連同工共共 13 人出席。
99 組已於 24/3 舉行，連同工共 7 人出席。28/4 為｢查經周｣，由麥家良弟兄負責。
Ladies’Talk 23/3(六)為｢禁食禱告靈修｣，以苦路十四站作默想靈修，各人有很深
的得著。27/4(六)為｢田園 BBQ｣，地點︰井欄樹，歡迎姊妹們參加。
亞波羅小組 24/3 開組，連同工有 4 人出席，各人有靈修和詩歌分享，並彼此代禱。
下次開組是 28/4；從 5 月開始，加在第二周五晚 7:30 開組，請為這聖工禱告。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士師組 29/3(五)晚開組，連同工有 9 人出席，感恩大家越來越投入。
Hallelujah 小組繼續每月第一、三周六開組，出席穩定和投入，並已經訂定 2019 年
的周會內容。小組亦會協助中心推廣日的攤位工作。
少年組 4 月因 Awana 家長講座而改期在 20/4(六)晚開組。5 月也會因霍教師要負責講
道而改期，求主感動少年人的心，願意投入參與，生命得激勵。

栽培消息










本部將於 5/5(日)下午 12:00-6:00 舉行全
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會，地點︰將軍澳幼稚
園，請各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
因應預苦期期間舉行靈修分享會，3、4 月
之「屬靈天地‧由靈開始」暫停，5 月重開。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四和五主日崇拜後
均舉行，但因預苦期間有靈修分享會，所以
會暫停，直至復活節後重開。
17/3( 日 ) 電 影 欣 賞 ｢ 瀕 死 經 歷 7+7( 地 獄
篇)」有 20 人參與，對生命很有啟發和提醒。
靈修班過去共有十三人參與過。第七班有四人報名，尚未開課，請有心志與神進深關
係的弟兄姊妹，還可向霍教師報名。第七班上課時間：10,17,24,31/5(五)晚 7:00。
秀茂坪婦女查經已於 4/3(三)舉行，4 月餘下的週三，因組員各有安排暫定；15/5(三)
重開。另，小組將於 6/5(一)舉行半自助午餐聚會，歡迎姊妹參加。
祈禱鏈內容於主日下午以電郵發送給各肢體，並在團契部電話群組發放，鼓勵大家多
為身邊的人和事禱告。

拓展消息






24/3(日)2:30 舉行 Awana 檢討會，商議來年繼續舉辦，並加收Ｋ２隊員，請繼續為
Awana 導師們祈禱。未來方向禱告，求主感動和帶領。
7/4(日)早上 9:30 Morning Talk 氣氛很好，感恩很多弟兄姊妹願意參與。由於下月
5/5(日)為 Awana 兒童品格課程及尚德中心報名日，暫停一次。
7/4(日)家長講座「Happy 方情式工作坊」，邀得本會社會服務部快樂家庭事工同工主
講，連同工有 17 人參與，家長們回應不錯。
Awana21/4(復活節)舉行晨曦禮拜，地點於教會旁兒童遊樂場舉行。
全教會生活營將於 7-8/6 舉行，地點：東莞；費用：成人 499，小童不佔床 399，另
加導遊小費每人 120。有興趣參加者，請向拓展部成員或同工報名，先報先得，收款
作實。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2/4(五)復活節活動、3/5(五)家長加油站、5/5 音樂小跳豆獻唱。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6、17/4(三及四)復活節家長/兒童活動、4/5(六)頌親恩活動。

同工消息





陳惠琴牧師、霍淑嫺教師將於 20-22/5(一至三)參加本會傳道牧養部舉行台北同工營。
陳惠琴牧師將於 24-26/5 取放年假三天。
吳玉燕堂務幹事將於 28/4、30/4 及 2/5 取放年假三天。
吳玉燕堂務幹事已於 3 月中旬呈辭，1/6/2019 離職。感謝姊妹過去五年多的盡心服待，
祝願姊妹生活愉快！。

中心消息


5/5(日)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報名日，中心全日開放，請 Awana 導師留意場地
安排。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海外宣教部差傳教育部將於 5 月 7、14 及 28 日晚上 7:30-9:30 於信義樓五樓主
辦「聆聽 M 民(穆斯林)心聲課程(三課)」。課程將帶領學員認識 M 民的信仰和生活；
課堂將討論如何將 M 民帶到主面前，學員可學到簡單的阿拉伯文和 M 民用語。課程費
用每位三百元，名額 25 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4 月 15 日。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聲樂訓練班（中級）」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5 月 8、22、29 及 6 月 5 日（逢星期三，共四堂），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地點：信義樓五樓，內容：以小組形式教授學員進深掌握呼吸運用、聲音
咬字、改善音色及樂曲演繹等技巧，對象：曾參與本會聲樂訓練班（初級）之學員或
曾於外間接受聲樂基礎訓練之信徒，費用：港幣 800 元正，名額：10 人（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4 月 26 日，查詢及報名，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