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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使命：『 愛神、愛人、作門徒、傳救恩 』

 敬謝播道神學院院長郭文池牧師蒞臨証道，願主賜福郭牧師的事奉。
 下主日講員為中國神學研究院生命之道事工主任梁國權先生，請代禱
記念。
 緊急通知：由即日起，本堂暫停主日實體崇拜聚會，直至另行通告。
其間本堂於主日上午 10 時正繼續透過網絡平台播放崇拜聚會，請肢
體在家參與聚會。
 4 月 10 為受苦節聚會，本堂事先錄影聚會，並於當日晚上 9：00–10：
00 在 Youtube 播放。當日設有聖餐時段，若弟兄姊妹有需要，可到
教會領取獨立包裝聖餐套裝。
 生命裝備中心：4 月 5 日舉行課程「猶大書—為信仰爭辯」，課堂共
三節，以錄播方式進行，由蘇鶴健牧師教授，歡迎肢體報讀，可致電
本堂或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t8fUQYvPDfBX1p1n6，截止報名日
期 3 月 31 日。
 請各位從外地返港的肢體，務須自我隔離十四天後才返禮拜堂聚會。
 因疫情關係，請各肢體以劃線支票或轉帳至教會的銀行帳戶作奉獻：
滙豐 582-1-008280 (帳戶名稱：基督教慈雲山潮人生命堂/ Tsz Wan
Shan Swatow Christian Church)，請把入數票據 whatsapp 傳送給張藹恩
執事，如需索取張藹恩執事聯絡電話，可直接聯絡辦事處。支票方面
可郵寄至教會：黃大仙鳳德道 47 號安利大廈 3 樓 B-E 室，以便開發
收據。
 會友消息：陳美珍、陳美娟姊妹的母親潘燕如姊妹於 3 月 18 日離世，
安息禮拜定於 4 月 5 日晚上 7 時正在世界殯儀館 3 樓明德堂舉行，翌
日 10 時 30 分舉行出殯禮，遺體移送富山火葬場進行火化，願主安慰
家人。
 本週生日肢體：陳秀屏、王明雅、吳安汶、羅雲英。
 上週出席人數：一堂崇拜：41 人，網上直播：65
堂 主 任： 蘇鶴健牧師
教牧團隊： 張慧芳教師(資深傳道)
胡迪恒教師
活動幹事： 黃月珠姊妹
助理幹事： 張顯恩弟兄(部份時間)

崇拜時間： 早
堂：主日上午九時正
午
堂：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兒童崇拜：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二時正

2020/03/29

疫情中的平安

王曉琼執事

武漢的疫情爆發，我一月初就發微信給武漢的朋友，當時他們說生活一切正
常，政府沒有像非典的時候瞞報（當然我們知道事實並不如此）。農曆新年前，
我再次問候了我在武漢的朋友。有的正趕著在封關前離開，不是乘高鐵就是乘飛
機溜跑。留在當地的朋友我也不時給他們發微信問候，他們表示會堅持下去，看
到訊息時候是很扎心的。我上下也問候了十七位在武漢的朋友，跟他們說願主保
守和醫治武漢和湖北的同胞。我曾經思考過如果我在他們當中，我的感受會如何？
我能堅持心中的一份平安嗎？
我最近留意了武漢下上堂基督教會主任牧師黃磊，他在疫情中帶給教會弟兄
姊妹神的教導和安慰，使我心中感動。上下堂在疫情時已經暫停實體崇拜，改為
網上聚會，現時教會有 550 信徒 54 個小組，超過 30 個小組每天有 1 至 2 小時網
上一起聚會，彼此禱告、讀經、敬拜、分享，團友之間關係緊密更多。
我在網路上看到他的講道視頻，他提到在困難中最不能失去的就是心中的平
安。腓立比書 4:6-7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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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平安是在耶穌基督裡，不因著我們任何的經歷，無論是洪水地震和瘟疫，
都不能奪取我們的平安，因為神所要賜的不僅是出人以外的平安，而且祂會使我
們心懷意念完全地轉向神，來榮耀神、來相信神、來跟隨神，所以我們應當一無
掛慮。我們現在最能做也最應該做的事情，不是消耗生命，而是更加的尋求神。
我們的信仰是一個深知所信，也是深信所知的信仰。就像但以理書中被擄到巴比
倫的三個年輕人，站在令人生畏的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面前大膽地宣告，無論
在甚麼情況下，他們都不會敬拜那巨大的金像。他們同聲表明：「如果我們被扔
在火窯裡，我們所事奉的上帝必能拯救我們；王啊！祂必拯救我們脫離烈火的窯
和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們決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但
以理書 3:17-18，新譯本)弟兄姊妹，我們的信仰就是要這樣即或不然的信心。
今天香港的確診人數每日攀升，有很多境外留學生或移民人士回流返港，大
家是否感到恐慌？過了一關又一關，大陸的疫情穩定下來，又來到境外的疫情爆
發。大家心中有平安嗎？當我們忙於搶購口罩消毒酒精及洗手液的時候，或是在
家上課或辦公悶到瘋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應當尋求神並和肢體彼此禱告？就
算我們沒有實體小組，我們依然可以透過 whatsapp 跟組員互相關心，透過 skype
或 zoom 作視訊會議，再簡單一點就是打電話問候對方。我們不能停止聚會，不是
說實體聚會，而是指我們跟神和神的家的聯繫。若這疫情不但把人與人之間的接
觸隔離了，而且把你跟神的溝通也隔離了，那你心中會有平安嗎？
願我們堅守這即或不然的信仰，靠著主耶穌基督得到真平安，讓肢體互相鼓
勵和安慰。願神賜福祂的話語。亞們。
可於網上收看黃磊牧師的信息：https://youtu.be/BGP5zjRtuO8

