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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日 

領唱：林子美姊妹 

司琴：林子浩弟兄、陳婉嫻姊妹 

靜    默 

頌    讚 

祈    禱 

1. 聖哉，聖哉，聖哉 

2. 和撒那 

3. 荊棘的冠冕 

4. 不可能的愛 

主 餐 禮 陳俊文牧師 

經   文 馬太福音26:36-46 

講    道 苦路中的掙扎（許佳璇姑娘） 

奉   獻 
1. 主日獻金(紅袋)  2. 香港浸信會聯會事工(綠袋) 

領禱：楊佩詩姊妹(早)   領禱：高月華姊妹(午) 

歡迎問安 
主恩看顧  恩典滿你一生  分分秒秒  願你享愛眷福蔭 

恩主同行  時刻蒙神導引  同心  將愛遍達人群 

本月金句 

家事分享 

聖徒裝備～神的軍裝：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

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以弗所書6:11)                                       

陳俊文牧師 

禱告守望 
陳俊文牧師 

柬埔寨旱季制水嚴重、棕枝主日「靈修操練」活動 

祝    福 陳俊文牧師 

三 一 頌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襄禮：鍾旭光執事、馬翠茵執事、何茂衡弟兄、鍾思靈姊妹(早堂) 

車麗媚姑娘、許佳璇姑娘、李道宏弟兄(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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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日 

講  員：許佳璇姑娘  

題  目：苦路中的掙扎  

經  文：馬太福音 26:36-46  
 

36 
耶穌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他對他們說：「你們在這裏坐，
我去那邊禱告。」 

37 於是他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一起去。他開始憂愁難過， 

38 
對他們說：「我的心非常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跟我一起警醒
吧！」 

39 
他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上，禱告說：「我的父親哪，若是可以，求你不要讓
我喝這苦杯！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 

40 
他回到那三個門徒那裏，發現他們都睡著了，就對彼得說：「你們不能跟我
一起警醒一個鐘頭嗎？ 

41 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誘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 

42 
第二次耶穌再去禱告說：「父親哪，若是這苦杯不可離開我，一定要我喝
下，願你的旨意成全吧！」 

43 他再回到門徒那裏，看見他們又睡著了；他們連眼睛也睜不開。 

44 耶穌再離開他們，第三次去禱告，所說的跟先前的一樣。 

45 
然後他又回到門徒那裏，說：「你們還在睡覺、還在休息嗎？看哪，人子被
出賣在罪人手中的時候到了。 

46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那出賣我的人來了！」 

 
這段經文記載了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流露耶穌面對受苦受死

時內心掙扎。但最終祂克服了，不是因為耶穌的神性，乃是祂願意在父
神面前順服。願我們在這段預苦期期間，多思想主耶穌基督為世人受苦

受死，並祂所帶來的救恩。又藉著今天的信息，教導我們在面對痛苦掙
扎時，找到平靜內心掙扎的出路。 
 
大綱:  
 
(一) 孤單面對死亡的掙扎 
 
(二) 肉體與心靈的掙扎 
 
(三) 禱告平靜內心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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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袋奉獻介紹：香港浸信會聯會 
   

 

香港浸信會聯會（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簡稱浸聯會）籌創

之初，適值日本侵華，中國國內飽受戰火浩劫，內地不少會友避禍香港。其

時堅道香港浸信教會、長洲浸信會、香港仔浸信會，以及油麻地佈道所、九

龍城佈道所、紅磡佈道所，為著聯絡信眾，廣傳福音及支援國內的會友，倡

議組織浸信會聯會，於 1938 年 3 月 27 日，在堅道香港浸信教會舉行成立典禮。 

浸聯會成立的目的，是團結眾浸信會堂會，合力拓展一些非個別堂會所

能擔當的事工，如社會服務、醫院、神學院、教育工作（幼兒，小學，中學

及大專）、營舍、差會等，在香港作合一見證，傳揚真道，榮耀主名。 
 

～～～～～～～～～～～～～～～～～～～～～～～～～～～～～～～～～～～～～～～～～～～～～～ 

    本會 2023年目標奉獻： 
 

 擴堂奉獻 

(福音中心) 

十一／ 

經常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預算總收入 預算總支出 

目標 $400,000 $3,600,000 $500,000 $338,100 $4,838,100 $4,816,645 

現時 

累積 $54,830 $881,101 $134,110 $107,187 $1,177,228 $960,65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6%9C%AC%E4%BE%B5%E8%8F%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4%BB%94%E6%B5%B8%E4%BF%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3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38%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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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項目/日期 對象/地點/時間 詳情 

