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家庭崇拜

2021 年 4 月 17 日

主日崇拜

2021 年 4 月 18 日

───────────────────────────────────────────────

靈裡互勉

共建神家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
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 章 2 - 3 節》
───────────────────────────────────────────────

溫馨提示：







請準時安靜入座，關掉響鬧裝置，預備心靈誠實敬拜神。
請盡量使用較前及靠中間座位，更專注地親近主。
身體不適或長者，可不須隨眾站立。
若崇拜進行而正在祈禱，請在禮堂後方安靜，等候司事引領入座。
為尊重神及有美好的見證，敬請在整個崇拜完成後才離開。

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1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李鄧天恩姊妹
祈禱 -----------------------------------------------------------主席
講道 -------------------------- 初心 -------------------- 陸國慶先生
希伯來書 3:1 - 6
奉獻 -----------------------------------------------------------眾坐
聖餐 ---------------------------------------------------- 陳永輝牧師
報告 ---------------------------------------------------- 陳永輝牧師
彼此祝福 -------------------- 願您平安 ------------------ 陳永輝牧師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我的主真的愛您。

～ 分組 ～

Awana 家長請留意分組後到各營導師指定地點接回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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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祢成就救恩】(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曲：Larry Hung
是祢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祢是王。

詞：朱浩廉)

【平安】（(版權：同心圓 曲、詞：馬啟邦）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祢讓我站穩，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永在我旁，祢杖祢竿都安慰我。
主，祢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也不用膽怯。
主，祢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

希伯來書 3:1 - 6(新漢語譯本)
3:1 所以，同蒙天上呼召的聖潔弟兄們啊，你們要思想我們所宣認
為使徒、為大祭司的耶穌。
3:2 他對那委派他的盡忠，正如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3:3 因為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榮耀，就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本
身配得更大的尊榮一樣。
3:4 因為每所房屋都是人造的，但萬有卻是神造的。
3:5 摩西作為僕人，在神的全家盡忠，為將來要宣講的事作見證；
3:6 但基督作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真的持守坦然無懼的心
，以及因盼望而有的誇耀，就是他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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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1 年 4 月 18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詩篇 150:1,6 ---------- 主席：李鄧天恩姊妹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
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祂！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歌敬拜 ---------------------------------------------------------------- 李鄧天恩姊妹
祈禱 ------------------------------------------------------------------------------------ 主席
讀經 ----------------------------- 希伯來書3：12-15 ----------------------------- 主席
講道 ---------------------------------- 信靠堅固------------------------- 甘家勇牧師
回應詩歌 ------------------------------主若是 ------------------------------------- 眾立
奉獻 ------------------------------------------------------------------------------------ 眾坐
家事報告 ------------------------------------------------------------------- 甘家勇牧師
彼此祝福 ----------------------------願您平安 ------------------------- 甘家勇牧師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我的主真的愛您。

讚美詩-------------------------- 生命聖詩第535首 ----------------------------- 眾立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牧禱及祝福 ---------------------------------------------------------------- 甘家勇牧師
～默禱‧散會～
兒童主日學家長崇拜後請到以下地點接回子女：
小學級：二樓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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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級：一樓課室

詩歌敬拜
【祢成就救恩】(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曲：Larry Hung 詞：朱浩廉)
是祢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祢是王。
【大祭司】（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大祭司打開幔子的阻隔，今進主的聖殿屈膝敬拜，
頌讚天國君，為救贖靈魂，一次將心獻奉捨己獻祭。
讚美你成就，完美聖潔活祭，恩典永存赦罪大能力。
大祭司打開幔子的阻隔，今進主的聖殿屈膝敬拜，
頌讚天國君，為救贖靈魂，一次將心獻奉捨己獻祭。
【唯獨在基督裡】（In Christ Alone）
（版權： Thankyou Music

