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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絕望？〈末期的盼望〉 

何子雄先生 

引言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

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太 24:6) 

  上期會訊提及末世，原來聖經的末世是指耶穌在地上顯現及教會被

建立已進入末世了，即我們現已是在末世的年代，也必會經歷馬太福音

24 章所提及末世必會發生的事，民要攻打民，多處必有瘟疫、饑荒、

宗教逼害的事，主一早說明，目的是令我們有心理預備，不要過份驚恐，

反而要常作預備，等候主回來。 

聖經有另一不同的字眼是「末期」，「末期」有結束、中止及終結意

思，指世界終結的時候，當《太 24》所講的情況越來越多時，我們就

知世界的末期快到。今天我們不知怎樣看這終會完結的「世界」？很多

人感覺這世界真是很混亂，早前有一少年人在團契聚會中，帶領團友看

看世界的情況，一同為世界祈禱，我們看到環境被受污染，很多城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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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威、鎮壓、不公義的事，世界似乎步向越來越差的情況，我們不禁

問：「我們在這世界中是否已絕望？」但信徒若留意聖經預言世界末期

的情況時，會發現原來不是絕望，我們是充滿盼望的！ 

一.教會被提脫離歎息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

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

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 4:16-17) 

  在疫情中，流行了‘flycation’這詞彙，因很多人不能出境外遊，航

空公司推出境內航班服務，讓人可以在境內乘機，在空中及雲中穿梭旅

行；信徒今天也是困在令人歎息的肉身及世代中，我們可能感受很多無

奈的事情，但當世界的末了時，會出現教會被提的奇事（當然不同神學

家對被提的時間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說災前，有人說災中或災後或部份

被提，但篇幅所限，筆者未能詳細在文章討論），信主的人在一剎那間，

身體會改變，離開歎息的環境，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是好

得無比的事！ 

二.七年災難積極救人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

來，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

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但 12:1)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

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

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啟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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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期時，神會為混亂的世界預備了七年的大災難/艱難，按啟示

錄的次序會有七印、七號、七碗之災： 

1. 七印之災 

第一印 啟 6:1-2 白馬來到：得勝王者的來臨（可能是敵基督） 

第二印 啟 6:3-4 紅馬來到：爭戰仇殺的發生 

第三印 啟 6:5-6 黑馬來到：糧食短缺的出現 

第四印 啟 6:7-8 灰馬來到：陰府死門的打開（有刀劍、饑荒、

瘟疫） 

第五印 啟 6:9-11 受害聖徒的控告 

第六印 啟 6:12-14 天地挪移的驚變（地大震動、日月變色、星辰

墜落） 

第七印 啟 8:1-2 引進七號 

2. 七號之災 

第一號 啟 8:7 地受損：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 

第二號 啟 8:8-9 海受損：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第三號 啟 8:10-11 河受損：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蔯，就死了許

多人 

第四號 啟 8:12 天受損：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第五號 啟 9:1-12 肉身受苦：螫人蝗蟲從無底坑出來 

第六號 啟 9:13-15 死亡來臨：四位使者被釋放，要殺人的三分之

一 

第七號 啟 10:7 引進七碗：「神的奧秘」會完全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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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碗之災 

第一碗 啟 16:2 地有毒瘡：有獸記的人生毒瘡 

第二碗 啟 16:3 海變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碗 啟 16:4-7 河水變血：人所喝的是血，因他們曾殺聖徒與

先知 

第四碗 啟 16:8-9 日頭烤人：日頭能用火烤人 

第五碗 啟 16:10-11 黑暗之災：敵基督統治的國完全黑暗了 

第六碗 啟 16:12-14 預備爭戰：河會乾，預備道路給眾王來聚集爭

戰 

第七碗 啟 16:17-19 成了表徵：利害地震、極重雹子、大城傾覆   

之後引進最後階段──主再回來，刑罰一切仇

敵，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酢。 

 

