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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浮沉思七言 

潘怡蓉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 

 

下筆寫此文時，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波動正在香港社會大幅擴散，

其影響不再是遠方而是近在咫尺。預苦期即將到來，筆者藉此文思想〈十

架七言〉的處境意義，擷取靈思，默想耶穌與我們的互動，進入七個禱

告焦點。 

1 悔改與修正：耶穌明白與赦免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二十三

34） 

  主耶穌面對最不

公平與不正當的對待

時，不是求上帝報復，

乃是為惡待自己的人

禱告，求上帝赦免人類

的愚昧與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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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提醒我們，不單要反思環保意識，更進一步讓我們看到人類需

要與大自然、動植物經營合乎上帝心意的關係，要用心管理大地與環境

的資源，因此我們首先為自己也為他人祈求悔改的心與行動。再則，從

疫情的發生、擴散，過程充滿許多人為的不足因素，也看到許多應對措

施上的缺乏，除了求上帝赦免，也盡力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好管家職分，

不再增添地球環境的污染。 

2 呼求與聆聽：耶穌同在與引導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二十三 43） 

  主耶穌面對眾人的譏誚時，仍聽到身邊的微聲請求，也清楚地應允

這旁邊的罪犯，並給他一個很大的確據——他「今日」要與主一同在樂

園裡。主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向祂呼求的邊緣人。 

  近日看到許多人連夜排隊，只因處處一罩難求，許多公公婆婆，也

拿著板櫈一早在一些商店前等候。昨日下班時，我前往超市買些日用品，

發現到處是大排長龍的市井小民，談論著生產線會暫停供應之類的傳聞，

大家爭先恐後地搶購廁紙與清潔劑。在這令人感到無助與恐慌的時刻，

我們當為自己能不要被許多負面消息侵蝕心靈禱告，呼求耶穌的同在，

也聆聽耶穌在身邊的一路微聲指引與鼓勵。 

3 對鄰舍的關愛：耶穌呼喚並託付 

  「『母親（原文是婦人），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

你的母親！』」（約十九 26-27） 

  當時在十字架旁，馬利亞應是在場最為傷心的人。耶穌不但看到母

親的悲傷，更留心到她的需要，特別引導她，把另一位門徒當成兒子，

也讓她的母愛可以分享給門徒。 

  這段日子，無論走在街上，或從不同媒體報導，看到許多患者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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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哀痛，更察覺許多弱勢群體乏力自保。在患難與憂心的時刻，耶穌

對基督徒是有託付的：祂不要我們沉浸在自己的悲哀與絕望中，而是把

我們鄰舍的需要帶到我們眼前，也交託我們要以行動繼續服務鄰舍。大

時代中，我們或許改變不了許多大事，卻有許多機會在禱告中細察主的

託付，把一杯涼水給身邊需要的人解渴。 

4 說出痛楚：耶穌能體會 

  「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太二十七 46） 

  「以利」為希伯來語「我的上帝」之意，「拉馬撒巴各大尼」為亞

蘭語「祢為甚麼離棄我」的意思。整句表達了耶穌背負世人罪孽時，遭

上帝撇棄的痛苦。死的代價是與上帝隔絕，耶穌的哀號，呼喊出祂最深

的情懷與心碎，與面對前面狀態的懼怕。 

  在困境中，有時我們會經歷一種被上帝離棄的痛苦與恐懼，讓我們

毫無隱藏地向上帝呼喊，也將最深的情緒向上帝表達。耶穌知道我們心

中的感觸，祂知道如何引導我們走出這樣的時刻。 

5 說出渴望：耶穌經歷過 

  「我渴了！」（約十九 28） 

  在最後時刻，耶穌身心經歷一種失去體力與心力的消失狀態，

祂向上帝說出當時的需要，這短語不單單是想要喝水，更多是一

種真心與之訴說和低語。 

  在人心惶惶與物資不穩定的處境，我們的勇氣、力量與謀略

也會出現枯竭時分，我們可把一切需要與渴望帶到上帝前訴說，

不止息的與上帝交談，讓上帝陪伴我們的孤單與軟弱時刻。 

6 持守盼望：耶穌必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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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約十九 30） 

