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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異象：彼此相愛‧靈命更新！ 

劉素貞執事 

恩澤堂曾於 24/2 舉行靈修主日，當日邀請「生命福音事工協會」總幹事劉文亮博士講

道，劉博士更致贈兩本由他的服的機構出版的靈修集予堂會弟兄姊妹作靈修操練。我在其

中一本靈修集「上好的福分」第一天章的第四天特別有領受，讓我確知何為上好的福份。

我們每天都有忙着要完成工作和責任，若我們能在開展工作之前，先揀選那上好的福分︰

到主的面前，從神的話語中支取力量，禱告求主引領，相信當天必會工作有序、與人關係

和好，過得更加精彩。 

《上好的福分》作者︰劉文亮博士                    版權︰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第四日 當馬大學做馬利亞 

路加福音 10︰38-42 

38 他們繼續前行，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祂到自己家裡。39 她

有一個妹妹，名叫馬利亞，在主的腳前坐著聽祂的道。40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進

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41

主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操心煩惱，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

經選擇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沒有人能從她奪去的。」 

靈修︰ 

我們都明白到主面前來就是上好的福分，好到一個地步，沒有人可以奪去！ 

馬利亞不理馬大的投訴，加上耶穌堅持要讓馬利亞得著這上好的福分，朋友，當你是

馬大，你會怎樣呢？ 

「難道要放下伺候的事嗎？誰來負責弄這一大餐的晚飯呢？我手忙腳亂了……你叫

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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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人生在世，就是這樣，總是在不知不覺中，找出許多重要的事來，它們大到一

個地步，即使耶穌這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來到了，也要讓步！問題在那些重要的事

真的重要嗎？那由你來說重要，還是由主耶穌來決定？ 

若由你來決定，那就要失去上好的福分了！ 

來聽聽耶穌的話，放下使你心煩意亂的事，學習馬利亞；若馬大願意學習做馬利亞，

立時就不顧一切排排坐與馬利亞一同享受福分了！ 

這些伺候的事重要過主耶穌嗎？若如此重要，馬利亞一早就撇下耶穌，走過去幫馬大

了。實然，就是不重要！我們很少去想馬利亞的「大膽決定」，今天，來吧！大膽一點，

勇敢去分清事情的輕重，別被世界的事蒙蔽了你的眼睛。 

上好的福分等著你！  

聖靈降臨節聖洗、堅信及轉會禮 

   主耶穌話：「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 

   洗禮的主要意義，是藉著洗禮歸入基督的死，將舊人與耶穌同

釘十字架，與祂一同埋葬，然後藉著主的復活，我們也與基督一同復

活，以後就與基督同活，一舉一動都有新生的樣式。(參羅馬書六章) 

洗禮也是耶穌給門徒一個命令，不但是洗禮，並且要遵行主的教

導，在主裡繼續不斷成長，經歷主同在的應許。(參馬太福音廿八章) 

本堂定於六月九日(聖靈降臨主日)舉行聖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凡在本堂穩定參加

崇拜或團契之慕道朋友及主內弟兄姊妹，如有意於聖靈降臨節接受聖洗、堅信或轉會，請

向同工報名參加學道班。如有特別原因，或因時間限制未能出席學道班，亦請向教牧洽商。 

2019 年聖靈降臨節學道班，將由 24/3-12/5 期間，逢星期日下午 2時至 4 時正舉行，

課程安排如下： 

 

日期 內  容  日期 內  容 

24/3 課程簡介 + 救恩與我  28/4 本會信仰 II 

31/3 認識崇拜禮儀  5/5 受託—事奉與奉獻 

7/4 聖禮觀  退修日期：暫定 12/5 
(2 至 6 時，戶外舉行) 14/4 本會信仰 I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              總負責同工：陳惠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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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Lent)的意義 