1 靈修部將於本主日（棕枝主日）下午 2:00-4:00 於運亨樓幼稚園副堂

舉辦「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靈修操練活動，導師高淑

儀姊妹將會以「依納爵靈修」的方式「神操」指導我們透過靜觀進入

情境，默想從耶穌進城受人歡呼至耶穌與門徒最後晚餐接受苦難的前

奏，學習以最敏銳的觸角讓自己置身其中，讓主的恩典更深刻在我們

的心靈裡，盼望有更深體會基督的愛，更多渴慕主的心。就讓我們在

預苦期 22/2-8/4 這段期間，學習以靜思、自省和克己心情，與基督

同行這段受苦的路。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2 「週三祈禱會」（Zoom）於 5/4暫停一次，敬請垂注。 

 3 7/4(五)舉行受苦節崇拜，主題：尊崇十架，時間早上 10:00， 

地點：幼稚園禮堂，實體聚會不設直播。歡迎出席一同默念主耶穌基

督的受苦與救贖。 

 4 本會於 9/4(日)下午 2:30-4:00 在大埔墟火車站附近擺設「復活節街

站」並有 busking(街頭音樂表演）。誠邀各位出席，一同傳福音，派

發單張和小禮物給予街坊；参加者可於司事枱報名。當天集合時間：

下午 2:10幼稚園禮堂。 

 5 教會議會(Zoom)：14/4(五)晚上 9：00 舉行，請各部部長及副部長留

意。 

 6 「40 天默想基督受苦的材料」（1/3-9/4）：4 月份快到受苦節和復

活節。靈修部預備了 40 天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最後一週事蹟的經

文，讓我們每天默想，預備心靈來紀念主。有關默想材料已上載在教

會網頁，歡迎會眾下載使用。 

*7 歡迎弟兄姊妹於 4月 29日(六)下午參觀「遠東廣播錄音室開放日」，

參與者可了解中國基督教的現況、福音廣播的成效、內地信徒的見證 

並體驗錄音的滋味。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地點：下午 12:50於大埔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解散時間/地點：下午 4:30於大埔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費用：$20 (包旅遊巴接送) 

名額：28人 

參加者可於司事枱報名，或向許姑娘／何茂衡弟兄查詢。 

*8 早午崇拜後在禮堂外面設有短宣中心的書攤，歡迎弟兄姊妹即時付

款購買或預訂，本主日截止。 

*9 早午堂崇拜後在禮堂外有免費口罩派發，每人可取一盒。派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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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講題 綠袋奉獻 

4月 9日 楊東英姑娘 
復活的主復活的人 

約翰福音 12:1-11 明光社事工 

4月 16日 郭麗儀姑娘 待定 新興宗教關注事工 

4月 23日 陳俊文牧師 待定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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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主恩浸信會代禱表 Google form 
 

教會於週三晚上有禱告會，其中也想為主內的弟兄

姊妹的需要代禱。弟兄姊妹可填寫此代禱表，寫下

代禱事項。若有需要，教牧會聯絡您，以便進一步

的跟進。而所提交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代禱使用。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6-7) 
 

～～～～～～～～～～～～～～～～～～～～～～～～～～～～～～～～～～～～～～～～～～～～～～ 
 

WhatsApp 祈禱網群組參與表 Google form 

教會逢週三晚上有 WhatsApp 祈禱網群組，旨在以祈禱

鍊的形式凝聚弟兄姊妹於晚上同一時間，各自在家中

為當日群組發放的代禱事項禱告。禱告開始時間

10:00pm，如未能一齊禱告的弟兄姊妹，可以留在

10:30pm 禱告。祈禱網已成立多年，為要踐行主的教導：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

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9） 
～～～～～～～～～～～～～～～～～～～～～～～～～～～～～～～～～～～～～～～～～～～～～～ 

 

小組牧養參與表 Google form 

小組牧養模式並非要取代現有的團契，其目的是給

予那沒有參與團契的會眾，或讓弟兄姊妹邀請未信

主的家人朋友加入小組。即使在政情與疫情之不穩

定的因素下，教會仍可透過這靈活化的牧養方式，

有助會眾有更多被關顧牧養，詳細小組牧養異象及

計劃，你可瀏覽教會網頁，你可掃瞄 QR code 填寫

Google form。 

誠邀你們以個人或小組一同參與小組牧養。 
 

～～～～～～～～～～～～～～～～～～～～～～～～～～～～～～～～～～～～～～～～～～～～～～ 
 

主恩家購堂意向及意見表  Google  form     
 

各位弟兄姊妹，經過會眾分享「主恩」面對沒有地方

崇拜/聚會的危機，提出了購堂計劃及財務評估。你們

對於購堂的意向及意見，歡迎使用 Google form 或與牧

者領袖分享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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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書 ◎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本月崇拜的金句是「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