  表示一切有關祂的事情已經按計劃成就了。耶穌知道祂的使命要結

束了，也知道自己將穿越死亡進入復活，堅定地完成上帝要成就的救

恩。 

  在末世的日子，這世界的天災人禍會加劇，基督徒在一切的患難中

靠上帝堅忍，在疫情擴散的時刻，祈求上帝的救恩繼續臨到，也在動盪

中，倚靠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在死亡的陰影中，展現不同的生命力，

承擔所領受的見證使命。 

7 信忍與倚靠：耶穌的信靠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裡。」（路二十三 46） 

  主耶穌這句話顯出蒙愛的上帝兒子，忠實地完成了上帝一切託付，

安心地完全將自己交付給天父，回到天父身邊的時刻！ 

  艱困與苦難帶給人外在與內在的動盪，也將人的限制顯明出來。當

這世界愈來愈難給我們提供環境與內心的平安時，我們需要回到內心倚

靠賜平安的上帝，無論處於任何環境，體會天父

的愛與保護，隨時倚靠聖靈所賜的盼望與喜樂，

一日難處一日當，一日憂慮一日交託，學習努力

地走好眼前這一小步。 

更深經歷耶穌 

  在今年預苦期與復活節的日子，讓我們為自

己的生命更深經歷耶穌，並在動盪不安的時代，

與耶穌一起同行同工禱告。 

本文原載於中信傳書 2020 年 4 月號(總 164 期)， 

版權屬「中國信徒佈道會所有」，蒙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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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提．活 

林慶榮長老 

在網上流傳了一篇短文，題目為「人有三命：性命、生命和使命」，

內裡提到，論到平庸的人有一條命：性命；優秀的人有兩條命：性命和

生命；卓越的人有三條命：性命、生命和使命，它們分別代表了生存、

生活和責任！這句話觸動許多人的心靈，信與不信都不約而同受到提醒，

因為人生只能活一次，平庸、優秀還是卓越是一個人生取向的問題，但

作為信徒豈不應更能體會這句話的意義嗎？願在這疫情嚴峻之時，讓我

們一同靜下來，並細細思量這句話並作出反省。 

 

 

Ａ）珍惜性命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

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

賜給萬人......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 17:14-29) 

使命 

生命 

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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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向雅典人清晰展示出 神為創造的大主宰，人的一切都

是從祂而來，也靠祂而活，有否想到我們的性命既是從祂而來，也是靠

祂而被存留呢？因著祂所呼的氣，人成了有靈的活人，但因犯罪墮落而

死亡，若不是祂的憐憫，願意給與我們時間來悔改，我們根本沒有存活

的可能。雖然人墮落遠離 神，可是祂對人的看重沒有變更，人的性命

在 神眼中被看為寶貴，聖經的話提醒我們：「流你們向、害你們命的，

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創 9:5)

律法上對傷害人性命的事是看得非常嚴重，必須有對等的懲罰來回應。

故我們可以結論說：人的性命是被 神看為寶貴，不容隨便傷損，祂必

要親自來報應。 

神賜與人性命是讓人能得生命並完成祂的使命，若人喪失性命而

未能認識並接受基督的生命，人便成了永遠的失喪，更遑論要肩擔與完

成 神的使命，那麼作為基督信徒的我們有否好好顧惜自己的身體呢？

要讓自己能為祂存活多一點時間，為祂作多一點見證，更為祂完成多一

點使命。在這疫情裡，我們不要過份驚恐，要知道性命是掌管在 神手

裡，要謹記每個人的人生都是被命定，要珍惜存活的日子，好好為主而

活，因為時候要到，甚麼都不能攔阻離世見主的事實。但亦不要輕忽，

要作好防疫的措施，要為自己與別人的性命，作出相稱的行動，切不要

學像那些自私的確診者，為了一己的私慾與放縱而帶給社群嚴重的傷害，

亦教社群共同付上沉重的代價。 

Ｂ）提升生命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b)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

