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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領唱：陳奕楷弟兄 

司琴：潘沛良弟兄、邱麗文姊妹 

靜    默 

頌    讚 

祈    禱 

1. 君王就在這裡 

2. 我要向高山舉目 

3. 獻給我天上的主  

詩班獻唱 只有一靈（第3頁） 

經   文 約翰福音九章1-41 

講    道 靈性上的「看見」與「失明」（陳俊文牧師） 

奉   獻 
1. 主日獻金(紅袋)  2.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事工(綠袋) 

領禱：王翠英姊妹(早)   領禱：陳彥末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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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力量：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

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巴谷書3:19)                                       

許佳璇姑娘 (早)  車麗媚姑娘(午) 

禱告守望 
許佳璇姑娘 (早)  車麗媚姑娘(午) 

中學文憑試學生、小組牧養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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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進行中請關掉所有響鬧裝置 

崇拜中凡站立項目，身體不適或年長者，可自由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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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講  員：陳俊文牧師  

題  目：靈性上的「看見」與「失明」  

經  文：約翰福音九章 1-41  

 

講道大綱： 

 
1. 靈性「看見」塑造的關鍵  (約九 1-7) 

a.看見神的作為 

b.信心的跟從 
 
 

2. 靈性「失明」構成的因素  (約九 8-34) 

a.對耶穌身份認識模糊 

b.仍然活在過去 
 
 

3. 靈性「看見」與「失明」的結局 (約九 35-41) 
 

 
思考問題： 

 
1.你有否看見神在你身上彰顯祂的作為，這經歷如何塑造你的靈性看見？ 

 

2.你認為什麼會導致信徒靈性失明？靈性失明在生活及信仰上帶來什

麼影響？ 

 

3.你會如何防止自己靈性失明？試舉出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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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唱 :               

只有一靈 

 

詩歌介紹： 

只有一靈 (Many Gifts, One Spirit)由 Allen Pote作曲，劉永生先 

生譯詞。詩歌圍繞着不同聲部互相的對答，並以輪唱貫穿全首歌；歌 

詞由兩部輪唱到齊唱，讓人鼓舞。歌詞中不斷強調我們要彼此相愛、 

互相理解，更提醒我們團契要合一、不忘上帝的教導。 

 

 

是各種，厚恩賜，是我主要賜下！美妙韻歌聲相和！ 

無限證據主應允！無限意見卻一心！ 

拋開一己剛愎固執，彼此相愛互勉！ 

要互接納要相顧同行，要互建立要相親！ 

基督光輝照遍恩光照著我， 

我願獻盡我恩賜才能，盼望聖父會差遣！ 

幫助我令我更有動力(愛心滿溢) 

明白基督的愛心(每天會實行) 

照著領受聖經的教訓(相愛互勉) 

建立教會眾肢體(榮耀我主！) 

基督光輝照遍恩光照著我。 

縱或個別背景有懸殊，卻是向著祢方針！ 

結合各樣籌算策略，靈活計畫各事工， 

完全為獻在救主恩手裏，盼望到祢台前奉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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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袋奉獻介紹：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事工 
   

 

創校緣起 

原設於廣州的兩廣浸信會聯會神道學校已有八十年歷史，先後由六位院長領導。

後來基於政局變遷，教士及學生相繼離去，遂於 1950 年被逼關閉。 

香港眾浸信教會對這群被逼輟學、遺留下來的神學生感到責無旁貸，加上本地

教會缺乏神國工人，香港浸信會聯會決定在港籌辦神學院，並由當時的聯會主席林

子豐博士帶領八名成員組成籌委會。1951 年，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正式成立，並由劉

粵聲牧師擔任首任院長。 
 

院舍擴展 

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原來的博愛村院舍逐漸不敷應用。香港浸信會聯會在

西差會的幫助下，為神學院覓得何文田山道一號作為院舍。該院舍於 1958 年 9 月正

式啟用，並分別於 1962 年、1982 年和 1987 年三度擴建。 

1999 年初，神學院從何文田山道遷到現時位於西貢北的西澳院舍。西澳院舍總

面積比從前何文田山道的舊院舍大三倍，而且每個課室均設有中央視聽播錄系統和

電腦設施。西澳院舍除作為神學教育用途外，更供教會及機構租借，用來舉行不同

類型的活動，如退修會、學術研討會、大型會議、福音性聚會及其他信仰活動等。 
 

課程拓展 

神學院除了設有教牧學文學士、道學碩士、宗教教育碩士、教牧輔導碩士、基

督教研究碩士、宗教教育高級文憑和神學碩士等課程外，並分別於 1995 年及 1998

年成立信徒神學教育部及遙距教育課程，積極推動信徒神學訓練和帶職事奉訓練。 

此外，神學院又於 2002 年成立了應用神學教育中心，協助拓展學院事工。 
 

回顧與展望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在過去五十八年來一直秉承院訓：「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