曲：Keith & Kristyn Getty

粵譯：甄燕鳴）

1. 重拾冀盼，全賴救主，恩光帶動歌聲處處。
磐石蔭庇，平地建基，安穩過渡急風冷雨。
投入愛海，沖去抖震；平息紛爭，安慰在神。
全賴有祢，長住我心，堅守佇立基督愛裡。
2. 唯獨有祢，奇妙聖嬰，生於世上紆尊降貴。
仁義厚愛，常被看輕，多少背叛多少設計。
嘗盡痛苦，主已被埋；神的震怒，終於消解。
從沒過錯，承受惡果，基督替代釘死救我。
3. 墳墓葬了，沉睡救主，真光領域漆黑進駐。
時候到了，榮耀那刻，基督兌現新生轉化。
成就救恩，得勝滅亡；邪惡勢力，不再捆綁。
曾付重價，原是救主，清洗我罪於寶血裡。
4. 前事已過，期望永生，今生帶着基督記印。
人在世界，靈內革新，天天仰望恩主帶引。
仇敵惡魔，奸詐陰險；毋須慌張，恩友在前。
榮耀確據，燃動信心，單單仰賴基督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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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版權：同心圓

曲、詞：馬啟邦）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你讓我站穩，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永在我旁，你杖你竿都安慰我。
主，你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也不用膽怯。
主，你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

回應詩：【主若是】
(詩集：天人短歌，18)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綠葉一片，
主與我心心相印，緊緊的以愛結連。
任憑是風狂雨暴，同甘苦朝夕相見，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綠葉一片。
主若是一首詩詞，我就是愛的音樂，
跳躍著高聲歡唱，像一隻晨鳥清歌。
主與我此唱彼和，心靈間默契配合，
主若是一首詩詞，我就是愛的音樂。
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陽，
祂熱情十架大愛，感動我鐵石心腸。
但願我溶為溪水，直流到主愛海洋，
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陽。
我若是一塊荒地，主就是及時甘霖，
祂的恩沛然下降，滋潤我乾渴的心。
我不再白佔土地，開花結果扎根深，
我若是一塊荒地，主就是及時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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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信靠堅固
經文：希伯來書 3：12-15

講員：甘家勇牧師

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
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3: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
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3: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3:15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
發怒的日子一樣。」
神透過信息，提醒我需要改變的有：

我向神感謝的有：

我向神祈禱的有：

~7~

家事報告
1.

本主日陳永輝牧師往豐盛堂崇拜證道，請代禱記念。

2.

感恩本堂恢復在學校禮堂進行實體崇拜，為防疫緣故有以下温馨
提示：
 請提早15分鐘經2號閘到場量體溫、填寫聚會登記表、保持社
交距離、全程配戴口罩。
 因保持距離關係，崇拜程序只派發給有需要者，請弟兄姊妹於
崇拜前在教會網站下載程序表備用。
 教會於崇拜開始後閘門關閉時間：
 週六崇拜下午4:00開始，閘門將於下午4:15關閉。
 主日崇拜上午10:30開始，閘門將於上午10:45關閉。
敬請預早到場，安靜等候，敬拜上帝。
 為防疫需要(消毒及清潔場地)請弟兄姊妹留意參與聚會後不要
在教會逗留太久，並留意以下聚會後的關閘時間，如當天需再
次進入教會請聯絡各組聚會負責人。
 週六：下午5:45
 主日：崇拜後30分鐘
多謝合作！

3.

因應學校停車場大閘(4號閘)已改裝成為電閘，聚會前如已登記泊
車之弟兄姊妹需泊車而閘門未開，請致電教會辦公室2633 5113開
啟電閘。
 另請留意 電閘在開啟時請勿靠近，以免影響電閘操作。
 並懇請 切勿用手推動電閘以免損毀。敬請留意！

4.

週三晨禱會將於4月21日早上8:30以網上Zoom方式進行。有意參加
者請留意在各成人小組發送之連結或聯絡教會同工。

5.