預苦期又稱為大齋期，乃從聖灰日

（Ash Wednesday）至復活節（Easter）

期間的四十日（主日不計算在內：因為每

個主日都是記念主基督復活的日子）。 

自古以來，信徒在此期間多會禁食禱

告，悔改自省，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 

Lent 一字來自拉丁文，是春天之意。在春

天大地煥然一新，生氣盎然，大自然早已

脫去陰沉灰暗，而滿有盼望。因此現今許

多基督徒不再將預苦期視為「自懲、自虐」

的時節，而是更加體驗與了解何為「愛與

信心」，也藉此使自己在信仰上更為茁壯

穩固。 

在預苦期，我們應懷著盼望並預備自己的心去慶祝耶穌的復活。因此，預苦期的主題

是紀念被釘十架的基督，默想上帝救恩與犧牲，信徒從聖灰日起已進入悔罪和更新。 

節期中，以紫色為主色，象徵悔罪、尊貴、莊嚴的意思。紫色乃紅和藍調和而成的，

是莊嚴和寶血的象徵，在此時期使用，更有悔罪之意。黑色是此節期的另一個主色，特別

在聖灰日及受難日當天才可使用，象徵憂傷、痛苦和懺悔，說明基督的犧牲是為了我們，

祂走上十架苦路是因著愛我們，救贖我們。 

今年聖壇的擺設原本是採用七燭台，這也在二月刊中介紹。但由於三月開始，崇拜的

聖道禮改由主禮宣讀福音經文，聖壇上擺放了聖經，故聖壇上的擺設需作相應的調教。 

聖壇除了燃點配合節期的紫色蠟燭外，鮮花不選用色彩繽紛的花材，改插素色的鮮花

及葉子，以表示哀悼、懺悔、清心、簡樸。立聖餐日及受難日就不燃點蠟燭(將另設禮儀)。

受難日換上黑布，復活節換上白布，黑色象徵悲傷與死亡，而白色象徵榮耀與得勝。雖然

此舉並非禮儀上之必須，惟盼它能向會眾展現「在預苦期中教會與基督一同走上十架苦路」

的主題。 

預苦期之禮儀與常年期比較，儀節的次序上並沒有任何變動。然而在禮文上，由於節

期的轉換，因此，主題和內容方面也隨之不同。另一方面，有部份禮儀詩歌轉換了，如︰ 
《榮頌》、《稱頌》較歡欣的禮儀詩歌將會剔除，目的是使我們在預苦期間更能明白受苦

的意義。《認罪》選唱《詩篇130篇1-4節》，福音前後《哈利路亞》則選唱每年我們在預

苦期慣用的一首《當轉向主你的神》新頌#563，《奉獻》時段以音樂代替唱詩，讓會眾

安靜片刻，深化聖道；《代禱》亦會選唱《求祢俯聽我》頌主#472作回應。 

盼望以上的安排帶給肢體更深的敬拜經歷，信心得到堅固，教會的生活更為正面和歡

欣。與此同時，更希望每一位崇拜中的事奉人員能各盡其職，恰如其份地參與事奉，使那

位為我們受苦、受死、復活的基督獲得榮耀。因祂復活，我們必得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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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8-2019 年度第二次週年教友大會已於 24/2主日崇拜後順利舉行，當日聽取及通過

2018年財政結算、核數報告、「3年堂務計畫」（2018-2020）及 2019 年財政預算，
並選出莊清悅弟兄為本年度核數員，跟盧慧欣姊妹為本年度財務核數。感謝曾麗嬋姊
妹在過去兩年擔任核數員，願主親自報答姊妹的辛勞！ 

 3 月份執事會議已於 12/3(二)晚上 7:30 舉行，下次會議日期為 9/4(二)晚上 7:30，
靈修分享︰陳惠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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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至 2019 年 4月行事曆： 

17/3-14/4 崇拜後  靈修分享會 

17/3(日)崇拜後  電影欣賞 

7/4(日)崇拜後  讀經員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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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31/3(日)為 Awana 主日，承蒙 Awana 香港事工統籌主任鄧應球先生蒞臨宣講聖道，謹

此致謝。 

 7/4(日)承蒙明道社陳鴻社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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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崇拜後舉行｢讀經員工作坊｣，請讀經員、準讀經員(回應表選參與讀經者)及有心
志此事奉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由 3月開始，主日崇拜的讀經部份按堂會需要有改動︰舊約引題及新約書信，仍由一
位讀經員宣讀，福音經文則由主禮宣讀。請讀經及主禮事奉人員留意。 

 由 4月開始，每月兩次的聖餐禮改為每月一次，於每月第二主日舉行。 

 現已進入預苦期，堂會以《靈命日糧》在節期期間推行靈修運動，自 10/3-14/4 期間

的主日崇拜後，分組分享靈修，讓弟兄姊妹分享從主所領受的屬靈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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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本

會真理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號)，時間︰晚上八時正。 

二、 19/4(五)受難日靜思默想，地點︰恩澤堂，時間︰早上十時卅十分。 

 21/4(日)舉行復活節聖餐崇拜，一同慶救主復活！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31/3(日)團契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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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六)關顧小組會議：新朋友禮物已經準備好，4月份開始派發。12人願意參與探
訪教友聖工，3 月正式開始，祈盼弟兄姊妹願意接受探訪，使恩澤家更温馨。 

 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舉行之祈禱，因應預苦期期間靈修分享會，故暫停至 5月舉行。 

 家庭團契已於 10/3 舉行｢查經｣，連同工共 11人出席，更新了團友上教會和團契的心。
14/4主題為｢先賢之信｣，由林彩鳳和霍教師負責，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99 組已於 24/2 舉行，連同工共 9 人出席，在查經中有很多的反思和得著。24/3 為｢
時事周｣，由黃錫輝弟兄負責，歡迎弟兄參與。 

 Lady’s Talk 23/2(六)已舉行｢我歌頌祢｣，連同工共 6 人出席，姊妹們很得激勵和
彼此認識更多。23/3(六)為｢禁食禱告靈修｣，歡迎在職姊妹們參加。 