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 2 章 15 節)現時神學

院已有超過一千三百多名接受全職事奉訓練的畢業生，在不同崗位上事奉神，其中

大部分是在浸信教會擔任牧養工作。 

展望未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將在神的恩領下，繼續同心協力，為教會培育時

代工人，為天國事業開拓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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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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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30 $720,166 $124,770 $99,603 $998,099 $93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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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項目/日期 對象/地點/時間 詳情 

1 月會於本主日中午 12:45 假幼稚園禮堂舉行，議程已張貼於禮堂外及

教會行政部壁報板上，請會友出席，共商會務。 

*2 「週三祈禱會」（Zoom）：29/3(周三)晚上 8：30 舉行，有意參加

者，請與同工聯絡。 

*3 2/4（主餐崇拜）：若在家中收看直播的弟兄姊妹，請事前在家中準

備好「餅」（淡味的餅/白麵包）和「杯」（葡萄汁）。按崇拜中的

指示來進行守主餐，紀念主。 

4 靈修部將於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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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請到司事枱填寫表格參與。 

5 財務部：各兄姊如曾轉帳入教會之匯豐銀行戶口，請儘快交回收據
並填寫奉獻封，以便跟進，否則 3 月 26 日後，會將該等奉獻以無名

氏作感恩奉獻處理。 

奉獻財政年度(2022 年 4 月—2023 年 3 月 31 日)結算會在 3 月 26

日截止，各兄姊如以轉帳方式奉獻，務必於 3 月 26 日或前將收據並

填寫奉獻封交回，否則奉獻將會計算入下年度，敬請留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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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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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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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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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牧者行蹤：郭姑娘於本主日前往廣林浸信會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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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講題 綠袋奉獻 

4月 2日 許佳璇姑娘 待定 浸信會聯會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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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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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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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苦節崇拜                                            陳俊文牧師 

 

每年各教會都會舉行受苦節崇拜，你有否參與過？是否每一年都會分別這

時段默念主耶穌為我們受苦、受死及復活。當一個人去世後，有時家人或朋友

會這樣問：「他最後的一日是怎樣的？」 
 

有些離世者在最後的日子處於昏迷狀態，能記述的不多，亦有人在亳無先

兆的情況下突然離去，只能靠摯愛親友的緬懷。人生最後一日是什麼？ 
 

耶穌的最後一日被詳盡記述下來，祂知道死亡的臨近，當時的宗教領袖越

來越憎恨祂，耶穌被出賣、被捉拿。祂被無理的審判，最後祂被殘酷地釘在十

字架上來成就救恩。 
 

主死亡那天名叫「美好的星期五」(Good Friday)，對耶穌來說，被釘十架的

痛苦並不美好，那天是痛苦的一天，但因著耶穌的死，就在那天，邪惡的力量

被驅逐，祂擔當了世人的罪，讓世人因著祂可以與神建立和好的關係，這樣確

是美好的一天。 
 

教會怎樣記念耶穌的受苦，在受苦節期間舉行崇拜，特別會有以下幾種崇

拜主題： 

 

 十架苦路 

 十架七言 

 尊崇十架 

 熄燈禮拜 
 

本會也曾舉行十架苦路及十架七言的受苦節崇拜，今年我們的主題是「尊

崇十架」，這個崇拜聚會可以追溯至第四世紀的耶路撒冷。它在十七世紀的耶

路撒冷普遍流傳，並透過天主教和聖公會敬虔地傳遞下來。這崇拜通常在星期

五晚進行，包括三部分：道的服事、代禱、尊崇十架和主餐。 
 

當中的重點並不是要敬拜十架，而是記念十架乃救恩的工具。在這次的崇

拜中，我們同樣也有尊崇十架的環節，雖然我們不會像歷代教會舉行的方式，

以觸摸或親吻十架，來感受耶穌的痛苦與死亡。 
 

但期待透過仰望與默念十架，來思想耶穌的救贖，從內心深處發出的禱

告，幫助信徒尊崇耶穌在十架上為我們捨命，從而激勵信徒效法耶穌基督捨身

的愛，祂的愛是不保留的。約定你 7/4，早上十時正在受苦節崇拜，一同尊崇

十架。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

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得前書二章 24-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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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3 月 26 日） 下週（4 月 2日） 
 早 堂 午 堂 早 堂 午 堂 

講       員 陳 俊 文牧師 許 佳 璇姑娘 

領       唱 

司       琴 

音       響 

直       播 

 