  末後災難的目的是為以色列民而設的，他們在末時有很多人仍未歸

向基督，所以神藉此災難煉淨他們，叫他們最終全家求告神，以至全家

得救，引進永義。而另外目的是要審判世人，因地上的人充滿了罪惡，

神要在大災難中，向他們傾盡忿怒，審判他們，當然神也渴望他們在警

戒中悔改，但可惜他們不悔改。 

  聖經形容在災情中不悔改的人，他們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我曾

與弟兄姊妹分享若我們的家人及朋友在教會被提前仍未信主，他們會在

災難中受極大的痛苦，所以我鼓勵肢體們趁著白日，積極帶身邊的人信

主，否則他們有一天可能在災難期中，面對百般的痛苦！ 

三.基督再來公義彰顯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

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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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啟

19:11-12) 

聖經提及災情的尾聲，公義的基督會親自從天降臨在地上。最近有

肢體在聚會中分享社會很多不公義之事，有時她會感到很無奈，因為不

知可作什麼，自己也查不到真相，的確人的公義有很多限制，有人說自

己有公義，但他平時的生活表現卻沒有義；有人生命有公義，但沒有公

義的鑑察力，不能認清真相；有人看到真相也有公義，卻沒有權力執行

公義審判。 

但基督卻不同，祂是穿白衣，代表祂的生命是聖潔無不義；祂的眼

睛如火焰代表祂能鑑察一切，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祂戴著許多冠冕代表

祂有權柄，祂回來時會用祂口中出來的劍擊殺不義的人，在地上執行公

義的審判！所以即或我們對某些應執行公義的掌權者失望，我們也不會

對主失主望，祂終會回來，彰顯真正完全的公義！ 

四.千年國度神是可信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

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

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 神。」(創 17:5-7)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

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

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

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 20:4) 

  當主再臨大地後，祂會建立一個一千年的地上國度，信徒會與主作

王一千年，而千年國度對以色列人來說是重要事情，因神曾應許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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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亞伯拉罕，他的後裔有地土、有國度及有永遠的君王，神在末後的

千年國度中兌現，基督必在屬神的國中作永遠的君王。對今天的基督徒

來說，也是重要的事，因我們從禧年國中看到神是信實的，縱然以色列

人有很多敗壞，但神對他們的應許終不改變，我們也是一樣，信主後仍

有很多軟弱，但我們縱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值得我們一生信賴！ 

五.新天新地終極盼望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

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

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啟 21:1-2) 

  千年國度後，神會創造一個新天新地，神親自與人同住，作他們的

神，人擁有永恆的新生命，再沒有死亡、眼淚、痛苦，一切都更新了！

在這一、兩年，我們看到整個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產生很難修補的撕

裂，有一些肢體來到神家中，為社會的事情流淚，疫情也帶來不少人對

身體可能受感染產生恐慌。 

  但新天新地是我們信徒終極的盼望，將來的天地中不再有撕裂、疾

病痛苦的事，最重要是我們能見到我們一直等待的主，這是無數基督徒

渴望的事！或許今天混亂的世代中，人會感

到失望與絕望，但當我們在聖經中看到末期

的內容時，我們會感到原來將來是可以充滿

積極與盼望的，我們也可以好像使徒約翰一

樣說：願主快來！我們可以同心在地上遵行

祂的旨意，為主作美好見證，等待祂回來建

立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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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右手」的理解 

「……這兒子，神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神又藉着他創造了世界。

他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真像，他用自己有能力的話語托住萬有。

他完成了潔淨罪惡的工作，就坐在高天威榮者的右邊。」（來一 2 下-3） 

在古代世界，手有其象徵意義。人們相信，手不是施予恩惠，就

是宣告懲罰。此外，手代表個人的權威，是將人的意欲執行出來的工具。

右手更為特別，有兩個原因：第一，左手普遍被認為是用於衞生目的，

因此不及另一隻手那麼受重視。第二，大多數人都慣用右手，所以右手

被認為先天更有力量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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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右手在身體上地位特殊，因此也就被賦予重要的喻意，通常