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 12:25) 

前文以要珍惜性命，但同時要提升生命，否則過份愛惜性命使人

變得自私自利，你看那些隱瞞病情為了入境或上機的人，帶來他人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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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是何等深呢？過份緊張性命而漠視他人性命，這生命的素質是何等低

劣呢？其實沒有人可掌控性命的長度，但卻可提升個人素質與生活質量，

從而改變性命的寬度，讓短暫的人生發揮出生命的意義，許多非基督徒

都會善用餘下的人生去作更有意義的事，那麼作為擁有永生盼望的基督

徒又如何呢？ 

主耶穌以牧者的身份發出這話，羊的生命健壯就是牧人的榮耀，

祂不容所牧養的羊受盜賊的驚嚇，也不容祂的羊瘦弱生病。作為主的羊，

我們有否受大牧者的餧養與牧養呢？我們的屬靈生命有否不住的成長

呢？在這疫情嚴峻之時，許多食玩樂的習慣都被擱置了，餘下的時間是

如何用呢？是用其他玩樂來填補呢？還是多用點時間在主前操練屬靈

生命的素質呢？如有否藉懇切的禱告把自己的憂慮卸給 神呢？因為

人裡頭的驚恐與擔憂不會因一兩句話與鼓勵便能抹除，是需要主在我們

裡頭加給我們力量，使我們確信自己是在祂看顧下，這才能生出平安來！

有否更多在主寶座前代求呢？在網上流傳了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禱文，

是美國一個學校給孩子們的祈禱文，讓我們細味箇中的意思： 

願我們這些僅僅面臨生活不便的人， 

能記念那些生活在危機中的人們； 

願我們這些不易被感染的人， 

能記念那些免疫系統脆弱的人們； 

願我們這些可以奢侈地在家工作的人， 

能記念那些必須在防護疾病和維持生計之間做選擇的人們； 

願我們這些不因孩子停學受影響而能夠靈活選擇在家看顧孩子的人， 

能記念那些別無選擇的人們； 

願我們這些不得不取消自己行程安排的人， 

能記念那些找不到安全之所可容的人們； 

願我們這些在金融市場的重創中儲蓄遭受損失的人們， 

能記念那些根本沒有儲蓄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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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這些被隔離在家的人， 

能記念那些無家可歸的人； 

當驚恐籠罩了我們的國家， 

讓我們選擇去愛。 

疫情期間，也許我們無法張開雙臂，彼此擁抱； 

但是，願我們找到傳遞愛的方式， 

成為上帝慈愛的懷抱，來擁抱我們的鄰舍。 

阿們！ 

各人面對同一事件卻有不同反應，是說明各人內裡所擁有的生命

素質與能耐是不同的。我們不能完全阻止難處的出現，但我們能提升自

己的生命力去克服忽然出現的難處。但願我們不是看到自己所失去而嘆

息，倒要為自己所擁有而感恩，讓我們的生命能穩定成長！ 

Ｃ）活出使命 

「那時我說：『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祢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

卷上已經記載了。』」(來 10:7) 

「時候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

祂。」(約 4:23-24) 

有性命又有生命素質並不是為了讓人能孤芳自賞，並讚嘆自己在

人生中的成就與貢獻，而是找出自己人生的使命。基督到世間來，是為

要完成 神的旨意，祂的犧牲捨命是要成就救贖，使人能與 神復和。

對於基督徒來說， 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因救贖能終身以聖潔公義事奉祂，

這是要活出敬拜 神的人生，藉生活各方面見證 神。無論是個人、社

交或教會生活都是無時無刻按 神旨意生活，在一切事上都叫 神因我

們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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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信徒都有自己當站的崗位，並都有獨特的困難，可這正是我