電腦投射員 

陳奕楷弟兄 

潘沛良弟兄 

林承樂弟兄 

陳恩翹姊妹 

 

陳栢朗弟兄 

陳奕楷弟兄 

潘沛良弟兄 

劉兆理弟兄 

 

 

陳曉聰弟兄 

林子美姊妹 

林子浩弟兄 

甘濠銘弟兄 

黃志培弟兄 

鄧健邦弟兄 

陳恩翹姊妹 

林子美姊妹 

林子浩弟兄 

彭耀貴弟兄 

 

 

黃美鈉姊妹 

座 椅 排 列 區德南、陳穎希 李漢銘、張仲行、張志行 

鮮 花 佈 置 宋 彩 玉姊妹 黃 麗 霞姊妹 

司   事  長 

司       事 

王翠英姊妹 

區德南弟兄 

區卓琳姊妹 

黃李慧雲師母 

郭穎茵姊妹 

陳彥末姊妹 

劉笑嫺姊妹 

黃美鈉姊妹 

葉鳳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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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庫 

出       納 

點 收 奉 獻 

馬 翠 蓉姊妹 

黎 美 芳姊妹 

張 婉 兒姊妹 

馬 翠 茵執事 

李道宏弟兄、楊雁怡姊妹 

李漢銘弟兄 
 

幼兒主日學（K1-K2）9:30-10:45 

 3月 26日 4月 2日 

導師 黎美芳 張敏儀 

助教 曾  英 曾英、劉笑嫺 
 

Awana 兒童事工（K3-P6） 

 

 

9:30-10:45 信息 11:15-12:30 

26/3 2/4 
 26/3 2/4 

導師(K3-P2) 馬美蓮 郭姑娘 

遊戲

導師 
冼佩儀 馬翠蓉、陳穎心 

協助 
韓惠珠 

曾婉珊 

韓惠珠 

曾婉珊 

導師(P3-P4) 馬翠茵 馬美蓮 

手冊 

導師 

劉小翠、葉倩雲 劉小翠、陸燕芳 協助 湛志霖 方雅芝 

譚桂芬、冼佩儀 譚桂芬、馬翠蓉 導師(P5-P6) 何茂衡 何茂衡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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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聚會人數 (3月19日) 
 

青少年／成青 

主日崇拜 實體：135人(早堂) 

       66人(午堂) 

網上點擊：116次 

主日學   58人 

Awana 兒童事工 (小 1-小 6) 

信息時間 39人(兒童)  4人(導師)  4人(協助) 

幼兒事工 (K1-K3) 

幼童崇拜 23人(兒童)  1人(導師)  2人(協助) 

家長團契：26(家長) 1(幼稚園同工) 1(教會同工)  

團    契 路得團：  12(團友)  1(導師) (15/3) 

以斯帖團： 8(團友)  1(導師) (17/3) 

迦南團：   8(團友)  1(導師) (18/3) 

小 Teen：   7(團友)  1(導師) (19/3) 

初中團：  10(團友)  1(導師) (19/3) 

Teens’家：5(團友)  1(導師) (19/3) 

小組牧養 恩慈小組： 8（組員） 1（導師）(16/3) 

喜樂小組： 5（組員） 1（導師）(18/3) 

幸福家長小組： 12（組員） 2（導師）(19/3) 

 詩班練習： 15人 (19/3) 

讚美操：週二～12人（14/3）     週三～13人（15/3） 

        週四～15人（16/3）     週五～16人（17/3） 

週三祈禱會： 14人（15/3） 

  

 

 

 

 

 

 

 

 鮮花奉獻  

馬 歡 真姊妹 

生辰快樂 

鄧 健 華弟兄(26/3) 

羅 志 強弟兄(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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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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力資源顧問表示，隨著本港復常，預期失業率有進一步下

降空間，之不過，調查機構指，多達八成半受訪僱主面對人才

短缺問題，情況是十七年來最差，資訊科技和消費品及服務業

稱最難請人，而旅遊業仍欠三成人手，求主看顧，在各項各業

出現人手短缺下，給僱主有智慧處理，並讓政府有策略地跟進

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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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25/3 的差傳祈禱會及 22-26/7 台灣屏東短宣禱告，祈求神感

動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在禱告上或短宣中為主作見證。 

*星期六 記念俄烏兩國局勢。習近平於 3 月 20 日至 22 日對俄羅斯進行

國事訪問，並簽署聯合中俄經濟合作的聲明，其聲明也指出，

俄方重申致力於盡快重啟和談。求主憐憫介入，感動兩國元首

打開談判之門，取得共識，停止戰爭。求主看顧當中 的無辜百

姓，為當地民眾的平安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