計。」(以弗所書六章 11節) 

弟兄姊妹，有人形容 2022 是「戰爭之年」，俄烏的戰事至今仍是

沒完沒了，世界仍然處於紛亂與爭議的狀態。亦有人說是一個「是與

非、黑與白顛倒」的世代，意想不到的事情時有發生，人們只得無奈地

接受這世代的荒謬。 

我們作為基督徒，活在這樣的世代，我們可以如何活出真正的信仰

呢？我相信在保羅所寫的以弗所書，我們必能在當中得到啟迪！雖然以

弗所書成書並沒有針對特定的處境，而其內容亦只不過是很籠統的信

息，但保羅在書信中特別強調基督徒的身分，他們與基督聯合是何等重

要，以及為基督而活是怎樣的。保羅在第四章開始提醒信徒行事為人要

與神的呼召相稱，在這教導結束之時(六 10-20)，保羅迫切地鼓勵信徒要

剛強，要為神而活。保羅在六 11 吩咐信徒在這個黑暗的世代，要作好

準備：「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因為行義不是輕易的事，而惡的

勢力更是蓄勢待發。其實，保羅早於第四章已經說過，成為基督徒之

後，就要脫去舊人及舊人的行為，並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就是穿上神的

軍裝，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意味著我們要穿上神的屬性：真

理、公義和聖潔(弗四 22-24)，我們才能作剛強的人，站立得穩。 

這信息是保羅對整體教會的吩咐，要穿上神的軍裝，並且萬眾一心

地站穩陣腳。你願意成為神的大軍其中一員嗎？你準備好與罪惡爭戰

嗎？ 

末了，與大家分享一段由梁柏堅先生(突破機構副總幹事)以廣東話

意譯的經文。 

「你哋喺呢個世界受苦，正好證明你哋真係為主而活，無花無假，對得

住天國。耶穌帶住成隊人馬返緊蒞，嗰啲搞到你哋雞毛鴨血嘅人，上帝

會還返個公道畀你哋，要佢哋受下，等你哋唞下。至於嗰啲當耶穌無

到，唔聽耶穌枝笛嘅，就無得留低，永遠都唔使旨意再見到耶穌；而嗰

啲等咗耶穌好耐嘅呢，到時就爽咯，又叫又跳，拍爛手掌，開心到暈！

(係呀，有你哋份架，因為你哋真心相信我哋所講嘅嘢囉。) 所以，我

哋成日為你哋祈禱，求主畀力量你哋，成全你哋立志行善嘅心願、憑信

心所做嘅工作，等你哋對得住所領受嘅召命，靠住耶穌基督嘅幫助，畀

上帝以你哋為榮，而你哋都以上帝為榮。」 

(帖撒羅尼迦後書 1章 5至 12節) 

祝主恩常偕！ 

您的姊妹   郭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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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4 月 2日） 下週（4 月 9日） 
 早 堂 午 堂 早 堂 午 堂 

講       員 許 佳 璇姑娘 楊 東 英姑娘 

領       唱 

司       琴 

音       響 

 

 

直       播 

電腦投射員 

林子美姊妹 

林子浩弟兄 

甘濠銘弟兄 

 

黃志培弟兄 

陳栢朗弟兄 

陳恩翹姊妹 

林子美姊妹 

林子浩弟兄 

彭耀貴弟兄 

陳曉聰弟兄 

 

 

黃美鈉姊妹 

溫文傑弟兄 

陳奕楷弟兄 

甘濠銘弟兄 

 

黃志培弟兄 

陳栢朗弟兄 

陳恩翹姊妹 

溫文傑弟兄 

陳奕楷弟兄 

彭耀貴弟兄 

 

 

 

黃美鈉姊妹 

座 椅 排 列 李漢銘、張志行、張仲行 李漢銘、張志行、張仲行 

鮮 花 佈 置 黃 麗 霞姊妹 戴 少 娟姊妹 

司   事  長 

司       事 

楊佩詩姊妹 

劉偉興弟兄 

李慧娟姊妹 

蕭詩卿姊妹 

張志行弟兄 

周宜敏姊妹 

高月華姊妹 

陳麗明姊妹 

宋彩玉姊妹 

劉鳳群姊妹 

楊佩詩姊妹 

蕭詩卿姊妹 

張志行弟兄 

周宜敏姊妹 

 

高月華姊妹 

陳麗明姊妹 

宋彩玉姊妹 

劉鳳群姊妹 

司       庫 

出       納 

點 收 奉 獻 

馬 翠 茵執事 

李道宏弟兄、楊雁怡姊妹 

李漢銘弟兄 

高 月 華姊妹 

馬 翠 蓉姊妹 

梁 美 芳姊妹 
 

幼兒主日學（K1-K2）9:30-10:45 

 4月 2日 4月 9日 

導師 張敏儀 黎美芳 

助教 曾英、劉笑嫺 劉笑嫺、梁慧嫻 
 

Awana兒童事工（K3-P6） 

 