2021年第二季主日學於4月11日(上主日) - 6月27日(共12課)研讀希
伯來書，導師為陳永輝牧師，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新參加者報名
方法：
i. 填寫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oxmB8BuatuiDvrz36
ii. 在鞍盛堂WhatsApp廣播電話：5571 7720 提交「中文姓名」及
註明「申請主日學報名」如有查詢請致電教會：2633 5113
~8~

2021受苦節默想崇拜，現已可足本重温，歡迎弟兄姊妹到本堂網
站重温默想，與主親近！

6.

https://www.onshingchurch.org.hk/2021年4月2日受苦節默想崇拜重溫
7.

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 (DSE) 將於4月23日起開考。求主保守應屆考生
們能有健壯的身心靈面對考試，並堅固他們的信心，讓他們在困難
中專心仰望主，盡忠地預備和完成考試。本堂考生包括：
司徒智仁、林冠朗、林家杰、梁珮姿、許家澄、植慧晴、
黃舒琳、練昊林、羅嘉樂和蘇清悠，讓我們同心以禱告和愛守望他
們！

8.

本堂現招募青年人參與「暑期福音大使計劃」。計劃旨在培訓青少
年領袖，透過參與教會的日常運作，學習籌備和帶領暑期活動，期
望發揮恩賜，讓上帝使用他們一生成為福音大使。有意參加者須於
5月23日前遞交申請表格，並接受面試和甄選。查詢詳情或索取申
請表，可到司事枱或聯絡李婷婷傳道。

9.

G-Power Youth Summer Camp 2021 - CAMP ANYWHERE 將於 8月13 - 15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每日下午2:00 至 晚上10:00 舉行。內容包括
線上及實體團隊建立遊戲、競技活動、真⼈ SHOW、佈道晚會。對
象為升中一至應屆DSE學生。費用每位$220，獲政府全額書簿津貼
或綜援學生每位$150。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李婷婷傳道。

10.

上週六(4月10日)崇拜獻金：

奉獻
週六獻金(獻金袋)

款項($)
490.00

奉獻
福音發展儲備
合共：

款項($)
2,000.00
2,490.00

11. 上主日(4月11日)崇拜獻金：
奉獻
主日獻金(獻金袋)
常費獻金
慈惠獻金
感恩獻金

款項($)
4,384.50
25,619.10
1,100.00
800.00

奉獻
福音發展儲備
SUN青少年聚會獻金
信實班獻金
其他奉獻：安息禮奉獻

款項($)
1,200.00
156.40
75.00
20,000.00
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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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04.00

豐盛堂遷堂代禱事項

1. 遷堂後的事工方向：延續辦學傳福音、拓展社區福音工作。
2. 探索在學校以外租或買一個可開小組或作辦公室的地方。
3. 舉 辦 遷 堂 籌 款 ， 目 標 是 50 萬 元 或 以 上 ， 籌 款 方 式 包 括 ：
恆常奉獻、步行籌款、義賣活動等。
4. 預計2021年6月底教育局把修葺好的新校舍給學校，而學校及教
會可7月進場裝修，9月啟用。