 亞波羅小組 24/2(日)因教友大會而暫停一次。從 3月開始會落實每月第四周日崇拜後
開組，並從 5月開始，加在第二周五晚 7:30 開組，盼望更多在職青年有團契生活。 

 Hallelujah 小組 2/3 已舉行｢團契是什麼？｣，連同工共 6人出席，組員透過查經更知
道團契的意義。16/3 為｢團契不是什麼？｣。請繼續求神感動弟兄姊妹願意承擔做導師。 

 少男組本來於 3/3 開組，但組員因不同理由而未能出席，請弟兄姊妹切切為組員的心
禱告。也求神感動弟兄姊妹願意事奉作導師，求主引領。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24/3(日)舉行栽培部會議。 

 因應預苦期期間靈修分享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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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四主日崇拜後均舉行，但因預苦期間有靈修小組，所以
會暫停，直至復活節後重開。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早上 10:30 舉行，歡迎居住官塘區的姊妹參加。 

 17/2(日)電影欣賞因 Awana 有家長聚會而暫停。17/3(日)電影欣賞｢瀕死經歷 7+7(地
獄篇)」。 

 靈修班於第三班有 3 人出席，第四班暫有１人報名，第五班暫有１人報名，第六班暫
有 2人報名，第七班暫有 2人報名，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報名參與，與神更近。 

 10/3預苦期靈修運動第一次開組，分 8 組，共有 39人參與，求主使小組關係更密切，
幫助組員間更多分享分擔和實踐每天靈修，靈命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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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24/3(日)2:30 有 Awana 檢討會，請為 Awana 未來方向禱告，求主感動和帶領。 

 3/3早上 9:30 Morning Talk 氣氛很好，
感恩無論家長和弟兄姊妹都適應了這聚
會，很自然的交流分享，求主使用。 

 10/3 是 Awana 親子運動日，因天雨而在
教會旁兒童遊樂場舉行，感謝主保守，
很開心和完滿。 

 3月份 Awana 家長探訪聖工繼續，感謝主
我們已經探訪了兩個家庭。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2/3(五)事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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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26/3(二)兒童崇拜、12/4(五)復活節活動。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7/3(四)事工會議、19/3(二)家長月會、16、17/4(三及四)復活
節家長/兒童活動。 

同同同 工工工 消消消 息息息    
 陳惠琴牧師將於 30/3(六)晚上及 31/3(日)上午往本會救恩堂講道。 

 霍淑嫺教師將於 19-21/3/2019 取放無薪假期三天入營上課。 

總總總 辦辦辦 事事事 處處處 及及及 神神神 學學學 院院院 消消消 息息息    
 本會制訂「平等機會政策」，乃防止及杜絕反歧視條例所列明的違法行為發生，包括

「歧視、性騷擾、中傷」等，以確保本會所有成員能夠在一個安全環境下進行聚會、
活動或工作。為配合「平等機會政策」的實施，傳道牧養部將舉辦「平等機會政策」 
訓練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3 月 28 日（四），時間：7:30-9:45pm，地點：真理堂，內容：防治歧視、性
騷擾、中傷等行為發生，講員：束健銘大律師（前平機會總主任），對象：本會教牧
同工，長執，常務委員及堂會領袖，費用：免費，截止：3 月 22日（五），報名及查
詢，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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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香港的信徒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實在需要對世界事物保持敏銳的觸覺，並
對信仰有正確的理解，才能恰當地以信仰回應每天的挑戰。為培育本會信徒更有能力
去面對挑戰，信徒培育部將於今年舉辦「整全使命學堂」，設有一次讀經日營及兩次
講座，透過查考聖經、實務體驗及講座等，希望讓信徒對弱勢社群及對大自然有所關
注，更能實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整全使命學堂」的內容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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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羅芷盈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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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查詢及報名，請與教牧同工
聯絡。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本年 2至 7月的每月第二個主日(除 6月外)下午 4時至 6時於信義
樓五樓舉行「青年敬拜分享會」，希望藉敬拜親近上帝，匯聚青年唱詩讚頌上帝之恩，
也藉音樂表達對上帝深恩的回應，見證分享，互相免勵。分享會費用全免亦毋須報名，
如有查詢，請與總辦王小組聯絡。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主辦 2019 年 4-6 月第 2 期：齊習『讚美操』，希望藉
音樂，運動及上帝的話語，讓參加者舒展身心靈；並培育信徒藉『讚美操』運動來接
觸人群，傳揚福音。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4月 10、24 日；5 月 8、22 日及 6月 5日，另有匯聚日定於 6 月 19 日（全為
週三），時間：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地點：信義樓五樓，對象：本會教牧及弟兄
姊妹，費用：每人＄60 (教牧、師母及本會神學生免費)，名額：30 人（男女均可），
截止報名：4月 8日（額滿即止），報名：致電總辦事處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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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成人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及青少年(受 餐) 總  人  數 

03/02 49 24 73 

10/02 44(44) 5(4) 49(48) 

17/02 57 31 88 

24/02 50(46) 34(5) 8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