表達祝福、團契和安慰（例：創四十八 18）。至於潔淨禮儀的某些動

作，以及亞倫家族的祭司職分所作的按手禮，都使用右手或在右手邊進

行（出二十九 20；利十四 16）。在司法程序中，人用右手起誓，因為

右手代表他的性情、意志和行為。在文學著作中，右手象徵了一個君王

或神明的個性和事蹟。至於在希伯來聖經，右手則代表神的大能及對子

民的供應（詩六十 5，一一八 16）。 

坐在掌權者或主人的右邊，意味着享有高度的榮譽。這個位置本

身被視為在位者擁有權柄和權威的指標。在現代英文諺語中，「坐在王

的右邊」表示這人是王的「得力助手」（right-hand man），即王權的

主要代理人，替王執行最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坐在右邊」表示中

心人物跟得到這份榮譽的人之間的情誼。聖經多次描述耶穌基督永恆地

坐在父神的右邊，詳見：詩一一〇1；徒二 33-35，五 31；羅八 34；弗

一 20；西三 1；來一 3、13，八 1，十 12，十二 2；彼前三 22。 

 

摘錄自《聖經•考古研讀版》〈古人對「右手」的理解〉(暫譯) 

承蒙「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允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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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本年 1/11(日)的「事奉人員交通會」改於下午 2:30 以直播形式舉行，

各堂事奉人員請於所屬堂會集合參與。 

2. 本年度的「浸禮」因疫情緣故，未能使用觀塘浸信會的浸池，各堂有

以下改動： 

堂會 舉行日期 形式 受浸/受洗肢體 

紅磡 15/11 下午 2:30 浸禮 王顯基弟兄、黃婉曦姊妹、陳力柔姊妹 

深水埗 1/11 崇拜後 灑禮 譚愛蓮姊妹、張佩玲姊妹 

寶林 22/11 崇拜內 灑禮 朱素梅姊妹、劉婉玲姊妹、李蔚玲姊妹 

華明 22/11 崇拜內 灑禮 何恩奇弟兄 

翠屏 1/11 崇拜內 灑禮 楊振新弟兄、梁錦安弟兄 

沙田 1/11 崇拜內 灑禮 林嘉怡姊妹 

屯門 25/10 浸禮 陳凱程弟兄 

九龍灣 22/11 下午 2:30 浸禮 李婉君姊妹、黃嘉敏姊妹、黃健菁姊妹 

逸東 8/11 下午 2:00 灑禮 
陳佳佳弟兄、梁郁承弟兄、 

連宗正弟兄、古運香姊妹、鄧凱珊姊妹 

石硤尾 8/11 下午 2:30 浸禮 劉凌霄姊妹 

3. 本年度的聯堂培靈會定於 11 月 13-14

日(五、六)晚上 7:30 舉行，主題為「那

榮耀的王是誰呢？」，講員為莫鉅智博

士(牧職神學院副教務長)。聚會將作網

上直播，請弟兄姊妹留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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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謝神為翠屏堂預備新傳道—吳庭鋒先生，吳先生將於 1/12 履新，請

記念其適應和服事。 

5. 第二屆「天國特工隊」日營(由香港

短宣中心主辦，本會為協辦單位之

一)定於 12月 25-26日(五、六)舉行，

詳情如下： 

 時間：上午 9:00-下午 5:00 

 地點：沐恩浸信會(大角咀杉樹

街 2-16 號金基大樓 3 樓 C 座) 

 佈道社區：大角咀 

 對象：以家庭為單位(其中一位

家長為基督徒，攜同小五至中二

子女出席) 

 內容：親子崇拜、社區導賞遊、

生命至激想攤位遊戲、福音探訪

等 

 費用：每位$200 

 截止報名日期：12 月 4 日(五) 

請向所屬堂會的教牧報名。 

6. 寶林堂葉國麟先生因照顧家庭緣故，由 11 月起轉為半職傳道，請為

葉先生有強健身心靈照顧患病太太代禱。 

7. 大埔堂許桂華姑娘因手術後需要較長時間休養，獲董事會同意於11-12

月停薪留職，請記念許姑娘能在休息後全然康復。 

8. 大埔堂黃鴻權先生(半職傳道)及石硤尾堂蔡寶絲姑娘(半職傳道)已向

教會請辭，將於 12 月底離任，謹在此向黃先生和蔡姑娘過去盡心的

服事致謝，願神恩領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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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堂會已於 9 月 27 日恢復實體崇拜，同步有網上直播崇拜，主日學