環球宣愛協會消息
環球宣愛協會(AGS)代禱事項：
 袁國傑傳道於4月1日開始擔任協會的署理總幹事，求主加添他
智慧和能力，保守及帶領他與家人一起同心事主。
 國際同工委員會會議將於4月10日舉行，願各委員都跟隨聖靈的
感動而行，使協會能夠在招募和關心國際同工的服侍上忠心。
 月禱會將於4月13日晚上7時45分舉行，主題是
塞內加爾的事工分享，設有網上直播，求主讓
當晚祈禱會能順利進行，參加者能被激勵並參
加服侍。
 協會訂於5月1日遷往長沙灣道650號中國船舶大廈，由4月28日
至5月4日為物品執拾期，在此期間辦公室只能作有限度運作，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求主保守整個搬遷過程順利，並能在新
辦公室繼續有更好的服侍。
有關環球宣愛協會的最新資訊及代禱事項，請參閱
環球宣愛協會網頁：https://www.alliancegs.org
或下載協會 Apps：Alliance Global Serve 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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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詩篇 62 篇 5-8 節)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動搖。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哥林多前書 2 章 9-10 節)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1. 為敬拜讚美的生命禱告
配受敬拜的主！我們受造原是為敬拜讚美祢。踏入四月份，感謝祢讓教會恢復實體崇拜及各項聚會，
我們都珍視信仰群體的聚集。願我們的心滿載上帝美善的話語，我們的口時常發出頌讚的言詞，我
們的生命能榮耀上帝的名。求主帶領鞍盛家，常用讚美的言語將祢的榮耀發明，以感恩的行動服侍
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人。
2. 為全球疫情禱告
賜下盼望的主！全球疫情仍然嚴峻，部份國家更出現病毒變種，求主憐憫，醫治大地。保守各國的
疫苗接種能順利推行，透過疫苗公平的分配，讓貧窮人的生命受到保障。求主施恩，保守染疫者能
得到適切的治療，安慰失去至親的人，扶助生活和經濟受困迫的人。求主賜力量給所有醫護人員，
使他們能以智慧與技能，同情與忍耐，幫助病者，對抗持久的疫症。
3. 為教會福音事工禱告
廣施慈愛的主！鞍盛家的弟兄姊妹，在祢的恩典中以愛結連。求祢賜同工和執事有敏銳和謙卑的心，
被祢使用。求主引導我們實踐「靈裡互勉，共建神家」，有力量回應召命，幫助我們向家人、親友、
學生、社區人士，見證福音的大能。求主保守 5 月 9 日的孝親節佈道主日，預備人心，施行拯救，
讓參加者經歷「翻轉逆境，家庭蒙福」的恩典。更求主引領籌備中的各項暑期福音事工及服侍社區
的計劃，讓我們能突破疫情的限制，肢體間發揮恩賜，互相配搭，服侍青少年和兒童，讓他們得更
豐盛的生命。
4. 為青少年和兒童禱告
賜下智慧的主！求祢引導應屆中學文憑考試(D.S.E.)，以及所有參加學校考試的青少年和兒童，賜他
們聰明智慧和健康的體魄面對各項考試。又求祢幫助在抗疫中恢復學校生活的同學，讓他們盡快適
應學習的轉變，有節制和忍耐，為既定的目標努力；有智慧與聰明，分辨善惡行在正路不偏離；更
有良善和恩慈，能愛神、愛己、愛人。
5. 為患病的肢體禱告
賜下生命的主！求祢憐憫患病的肢體，叫他們因祢的話語得着安慰和力量；幫助他們持守對祢的信
心，讓咒詛、埋怨、苦毒都遠離他們；並且因祢信實的名，經歷祢奇妙和醫治的大能。
6. 為宣教事工禱告
施行拯救的主！記念在疫情之中，各地宣教士在不同工場中的服侍，求主保守他們和他們家人，身
心健康，供應他們的需要，與當地信徒同心事主。又為環球宣愛協會在東埔寨的學校事工禱告，求
主保守學校的興建工程順利，能夠聘請合適的基督徒老師，建立學生的靈命。保守學生們能在反覆
的疫情中，適應不同的上課形式，有機會認識滿有慈愛、憐憫、大能的上主。
我們同心仰望交托，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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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2021年春季
4月份輔讀資料:《希伯來書》1-6章, 詩篇 42至51篇
希伯來書的寫作動機 (AD 65至AD 69年間寫成)
(一) 當時的希伯來信徒正面臨信仰兩大危機：外有羅馬政權的逼迫，要他們放棄對基
督的信仰；內有猶太主義者的勸誘，要他們回到舊約律法底下。
(二) 而這些希伯來信徒的屬靈光景，也確實深受外在惡劣環境的影響，他們對所聽見
的道理並不覺得寶貴(2:1)，沒有勇氣為真道站住(3:6)，信心開始動搖(3:14)，對神
的應許不能全心信從(4:1,11)；他們中間有些人似乎疲倦灰心(12:3,12)，甚至停止聚
會(10:25)，不顧那些曾經引導他們之人的信心榜樣(13:7)，正瀕臨被異端教訓勾引
了去的危險(13:9)。
(三) 因此本書的首要目的，乃是為著勸勉希伯來信徒(13:22)，堅固其信心，不致輕易
動搖。本書特別從下列幾方面加以勸勉：
1. 使他們對信仰的對象―基督―有正確且深入的認識；祂超越過猶太教的一切人、事、
物，包括天使、摩西、亞倫、律法、禮儀、祭司和祭物等。
2. 使他們對信仰的內容―新約―有重新的體認；它乃是更美之約，是舊約所無法與之
倫比的。
3. 使他們對信仰的前輩―信心見證人―有所思想和效法；他們都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證
據，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4. 使他們對信仰的結局―盼望―有所嚮往和警戒；我們若要得著天上更美的家鄉，便
須輕看地上世俗的引誘和苦楚。
*建議不要速讀，每天順次序閱讀下面的經文，把閱讀感想寫在一本筆記簿上
【希伯來書 1-6章, 詩篇42至51篇 分段閱讀大綱】