主日崇拜

少 青 崇 拜

序樂

成年區消息：

宣召經文：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
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
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
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
的百姓。
詩篇 29：10-11
敬拜：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以勒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暫
停
聚
會

講道：再思作門徒的意義
經文：路加福音 14：25–35

 31/3 因疫情影響早禱會、週二探訪暫停。
 2/4 因疫情影響早禱會、週四小組暫停。
 5/4 因疫情影響開心使團暫停。


為教會代禱：
 蕭五姊妹在家的起居生活，一月至今未回老人院中，求主保
守加力予照顧母親的女兒們。
 感謝主！姚頌霖弟兄和袁頴淇姊妹的初生嬰孩在週三已由
醫院回家，求主賜福小孩健康成長，也保守姊妹的身體盡快
恢復。

為羊先生家庭代禱：

同心為教會代禱



歡迎及報告
三一頌 祝福 會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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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 一 書 5：13– 21、約翰二書 1：1–13、約翰三書 1：1–15
約伯 記 1： 1–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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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手
結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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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唱

3 月 29 日(日)
一堂崇拜

4 月 5 日(日)
一堂崇拜

郭文池牧師
張慧芳
李津楠
張顯恩
殷祖華
袁俊峯
方敏珩
劉展豪

梁國權先生
胡迪恒
-



受疫情影響，原訂四月初在另一個省份舉行的周年同工大會
也要取消。近日工場國家疫情有加劇之勢，首都開始有人搶
購白米和廁紙，我們所在的省份暫未受影響。不過近日空氣
污染霧霾嚴重，AQI 指數甚至高達 300 以上，求主保守團隊
同工的健康。
目前未能評估何時才能與雅美和雅德團隊會面，幾位翻譯員
轉而集中翻譯路加書，感恩已翻譯超過一半，譯稿完成後其
一目標是製作視頻。求主鼓勵團隊在困難中仰望主。
本週是小羊羊學前班最後一週，下學年幼稚園開始家長不能
進入校園，我們也珍惜能拖著他的小手進入校園的最後幾
天。感恩近日有幾個新同工家庭搬來工場，小羊羊有伴了！

為世界代禱：
 求主赦免我們的罪，在疫情中我們知道自己是脆弱的、自私
的、無力的，我們小信、恐懼及離祢而去。病毒無分種族、
國家、貧富地攻擊我們，但國與國之間仍然互相指責為政治
目的來宣傳甚或顛倒是非。求主保守及醫治這世上的萬民，
在疫情中能生存下去，國與國能協力解決這危機，體現神的
慈愛。願主祢的公義、榮耀能彰顯在這黑暗世代。

講題：再思作門徒的意義
經文：路加福音 14：25–35

2020 年 3 月 29 日敬拜詩歌
 耶和華坐著為王

(曲：游智婷 詞：盧靜雯)

耶和華坐著為王，洪水氾濫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耶和華坐著為王，狂風巨浪的時候，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14：25
14：26
14：27
14：28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祢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祢，主耶和華，唯有祢，祢的名被尊崇。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祢的榮耀高過諸天。
我讚美祢，主耶和華，祢的榮耀充滿在天地之上。

14：29
14：30
14：31

耶和華必賜力量，耶和華必賜平安；我從深處求告祢，祢聆聽。
耶和華必賜力量，耶和華必賜平安；因祢豐盛的救恩我仰望祢。

14：32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耶和華以勒

14：33
(曲、詞：霍志鵬)

耶和華以勒我的供應，在恩典裡我永不缺乏。
耶和華我父我的倚靠，在主手裡我永得保障。
讓我心稱頌恩主，祂有無限豐富，賜與我美好人生。
讓我口歌頌恩主，祂有無盡的愛，帶領我永不缺欠。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我要一生一生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

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版權屬：玻璃海樂團）

14：34
14：35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
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
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
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
款。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
作我的門徒。」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
或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
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講 道 筆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