已於 10 月 4 日恢復實體，兒童主日學和少年主日學已於 10 月 11 日

恢復實體。 

2. 11-12 月主日學：「召命人生」。 

3. 11 月開始恢復 9:00am 擘餅聚會。 

4. 堂會於 4/11(三)、18/11(三) 8:30pm 有 Zoom 祈禱會。 

5. 11 月 15 日 2:30pm 有堂會浸禮，同步有網上直播，本年度受浸肢體：

王顯基、黃婉曦、陳力柔。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1/11 鄭嘉慧姑娘 陳銘康 鄧思恆 沙⽇星、鍾麗紅、余綺娜 

8/11 鄭志興長老 粱衛存 馮潔嘉 吳兆昌、羅慧嬋、李御菱 

15/11 蔡靜儀姑娘 余耀忠 吳卓怡 陳振雄、容淑玲、陳⼒柔 

22/11 梁美心姑娘 陳新源 余詩敏 王顯基、蘇潔貞、許廓雯 

29/11 鄭佑生牧師 尹國威 鄧思恆 馮文光、葉素敏、李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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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1月 1日為受浸見證主日，有譚愛蓮姊妹和張佩玲姊妹進行灑水禮，

願我們同頌主恩。 

2. 星期三晚祈禱會： 

 11/11 社區關懷+重聚日安排 

 25/11 聯堂的五年計劃與崇拜更新 

3. 11 月 15 日為靈修主日，願我們更重視靈修生活與靈命成長。 

4. 11 月 29 日為差傳主日，願我們認識世界的福音需要，胸懷普世。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直播 

1/11 雷露珊姑娘 高永健 李詩蔓 白偉煒 

8/11 林慶榮長老 陳建良 黎可欣 劉希程 

15/11 賴瑞娟姑娘 雷姑娘 李詩蔓 黃智榮 

22/11 關惠如姑娘 鄺健滔 黃秀娟 白偉煒 

29/11 羅志成牧師 羅知行 康慧敏 劉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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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教會祈禱會新安排：除了發放 Whatsapp 版「祈禱之訊」外，已從 10

月 14 日起，逢週三晚上 8:30，教會實體祈禱會和 zoom 視像同步進

行。願更多弟兄姊妹同心一起禱告，更深經歷神。 

2. 為執事會籌備 2021 年行事曆及事奉人員安排，願這家每一份子獻上

更美的服事，事奉的祭壇越燒越旺禱告。 

3. 尼西團團友周麗琼姊妹的媽媽趙順甜女士於十月中因病離世，喪禮

定於 11 月 2 日(一)在世界殯儀館 201 房守夜，翌日(二)上午 11 時出

殯，於哥連臣角火葬場火葬，家人以無宗教儀式舉行喪禮。願主記

念、安慰麗琼、德賢、睿朗及家人。 

4. 因應疫情，原定今年 12 月 23-29 日的台灣訪宣團(台灣屏東)已經延

期至明年舉辦。請各位留意，並請預留時間明年報名參與。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11 周素芬姑娘 李紹良 朱寳瑤 林耀紅、李悅陶、曾俊賢 

8/11 莫鉅智博士 馬振全 方  娜 鍾玉燕、洪  逸、葛柏川 

15/11 雷靜儀姑娘 洪錦吉 林寶然 黃振聲、冼卓謙、譚志成 

22/11 海倫宣教士 楊志聰 李雋然 余漢偉、蔡潔雲、黎曉雯 

29/11 周素芬姑娘 黃旭榮 方  娜 鄧夢娜、林莉凱、林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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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11 有聯堂會訊及寶林堂月首祈禱會。 