們的使命，在這些困難裡向 神顯忠心，在受壓裡學習智慧的應對，在

無力裡學習禱告倚靠 神，在引誘中學習堅拒同流合污，在無望裡學習

信心的等候。在教會生活裡學習敬畏 神，尤其在這疫情裡的考驗是更

實在，我們部份堂會有網上直播，是因在空間上未能同敬拜，但盼會眾

在時間上能同敬拜，在靈裡保持彼此合一的心；部份堂會用錄播，亦教

導會眾要分別時間來敬拜，或是先敬拜後作私事，毋讓疫情把我們對 

神的敬虔拉倒了！ 

在疫情裡，看似許多事都未能作，可是這是一個契機，教我們靈

活運用智慧去面對逆境，在許多缺乏裡互相幫助，使我們明白基督裡的

相愛並不是在舌頭上，而是在行為和誠實上。今天你與弟兄姊妹的關係

有否出現疏離呢？莫忘我們有一使命是要彼此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

為一的心，讓我們在彼此相愛的大誡命上，保持生命的活力，叫彼此都

得到從主而來的祝福。要謹記使命從來不是一個口號，而是用一生活出

的事實。 

或許這受隔離之時，正是個人尋求主指引的時機，釐清自己的人

生使命，並為這使命重整生命，免得枉費主賜下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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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新型肺炎疫情緣故，聯堂事工有如下的改動： 

a) 由「差傳事工小組」舉辦的第 130 屆《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2-4 月)決定延期舉行，詳情容後公佈。 

b) 第二屆「Mission Incredibles 天國特工隊」日營(10-11/4)將延期舉

行，詳情容後公佈。 

c) 原定 30/4-2/5 的「聯合退修會」取消。 

2. 本年度的浸禮申請期於 1/3 開始，截止日期延長至 10/5，報名表可於

聯堂網站下載，請有意肢體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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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應疫情情況，堂會現仍維持星期日 11:15am 網上崇拜，其餘聚會

則暫停或取消，直至另行通知。 

2. 12/4(日)崇拜內有擘餅時段。 

3. 記念在本港與海外的肢體們，願神保守各人在主裡經歷主的平安與

恩典。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5/4 梁衛存執事 劉慶華 鄧思恆 楊兆霖、勞穎嫺、陳愛蘭 

12/4 何子雄先生 梁衛存 吳卓怡 雷啟宏、李惠鈴、陳雪珊 

19/4 蔡靜儀姑娘 楊德華 馮潔嘉 林日豐、袁淑美、曹政怡 

26/4 鄭嘉慧姑娘 鍾浩鳴 余詩敏 鄭庭健、劉美英、吳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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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維持網上崇拜：星期日早上 11:15。 

2. 主日學「小組動力與組長角色」(Zoom)：星期日早上 10:00，日期：

5/4 和 19/4。 

3. 教會祈禱會(Zoom)：星期三晚上 8:30，日期：8/4 和 22/4。 

4. 長者查經(Zoom)：星期三下午 2:00，日期：1/4 和 15/4。 

5. 12/4 為復活節崇拜，講員：何淑雯姑娘。 

6. 願我們在疫情中彼此關心與守望，各盡其職。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林慶榮長老 羅知行 黎可欣 梁漢傑 

12/4 何淑雯姑娘 李逸榮 黎可欣 何燕玲 

19/4 雷露珊姑娘 嚴家豪 區淑宜 李逸榮 

26/4 胡樂文博士 高永健 黃秀娟/雷姑娘 李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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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肆虐擴散未得控制，堂會暫停主日所有實