1: 1 - 14
2: 1 - 9
2:10 - 18
3: 1 - 6
3: 7- 19
4: 1 - 13
4:14–5:4
5: 5 - 10
5:11-6:8
6: 9 - 12
6:13 -20

希伯來書

詩 篇

基督的超越性

第四十二篇（渴慕）

偉大的救恩及其目的
為我們受苦難的兄長

第四十三篇（真光與妙諦）

基督與摩西的對比

第四十五篇（天作之合）

不可硬心
神為祂子民所預備的安息

第四十六篇（靈川與狂瀾）

尊榮的大祭司（一）
尊榮的大祭司（二）

第四十八篇（保境安民）

淺薄的危險

第五十篇 （以德行為祭祀）

鼓勵的訓勉
確據與保證

第五十一篇（懺悔吟之四—自新）

第四十四篇（今昔歎）

第四十七篇（大同）
第四十九篇（潤身與潤屋）

資料來源：《新舊約輔讀》

ccbiblestudy.net/ind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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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1 年 4 月份月詩：【唯獨在基督裡】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2021 年 4-6 月我們會一同研讀希伯來書，思想何謂「更美的約」，而 4 月份的分
題是「倚靠」。希伯來書的寫作對象是一群陷於困境，面臨放棄基督信仰的危機的
信徒。主旨是強調耶穌基督是神真確、完整的啟示，也藉宣認耶穌基督的身份，堅
固信徒的信心，勉勵他們持守真道到底。
本月月詩【唯獨在基督裡】（原曲：In Christ Alone）跟希伯來書的主題非常配
合，它的原曲和原詞分別由 Keith Getty 和 Stuart Townend 於 2001 年所作。這
首詩歌先在英國和愛爾蘭流行，及後再成為美國以至全世界非常受歡迎的詩歌。詩
歌旋律優美，與歌詞內容互相配合，能牽動人投入情感歌唱，並思想歌曲所帶出的
真理。全首詩歌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道出祂從出生、代贖死亡，到復活得勝的超然
性與奇妙恩典。歌詞內容不單讓人更認識耶穌基督，更包含了基督信仰的重要教
義。
其中一點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甚至於 2012 年成爲基督教媒體報導的頭條的，是
詩歌第二節中提及「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翻譯：直至基督犧牲於十架，使神的憤怒得以消解）。當時美國長老
會（PCUSA）想要把這首詩歌加入新歌本《榮耀歸神》（Glory to God）中。但最
後卻因認為這一觀點會給使用詩歌本的未來年輕世代帶來消極影響，而遭歌本編輯
委員會投票否決了採納這首詩歌的動議。然而，兩位作者仍然堅持不對歌詞作出修
改，並相信這歌詞是福音核心的重要部份，是聖經中明確教導的。