2. 1/11為「聯堂事奉人員交通會」，請收到邀請信的事奉者於當天下午2:30

留於寶林託管中心以直播的形式參與！ 

3. 15/11 有教會執事會，請記念神家在主裡的增長。 

4. 22/11 為寶林堂是年浸禮的日期，將以灑禮形式於崇拜後下午

12:45-1:15 在託管中心舉行，由葉先生為哈拿小組朱素梅姊妹、波阿斯

團契劉婉玲姊妹及基利心團契李蔚玲姊妹灑禮。願此聚會激勵信徒，

未信親友見證三位肢體在主裡的生命改變，榮耀歸至高獨一的真神。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11 林慶榮長老 鄭禮豪 劉曉恩 李俊傑 

8/11 雷靜儀姑娘 袁容輝 范樂欣 黃燕芳 

15/11 周素芬姑娘 蔡德俊 袁敬樂 黃惠蘭 

22/11 葉國麟先生 陳元輝 范樂欣 黎美惠 

29/11 林日昇牧師 劉家強 劉曉恩 彭漢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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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5/11(日)俄巴底亞團契袁宏毅弟兄與羅婉羚姊妹於下午三時正假

宣道會錦繡堂舉行婚禮，誠邀大家出席，共證婚盟。 

2. 22/11(日)浸禮於本堂崇拜時段內，以灑水禮形式舉行，受洗肢體是

俄巴底亞團契的何恩奇弟兄，榮耀頌讚歸與神。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1/11 梁景賢先生 何永超 周燕如 — 

8/11 鍾志球先生 高颸祈 陳惠珠 — 

15/11 雷露珊姑娘 林創銳 周燕如  

22/11 陳帶娣姑娘 黎國泰 陳惠珠 — 

29/11 鄭瑞邦先生  岑沛亮  周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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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11 崇拜後段為梁錦安弟兄及楊振新弟兄進行灑水禮，一同將榮耀

歸給父神。 

2. 15/11 有翠屏堂肢體交通會，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同為神家守

望。 

3. 6/12 感恩主日，崇拜後段有述恩時間，歡迎弟兄姊妹預備，一同分

享神的恩典。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11 賴瑞娟姑娘 莫頌恆 郭伊莉 李滿榮、林綺萌 

8/11 陳帶娣姑娘 邵宇清 劉穎明 李滿榮、林麗珊 

15/11 賴偉業先生 尹明志 黎曉心 李滿榮、周楚成 

22/11 廖諾文先生 楊偉山 羅肇恩 李滿榮、郭小紅 

29/11 梁國強先生 
梁廣煒 

領詩：王曉詩 

 

( 

 

 

 

朱寶瑤 李滿榮、張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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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考慮疫情風險，今年浸禮改為在堂會以水禮形式進行，日期為 1/11

「主日崇拜暨灑水禮」，受洗肢體為林嘉怡姊妹，盼望各弟兄姊妹

備心出席，同證主恩。 

2. 沙田堂 20 周年堂慶定於 20/12 舉行，主題為 20+。現開始為感恩年

刊徵稿，主題可圍繞以下其中一項： 

 義—因信稱義(信仰上的成長，得救的經歷) 

 拾—重拾/溫在教會中經歷的難忘溫馨事件 

 加—對教會未來的期盼/展望 

截稿日期為 14/11，弟兄姊妹可交文字稿或交相片配以短句。 

3. 本堂將於 2021 年 1 月逢主日上午 10:15-12:30 開辦 Awana 營隊：小

熊營 Cubbies(K1-K2)、火花營 Sparks(K3-P2)、見習真理奇兵隊 T&T 

(P3-P6)、旅途 Trek(F1-F3)，已開始接受報名。 

4. 15/11 為「差傳主日」，請肢體踴躍出席，一同關心神國需要。 

5. 路得團契於 28/11(六)下午 3:00 舉行「第 15 屆感恩會」，鼓勵弟兄

姊妹帶備感恩的心出席，讓主得榮耀！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11 戴志遠先生 黃遠訊 梁淑恒 蘇婉雯、倪家翠 

8/11 何子雄先生 温健輝 張文珊 姚嘉儀、盧詠茜 

15/11 余峻民傳道 曹文康 梁恩能 蔡宛姍、羅桂芬 

22/11 葉振璋先生 歐子敬 鍾詠珊 曾智聰、潘淑珍 

29/11 鄭家輝牧師 劉安傑 張文珊 謝世豪、陳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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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感謝神的帶領，1/11/2020 為屯門堂 19 周年堂慶，求主繼續帶領屯