體聚會，改用網上錄播崇拜，直至另行通知，鼓勵弟兄姊妹留家敬

拜神。在這變動下，願神記念並保守我們，願我們在疫情下仍常與

主結連，敬拜不息。 

2. 因應疫情，堂會已經暫停星期三教會祈禱會實體聚會，除了發放

Whatsapp 版「祈禱之訊」外，下周三（1/4）我們會繼續進行 Zoom

視像網上教會祈禱會，進行時間為 9:00 開始。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

參與，在疫境中常常禱告，常常不息禱告，互相守望。 

3. 陳嘉珩姊妹已於 3 月 2 日平安剖腹生產，母女平安。她與丈夫譚紹

德弟兄為 BB 取名譚允祈(Kristin)。祝福允祈 BB 健康快樂成長，正

如爸媽為她取名所期望就是允祈所祈求的，天父會應允允祈。記念

嘉珩的傷口復原及新手爸媽的適應。 

4. 願神恩待記念身體抱恙的肢體與家人：劉嫦姊妹(甲狀腺指數高和貧

血)，簡源澤世伯(肝酵素高、胃潰瘍)，周姑娘(尾龍骨傷治療中)，葛

志揚世伯(將於 4 月初做膝蓋換骹手術)。 

5. 記念伯特利小組李悅陶姊妹(今屆 DSE 考生)：待考中的溫習，求主

賜她精神體力。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廖諾文先生 -- -- -- 

12/4 麥子強先生 -- -- -- 

19/4 林慶榮長老 -- -- -- 

26/4 鄭志興長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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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2020「扎根主裡，常存盼望！」，4 月學習重點：主為愛受難及復活勝

過死亡堅立新約，信徒當思念上面的事。 

2. 因應香港現時疫情仍未減退，教育局未宣佈何時復課，所以劉德學校

暫停借用禮堂及課室給教會聚會，亦為著託管中心的清潔防護及弟兄

姊妹安全的考慮，執事會經商討後決定以下安排：暫停 4 月份所有教

會實體聚會(包括團契聚會、教會祈禱會、星期日各主日聚會)，在這段

時間的 5/4、12/4、19/4 和 26/4 採用網上主日崇拜。 

3. 因疫情未明朗化，「30 周年感恩會」延期至 2021 年 7 月 4 日舉行，9/4

「受難節記念主聚會」取消，「藏於主蔭下」全教會退修日順延 14/6

舉行，17/5 懇親福音主日改於 23/8。 

4. 新一季主日學「帖撒羅尼迦前書」葉先生以 Zoom 網上形式進行(上午

10:00)，歡迎耶利米書同學及有興趣者上課；「路得記」雷姑娘以網上

錄播形式授課，歡迎家長班及基礎課程學員參與。 

5. 若肢體在生活或心靈上需要支援，或缺乏口罩等防疫物資，請隨時與

堂會的牧者或執事同工聯絡。 

6. 求主賜停課中的家長和學童有忍耐和喜樂安排每天的日程表。 

7. 求神幫助我們不鬆懈防疫工作，保護自己，愛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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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梁秀霞姑娘 -- -- -- 

12/4 雷靜儀姑娘 -- -- -- 

19/4 葉振璋先生 -- -- -- 

26/4 葉國麟先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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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原定 28/3(六)下午四時的派福音單張取消。 

2. 29/3「福音主日」改為平常的崇拜講道。 

3. 2/3 譚紹德執事的女兒出世，重 5.3 磅，取名譚允祈，母女平安，記

念嘉珩姊妹的康復及 BB 健康成長，為一對新手父母的適應禱告。 

4. 28/3 會友蔡自革弟兄於凌晨 3:30 安息主懷，記念太太及家人的心靈，

求主親自安慰。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5/4 鍾志球先生 岑沛亮 周燕如 黃民浩、陳美倫、余得米、蔡婉婷、陳海雅、楊恩琳 