 

9:30-10:45 信息 11:15-12:30 

2/4 9/4 
 2/4 9/4 

導師(K3-P2) 郭姑娘 郭姑娘 

遊戲

導師 
馬翠蓉、陳詠芯 馬翠蓉、陳詠芯 

協助 
韓惠珠 

曾婉珊 

韓惠珠 

曾婉珊 

導師(P3-P4) 馬美蓮 馬美蓮 

手冊

導師 

劉小翠、陸燕芳 劉小翠、陸燕芳 協助 方雅芝 方雅芝 

譚桂芬、馬翠蓉 譚桂芬、馬翠蓉 導師(P5-P6) 何茂衡 何茂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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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聚會人數 (3月26日) 
 

青少年／成青 

主日崇拜 實體：127人(早堂) 

       61人(午堂) 

網上點擊：82次 

主日學   39人 

Awana 兒童事工 (小 1-小 6) 

信息時間 31人(兒童)  4人(導師)  4人(協助) 

幼兒事工 (K1-K3) 

幼童崇拜 14人(兒童)  1人(導師)  2人(協助) 

團    契 路得團： 11(團友)  1(導師) (22/3) 

霍以斯團：5(團友)  1(導師) (25/3) 

小 Teen：  6(團友)  1(導師) (26/3) 

初中團：  9(團友)  1(導師) (26/3) 

恩福團： 17(團友)  1(導師) (26/3) 

小組牧養 溫柔小組： 2（組員） 1（導師）(22/3) 

和平小組： 4（組員） 1（導師）(22/3) 

讚美操：週二～17人（21/3）     週三～16人（22/3） 

        週四～19人（23/3）     週五～14人（24/3） 

週三祈禱會： 14人（22/3） 

  

 

 

 

 

 

 

 

 

 

 

 

 鮮花奉獻  

劉 小 翠姊妹 

黃 麗 霞姊妹 

生辰快樂 

劉 小 翠姊妹(4/4) 

曾 成 英姊妹(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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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肢體代禱： 
 

姓名 近況、代禱 

陳月儀姊妹 

埔浸會友(午堂會眾) 

脊椎壓著神經線。 

家居裝修完仍未可回家，需維修漏水的污水渠，及

等候工人 4月到港；懇請禱告記念。 

陳日臻小朋友 

(會友陳奕楷弟兄及 

葉恩婷姊妹之兒子) 

日臻（3歲），患有「兒童神經母細胞瘤」。   

感恩！1 月份的 CT 檢查報告正面，求主繼續看顧，

日臻健康成長。   

陳貴匡先生 

(葉鳳媚姊妹之丈夫) 

 

醫生再評估後，認為「通波仔」手術風險高，建議

作心臟「搭橋手術」，現等候醫院安排；  

求主保守陳先生在這等候期間，心靈安穩，血壓平

穩。 

練尤嗣弟兄 

(練志強弟兄、韋敏

華姊妹之大兒子) 

眼睛患「虹膜炎」(屬於很困難醫治的疾病)，盼代

禱記念：求主保守不要發炎，免影響眼睛視力。 

 

一周禱告事項： 

*星期日 成全球熱話的 ChatGPT 其使用技術就是生成人工智能，它可

回答問題、寫文章，有報道指已令部分公司重新審視人手問

題，有可能會取代某些工作。求主看顧現今科技的發展問

題，讓人懂得運用而不被控制，減少在發展過程中帶來的反

效果。 

星期一 為預備應考中學文憑試的學生禱告，求主賜下平安給他們，

並賜他們健康、智慧及耐力，善用時間，積極面對考試。 

星期二 教會的小組牧養事工已推展了一年，為去年成立的 6 個小組

感恩和禱告，願組員在小組中被建立成長。求主興起更多組

長起來承接小組牧養事工。 

星期三 繼續為教會聘請青少年的傳道同工禱告，願主感動帶領合適

的工人來加入同工團隊，同心事奉主，發展青少年事工及牧

養青少年人。 

星期四 4 月份快到受苦節和復活節，求主幫助信徒在這時段細讀主

耶穌救贖和復活的經文，以及參與不同聚會默念主恩。 

*星期五 22-26/7 台灣屏東短宣禱告，祈求神感動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為主作見證。 

*星期六 清明復活假料 903 萬人次進出香港 而四月 7 日、10 日為陸

路出入境高峰，求主保守往來人士出入平安，給予有關部門

及工作人員智慧和能力，在過關安排上有效疏導人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