門堂的方向，願神得著最高的榮耀。 

2. 屯門堂現推薦董妙儀為屯門堂的執事，如有諮詢，請與傳道同工聯

繫。 

3. 哥轄團契吳國威弟兄及黎劍澄姊妹於 2020年 11月 8日下午 3:00假

洪水橋靈糧堂舉行結婚典禮。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11 關惠如姑娘 敬拜隊 吳國威 

8/11 鄭瑞邦先生 敬拜隊 朱子穎 

15/11 韓浩揚先生 敬拜隊 鄭富明 

22/11 劉麗梅姑娘 韓浩揚先生 李戀欣 練鳳儀 

29/11 張信言先生 敬拜隊 陳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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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灣堂 11 月將繼續逐步開放主日聚會及擘餅聚會（同步直播）；每主日優

先開放給無 wifi 或數據較少的肢體及挪亞小組，其次安排不同團組出席

如下： 

 1/11  事奉人員+少年小組+姊妹小組      

 8/11  加略+以勒+無團組人士 

 15/11 沙龍+彼得+姊妹小組             

 22/11 沙龍+加略+彼得 

 29/11 以勒+少年小組+無團組人士 

2. 1/11 為事奉主日，講員為潘智剛先生，願主賜福及使用信息。 

3. 灣堂浸禮將於 22/11(日)2:30-4:00pm 假觀塘平安福音堂(暫定)舉行，記

念及祝賀受浸肢體黃嘉敏、黃健菁及李婉君姊妹。另外，李旺桂弟兄將

於當日在灣堂崇拜後接受灑水禮，記念灣堂各項安排。 

4. 29/11(日)月禱會於崇拜後 2:30-3:30pm 用 zoom 直接收看領蜜宣教士分

享及祈禱，鼓勵關心宣教士的肢體一同參與守望。 

5. 有關崇拜主席訓練課程，講師：李秋霞姑娘(主辦：基督教宣道會大埔

堂、協辦：信望愛堂)，時間：逢週二晚 8:15-9:30pm，Zoom 上課日期：

10/11、17/11、24/11 及實體課：1/12(九龍灣堂)，請已被邀請參與的弟

兄姊妹準時出席。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 防疫 

1/11 潘智剛先生 謝杰華 潘詠恩 潘妙儀、黃嘉敏 

8/11 梁國強先生 陳家駿傳道 潘頌詩 鍾玉霞、雷詩敏 

15/11 梁秀霞姑娘 楊約瑟 饒皓蓉 劉婉雲、曹玉華 

22/11 林慶榮長老 劉曙明 潘詠恩 張月娥、譚廣賢 

29/11＊@ 陳家駿傳道 鄭志康 潘頌詩 梁雪馨、羅惠貞 
 

 

＊月禱會 @同步有青少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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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實體崇拜名額 50 位(不包括事奉人員)，同時仍進行實時直播。 

2. 實體擘餅聚會於早上 10:00-10:40 舉行，名額 20 位。 

3. 團契及小組實體聚會全面恢復。 

4. 洗禮聚會定於 11 月 8 日(日)下午 2:00-3:15，名額 50 位，設現場直

播。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11 趙雁婷姑娘 梁鋕權 羅影儀 吳道道 

8/11 梁秀霞姑娘 何廣達 李淑嫻 馬愛蓮 

15/11 林慶榮長老 何浩華 王思婷 譚柱光 

22/11 潘細寶傳道 譚海章 林嘉文 江金容 

29/11 蔡靜儀姑娘 龔家毅 羅影儀 何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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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感恩執事會已通過 2021 年的牧養方向及全年計劃。負責肢體將於