「人最大的問題就是需要與上帝和好，而和好是透過神所預定的方式達成的：基督
在十字架上成爲我們完美的代贖者，一次爲所有百姓挽回了神的憤怒。」
——Stuart Townend 和 Keith Getty
願我們藉這詩歌再次思想主耶穌基督所賜的寶貴救贖恩典，持守信仰真道，一生不
偏離。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詩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以賽亞書 12:2）
李婷婷傳道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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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另一面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1 年 4 月份牧者分享

記念主的受苦和受死的日子，想起了愛；想起了主對我們的愛。也想起了人世間
的愛。兩者確是十分不同！?人世間的愛較多考慮自己，較為自私或者說是自我；
少為所愛之人著想。有時去到較為極端，會因愛成恨；得不到便會想毀滅。
是否愛的另一面便是恨呢！?
主耶穌的愛的另一面是放下、犧牲，而不是擁有、奪取。在十字架上受著刑罰的
主，因為背負我們的罪；忍受痛苦、孤獨，及被神厭棄。但衪卻堅持完成這個救
贖，讓我們真真切切看到神對我們的愛；就是捨棄衪的獨生愛子，為我們毫不保
留地放下。
耶穌的一生教導的核心是愛，並且衪不單言愛；更實踐愛。
令我想到以下的經文：
1 你們因為屬於基督而感到鼓舞嗎?因為他的愛而感到安慰嗎?在聖靈裏能契合相交嗎?有慈悲
憐憫之心嗎？2 那麼，你們就要全心全意地達成共識，彼此相愛，抱着共同的想法和目標一起
合作，好讓我歡喜快樂。3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譁眾取寵；倒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4
不要只顧自己的利益，也要考慮別人的利益。5你們當有基督耶穌那樣的心懷。6儘管他是上
帝，他卻沒有把自己與上帝同等看為是要緊抓不放的。7相反，他放棄了自己神聖的特權，取
了奴僕卑微的身份，降生為人。他以人的形體出現，8為順服上帝而自甘卑微，又像罪犯那樣
死在十字架上。9因此，上帝把他升到最尊貴的位置，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使在天
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在耶穌的名下屈膝跪拜，11使萬口同稱耶穌基督是主，把榮耀
歸與父上帝。12親愛的朋友，我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們向來遵從我的指示，現在我不在
你們那裏，你們更要如此。你們要努力顯出得救的成果，並要帶着深深的敬畏順服上帝。13
因為上帝正在你們裏面工作，給你們意願和能力做他所喜悅之事。
14你們無論做甚麼，都不要抱怨或爭論，15這樣就沒有人可以指責你們了。你們要過上帝兒
女純潔無瑕的生活，在這滿是扭曲背逆之人的世界裏照耀如明光。16你們要堅守生命之道，
在基督再來的那天，我就可以自豪地說，我沒有空跑一場，我的工作也不是徒勞無益的。17
即使我失去生命，像獻給上帝的奠祭那樣傾倒生命，我也要歡喜；這奠祭如同你們忠心的服
侍，都是獻給上帝的祭。我希望你們大家都分享這喜樂，18你們真的應該歡喜，這樣我也能
分享到你們的喜樂。《腓立比書 2:1~18》( 丁道爾聖經註釋 )

原來愛的另一面是放下和捨棄!當我們願意為愛學習放下、捨棄時，我們才
明白愛及學懂愛。
上主啊！
請將我的心靈轉化，變得更像你的心。不想單單用口講愛，更想像主一樣盡
心、盡意、盡力、盡性愛你和所有在我身邊的人。如有必要，我願意將我的
生命放下。我知道只有倚靠你，我才能辦得到。我能夠愛，只因為你先愛
我，就讓你的愛今天通過我湧流而出。
湘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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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人員表
1.