12/4 林慶榮長老 吳志明 陳惠珠 黃偉揚、王翠霞、王麗琼、李土蓮、李笑麗、劉志敏 

19/4 袁仲輝先生 郭俊傑 袁宏毅 陳漢賢、何美齊、鄭淑賢、鄭佩琪、吳萼梟、黃雅麗 

26/4 陳帶娣姑娘 高颸祈 周燕如 黎日輝、陳瑞霞、何恩奇、劉小玲、袁宏獻、李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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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4 月 12 日復活節崇拜，講員：關惠如姑娘。當日有直播及後段有擘

餅時段。 

2. 共享抗疫物資行動：多謝弟兄姊妹送來的口罩，已轉交有需要的肢

體及附近街坊。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張雲開先生 楊偉山 -- -- 

12/4 關惠如姑娘 莫頌恒 黎曉心 -- 

19/4 鍾志球先生 邵宇清 劉穎明 -- 

26/4 鄭志興長老 尹明志 羅肇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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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教會第二季的主題是「追隨基督濡聖言」。鼓勵弟兄姊妹看重神的話，

重尋讀經的趣味。故此，4 月 12 日為「讀經主日」，特別邀請了「威

克里夫聖經翻譯會」的同工到來分享信息，藉此機會，弟兄姊妹可

以增加對聖經翻譯工作的了解。 

2. 雖然在疫情之下，生活都出現了不少限制，但是卻可以善用安靜的

時間，作有益身心靈的事情，多親近主，成為生命裡一段蒙恩的日

子，願主的平安(Shalom)常在各人心中。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十四 27) 

3. 求主賜教會仍能彼此守望，適切地作出應變的安排，本著在靈裡仍

然合一的心，透過互聯網的崇拜、團契，成為彼此間的連繫，互相

關心。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戴志遠先生 曹文康 張文珊 -- 

12/4 梁淑芬姑娘 高作雄 鍾詠珊 -- 

19/4 周素芬姑娘 溫健輝 梁淑恒 -- 

26/4 林慶榮長老 歐子敬 梁恩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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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5/4(日)為月首祈禱會，時間：10:00AM，崇拜：11:00AM。 

2. 25/4(六)下午 4:30 有 WeSTEP 大興邨派防疫物資行動，歡迎肢體參

與。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關惠如姑娘 敬拜隊 劉靄文、李俊賢 

12/4 潘智剛先生 敬拜隊 吳國威、蔡秀瑜 

19/4 鄭瑞邦先生 敬拜隊 陳綺玲、陳郁強 

26/4 劉麗梅姑娘 黃偉東 李戀欣 鄭富明、朱子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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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由於疫情的影響，雅比斯、少年小組及挪亞小組所有聚會暫停，直

至另行通知。 

2. 「一杯涼水」第二期關愛行動已完成，4 月將開展第三期關愛行動，

盼望將「愛心禮物」贈於未信主朋友及三彩街坊。 

3. 為疫情下所有學生在家能好好善用時間祈禱，也為今屆 DSE 生(子軒、

展浩、綺姍)祈禱，求主賜他們平安及智慧面對公開考試。 

4. 為擔任醫護的瑞平、彩汶、廣培、淑婷、菁菁祈禱，求主保護他們

在前線工作有平安。 

5. 為擔任老師的婉華、詠恩、秀芬、頌詩祈禱，求主賜智慧及能力應

付在疫情下繁重的工作。 

6. 李美湘姊妹與九龍灣堂家駿傳道將於 5 月 10 日(日)下午 3 時假學基

浸信會舉行婚禮，歡迎肢體出席觀禮，同證主恩主愛。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鄭志興長老 陳家駿傳道 -- -- 

12/4 馮啟榮牧師 鄧思維 -- -- 

19/4 陳家駿傳道 劉曙明 -- -- 

26/4 張雲開先生 黃炳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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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著疫情未減，暫停所有實體聚會至另行通知。 