11 月 15 日的受浸肢體交通會講解計劃的目標及內容。鼓勵大家踴

躍出席及禱告記念！ 

2. 感謝神！執事會已通過馬提亞團契梁英儀姊妹成為大埔堂的同工。

姊妹經禱告及考慮後，願意接受教會的邀請成為信徒領袖。願主賜

福及使用姊妹的服侍。 

3. 大埔堂的租約在本年 10 月底到期。請記念負責肢體與業主磋商新

一年租約的結果，因業主只肯凍租一年，估計一年後便會加租。請

肢體切切禱告記念教會未來的發展方向！ 

4. 馬提亞團契陳啟豪弟兄一家已於 10 月 23 日前赴加拿大進修，請禱

告記念他們一家的適應。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簡報 

1/11 黃鴻權先生 周錦明 梁思進 陳  琳 張  俊 

8/11 劉麗梅姑娘 謝世傑 羅芷欣 周詠琳 莫梓侖 

15/11 李健壕先生 馬子堅 梁英儀 陳素嬌 歐展翱 

22/11 
(差傳主日) 

楊婉華姑娘 
何啟忠 梁思昊 王楚欣 張  俊 

29/11 黃鴻權先生 梁思昊 梁思進 鄭瑞芬 莫梓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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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加利利團契劉凌霄姊妹將於11月8日下午2:30於本堂接受灑禮，歸入

主名，願主得著榮耀！ 

2. 約拿單團契樂銘輝弟兄、沈嘉文姊妹於10月2日喜蒙主賜千金，母

女平安。 

3. 少年「摘星計劃」(興趣班及團契)及兒童聚會已逐步回復實體聚會，

記念各服侍肢體及同學的適應。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 

1/11 葉振璋先生 梁嘉輝 陳麗香 楊佳惠、羅永發 

8/11 陳愛卿姑娘 林耀文 張寶珠 顏雲詩、黃展玲 

15/11 曾珮珊姑娘 莫少文 李炎敏 陳樹洪、林耀文 

22/11 蔡寶絲姑娘 譚錫雄 陳麗香 葉映蘭、蘇子頌 

29/11 雷露珊姑娘 梁家幫 張寶珠 馮淑燕、杜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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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秀霞姑娘 

書名：你可以選擇的喜樂 
(Choose Joy: Because Happiness Isn’t Enough) 

作者：華凱怡(Kay Warren) 

譯者：莫華、黃梓恩 

出版：方舟機構有限公司（香港，2018 年 1 月初版，277 頁） 

簡介： 

本書是華理克牧師的太太（華凱

怡）所著。華凱怡師母認為一般人在

平穩安順的日子，在美夢成真的時刻，

在我們心花怒放的瞬間，喜樂自然湧

現。但在生命低谷的時候呢？當諸事

不順、生命快要崩潰、神又靜默無言、

你感到孤單無助的時候，又怎樣呢？

在這些時刻，喜樂又從何談起呢？ 

不論你目前正處於什麼境況，知

名作家和基督教領袖華凱怡要用此

書與你分享她親身經歷喜樂的途徑，

這喜樂會滿足你心靈的需要。 

喜樂比快樂更深邃，比一時的興

奮更持久。比任何叫人高興或興奮的

事更使你感到滿足。喜樂是從神而來……；今天，你就可以擁有它！ 

筆者在疫情下推介此書，是因為深信日光之下無新事，人生是虛空，

總會經歷人生高高低低，這是必然的事，然而我們如何在世紀疫情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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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患難中，仍能保持或尋回基督徒應有的生命特質—喜樂，去吸引或

影響別人的生命？此書讓我們找到答案。 

此書特別之處是，作者親身經歷過大小的苦難，是以過來人身份與

人分享如何實踐喜樂，而令筆者最得幫助的，是作者為喜樂作出了中肯

及有力的定義，「喜樂是堅定地相信上帝掌管我們生命的所有細節，鎮

靜地信任上帝最終會使一切成為美好，並且定意選擇凡事都讚美祂。」 

還有，很多具體實踐「喜樂」的秘訣，值得學習。 

弟兄姊妹，「喜樂」原來是可以選擇……如何選擇，在乎你是否願

意打開此書？行出第一步。 

盼望在主耶穌將回來之時，此書能成為弟兄姊妹的提醒及裝備。讓

我們尋回「喜樂」的生命特質，藉此見證榮耀我們永遠得勝的主耶穌基

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