週六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主席/領詩
司琴/司他
音響/奉獻司事
當值司事
聖餐襄禮
聖餐預備

2.

本週六（4月17日）
陸國慶先生
李鄧天恩姊妹
梁天慧姊妹
甘尚然弟兄
陳姚澤梅姊妹
司徒德文弟兄
吳黃站玲姊妹

下週六（4月24日）
李婷婷傳道
甘家勇牧師
梁遂恩姊妹
梁樂知姊妹
陳姚澤梅姊妹
/
/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主
領
司

員
席
詩
琴

音

響

講
主
領
司

員
席
詩
琴

音

響

本主日（4月18日）
牧禱祝福
甘家勇牧師
彼此祝福
秦鸞彩牧師
當值執事
潘陳寶芬姊妹
數點奉獻
司徒德文弟兄
黃國煇弟兄、葉家盛弟兄
司
事
莊順榮弟兄、郭奕秀姊妹
黃結兒姊妹、方小虹姊妹
下主日（4月25日）
牧禱祝福
陳永輝牧師
公 禱 會
李婷婷傳道
當值執事
羅錦錶弟兄
數點奉獻
邱譚妙蓮姊妹
馬星華弟兄、袁朱寶霞姊妹
司
事
胡敏華弟兄、吳筠虹姊妹
何桂洪弟兄、黃結兒姊妹

甘家勇牧師
李鄧天恩姊妹
李鄧天恩姊妹
區嚴潔麗姊妹
邱世明弟兄
梁樂知姊妹
區家傑弟兄
李婷婷傳道
司徒德文弟兄
羅樂文弟兄
梁遂恩姊妹
何子呈弟兄
鍾少華弟兄
甘尚然弟兄

3. 幼兒、兒童主日學導師：
每主日上午10:30-12:00
班別
喜樂班
幼
兒 恩慈班

學生
K1
K2 – K3

合班時間/領詩
兒
和平班
P1 – P3
童
仁愛班
／
青 良善班 P4 – P6
少
信實班 初中

地點
一
樓
課
室
215室
二
樓
課
室

本主日(18-4-2021)

下主日(25-4-2021)

導師

導師

麥孫淑萍姊妹、羅黃笑芳姊妹

梁李麗霞姊妹、羅黃笑芳姊妹

曹志霞姊妹、翁黃雅如姊妹
譚詠嘉姊妹

曹志霞姊妹、翁黃雅如姊妹
譚詠嘉姊妹

吳湘薇傳道

羅樊慧玲姊妹

陳楊慕蓮姊妹、賴陳月嫦姊妹
梁蘇曼霞姊妹

陳楊慕蓮姊妹、徐周淑敏姊妹
梁蘇曼霞姊妹
楊李雪麗姊妹、宓甘志鳳姊妹
劉李惠子姊妹

羅樊慧玲姊妹、甘尚然弟兄
李婷婷傳道

甘關佩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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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nday yoUth Nation (SUN) 負責人：
本主日(18-4-2021)

下主日(25-4-2021)

地點

負責人

負責人

雨天操場

梁少文弟兄

陳永輝牧師

教會主日聚會惡劣天氣指引：
如天文台在崇拜前兩小時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是黑雨信號，為會眾/事奉人員安全
起見，當日教會活動不會在現場舉行，將另有安排及在教會WhatsApp廣播通知弟兄姊
妹，也請留意本堂網頁特別通告。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關顧長老：彭孝忠長老
教牧同工：陳永輝牧師(堂主任)
秦鸞彩牧師、甘家勇牧師
李婷婷傳道、吳湘薇傳道
實習神學生：陸國慶先生
行政幹事：趙秀群姊妹

電話：2633 5113
傳真：2633 5443
Whatsapp 廣播訊息：5571 7720
電郵：info@onshingchurch.org.hk
網站：https://www.onshingchurch.org.hk
堂址：馬鞍山頌安邨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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