2. 教會仍進行崇拜實時直播，早上 11:15 開始聚會，亦將崇拜錄影保留

至當天的晚上 10 時，請肢體按時參加網上崇拜。 

3. 4 月 5 日原為教會十五周年堂慶，現需要延期舉行。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趙雁婷姑娘 何浩華 李淑嫻 張兆坤 

12/4 陳帶娣姑娘 鄭健川 林嘉文 許清華 

19/4 戴志遠先生 梁鋕權 羅影儀 陳佳樂 

26/4 劉雅菲傳道 龔家毅 林嘉文 江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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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由於疫情持續，教會暫時不會恢復實體崇拜，請各肢體主日繼續留

在家中透過錄影網上崇拜，有新消息會盡快通知大家。 

2. 請記念各肢體在疫情中能依靠主得平安力量面對；也鼓勵各肢體繼

續積極參予各團組的 Zoom 相交和教會「愛中同行」計劃，在疫境

中互相勉勵同行。 

3. 哈該小組鄭瑞芬姊妹的父親鄭全忠先生於 8/3 安息主懷，安息禮已

於 28/3(六)上午 11 時在世界殯儀館明思堂舉行，隨即出殯到和合石

火葬場進行火葬儀式。請繼續記念家人的身體及心情。 

4. 哈該小組何永康弟兄的三哥何永文先生於 5/3 離世，喪禮將於年

1/4(三)下午 5 時在大圍寶福紀念館 4J 妙天堂設靈，沒有任何宗教儀

式；2/4(四)上午 10 時大殮、11 時辭靈，隨即出殯舉行火化禮。請

繼續記念家人心情。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黃鴻權先生 -- -- -- 

12/4 葉國麟先生 -- -- -- 

19/4 許桂華姑娘 -- -- -- 

26/4 鄭家輝牧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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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記念各肢體在疫情中各種的生活需要，求主保守我們身心靈平安，

天天跟從主行。又願疫情早日消退！ 

2. 約拿單團契溫志文弟兄(母會宣道會大澳堂)經與牧者交通後，加入成

為本堂會友。願我們在主的愛裏，一同成長、同心服侍祂！ 

3. 擘餅、崇拜、祈禱會聚會繼續以實時直播方式舉行，各肢體可在家

中透過網上連結，一同備心參與。 

4. 記念各團契肢體的相交生活，盼我們都多走一步，在限制中仍繼續

彼此分享分擔的關係。 

 

四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4 江慕慈姑娘 羅偉文 陳麗香 -- 

12/4 葉振璋先生 樂銘輝 張寶珠 -- 

19/4 何子雄先生 梁嘉輝 陳麗香 -- 

26/4 蔡寶絲姑娘 余冠華 張寶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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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轉自封底介紹文 

書名：翱翔的禱告(Where Your Treasure Is) 

作者：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出版：校園書房出版社（台北，2019年5月初版，209頁） 

簡介： 

禱告時總覺得神已讀不回？ 

公開禱告時，擔心「阿們」聲音太少， 

私下禱告時，喃喃自語，寂寞孤單覺得冷；  

如果能把真心話變成歌詞， 

或許更多基督徒想唱：多禱告，多有壓力…… 

為什麼禱告會變成這樣？畢德生說，因為我們只在乎自己，  

不只在人際關係中，我們習慣捍衛自我主張， 

追求自我利益； 

在禱告時，我們也忙著自怨自艾自憐， 

發出自以為義的審判。 

如果禱告有來有往： 

先讓神說，我們聽，再用言語或行為回應祂， 

禱告就會像美麗的萬花筒， 

鄰居、稅單、小花……都是其中的拼圖。 

詩篇作者就是這樣的禱告能手， 

他們向神的抱怨、哭訴一點兒也不少， 

但總能進入與神有來有往，含括萬物的奇妙禱告。 

在這本書中，畢德生以十一篇舊約詩篇，  

說明禱告的轉捩點，幫助禱告苦情者 

躍入包山包海的壯闊禱告中自在翱翔。 

 

47      4         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