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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沐恩堂的核心價值： 

按禮儀傳統進行崇拜； 

堅持聖道為本； 

實踐福音使命； 

活出愛上帝愛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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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變，崇拜要變？    林惠誠弟兄（本堂執事） 
由一月底開始，一場疫情令全世界包括香港都變咗樣，即使香港

人有2003年沙士嘅經驗，都無可避免中招。為咗實行「居家抗疫救

世界」，再加上「限聚令」嘅關係，相信今年大家留喺屋企嘅時間已

經遠超上年嘅總和，而我地一班基督徒就經歷咗（同繼續經歷緊）

「網上崇拜」好一段時間，唔知道大家有咩感覺呢？ 

「當然方便咗好多！平時遲到嘅我都可以隨時就自己時間『參

與』喎，仲可以瞓多1個鐘！」「平時已經唔係幾想返，終於唔返都

唔洗俾弟兄姊妹『關心』，壓力冇哂！」「敬拜嘅焦點係上帝呀嘛，

只要我地內心有上帝，就唔洗再返教會啦！」 

平心而論，抗疫疲勞、工作疲勞、家庭疲勞、社會疲勞⋯仲要加

上崇拜疲勞，上帝會原諒我地嘅⋯可？而我又點解可以寫到以上嘅

嘢？因為我真係有諗過囉（求主憐憫）。就喺落筆之際，發覺原來網

上面有好多關於「網上崇拜」同「實體崇拜」嘅討論，邊樣好啲、

邊樣先符合上帝心意、邊樣先係正統等等。但當中又有真係幾多係

喺信仰出發？而又有幾多只係捍衛自己對崇拜形式嘅喜好呢？ 

喺繼續講落去之前，不如考考你，有冇發覺沐恩堂嘅網上崇拜同

實體崇拜有咩分別？明顯嘅有「多左個PowerPoint睇」、「肢體主動網

上講聲平安」等等，基本上整個崇拜嘅流程同實體崇拜冇大分別。

但你有冇發覺到，即使轉咗網上崇拜，崇拜部同教牧同工仍然好努

力維持崇拜內嘅元素，令到身處屋企、辦公室甚至交通工具上嘅你，

可以繼續投入崇拜呢？最唔起眼但最令我驚喜嘅例子，就係有一班

姊妹繼續每星期「插鮮花」（註：根據趙慧德牧師崇拜禮儀講座，將

自然世界中的元素（如鮮花）帶到敬拜的地方，以幫助會眾讚美造

物主。）。感謝主，令沐恩堂有多位甘心將自己擺上嘅肢體。 

「上帝是個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約四︰24） 

經過疫情之後，我相信只會有更多人討論應唔應該繼續開放網上

崇拜，但我覺得，作為信徒，應該要反思到底係咪真係因為疫情唔

可以聚集嘅緣故，而支持網上崇拜？定係因為出於「個人」原因而

支持網上崇拜呢？求主保守香港同世界，盡快走出「疫境」，並且叫

到聖靈提醒我哋，無論喺屋企或返到教會時，繼續常存感恩，敬拜

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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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教會最大的恩賜        張自重牧師 

「我若能說火熾話語，又有恩賜發出啟示，卻沒有愛，言辭空洞
只像鳴鑼，盼望空矣！」一首耳熟能詳的詩歌－《我若能說火熾話
語》（頌主 496）最近常在腦中響起，使人想到使徒保羅寫給哥林多
教會的話：「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
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
樣。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十三 12-13） 
2020年是非常「難過」的一年，世人正活在世紀疫症、政局不

穩、天災連連、人禍處處的陰霾裡，誰人敢說：「當下，我看得清楚！
未來，我看得明白！」重讀聖經，昔日門徒同樣蒙召於風雨飄搖之
日，在人心不安、拒絕真理、棄絕福音的時代，門徒領受聖靈以宣
講和行動傳揚上帝救恩；日後這批門徒就被稱為「教會」，教會成了
蒙召的信徒的結合，他們接受聖靈的引導，存著信心、盼望和愛心
忠心事奉。 
  教會如同基督的身體，眾信徒以「愛」連繫。保羅指出「愛」
不是口才、不是賙濟的行動。滿有語言天才的人，雖然能夠把話說
得動聽，但他可能從來沒有用愛心說過愛人愛主的話，這樣的口才
跟鳴鑼響鈸一樣；人為著自己的偉大和虛榮大發熱心，作出驚人的
捨棄，若這等行動沒有以「愛」承載，仍然與人無益。保羅提醒我
們終有一天所有的恩賜都要過去，唯有愛是永不止息。過去我們需
要愛的培育叫我們能長大成人，有力事奉；今天我們需要愛的安慰，
使在疫情下憂傷的靈得扶持；未來我們縱然回到天父的懷中享受愛
的「抱抱」，但「愛」卻隨著我們的見證永遠存留在人的生命中。 
  教會作為蒙召信徒的聚合和見證，聖靈所賜給「她」最大的恩
賜也就是「愛」。「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恩慈（願意背起別人的
重擔）、「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愛」是不作害羞的事（拒
絕不合上主旨意的舉止）、「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愛」是不輕易
發怒、「愛」是不計算人的惡（不謀害他人）、「愛」是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這樣「愛」就長存
在教會和你我中間。 

過去大半年，教會面對前所未有的經驗，我們需要暫停實體崇拜
和聚會，轉為網絡聚會；牧者週間不能探訪、肢體主日不能領餐；
面對面的相交關懷，轉變成媒體牧養…然而，在轉變中唯一不變的
是聖靈在信徒中的契合與及存留在彼此間最大的恩賜－「愛」。未
來，教會在風暴中仍舊持守上帝愛的恩賜，以愛接待小子，以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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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軟弱的肢體，讓愛長存在沐恩堂和你我中間。 
今天，讓我們在轉變中一起禱告、一起歌唱⋯「來啊！聖靈管理

我心，我心渴慕完全安穩，內裡靈愛引導言行，愛裡敬拜自由更新。」 

家事分享： 

鑑於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政府宣佈多項防疫措施，包括收緊公眾地方
群組聚集人數至 2 人，而宗教活動的豁免亦會收緊或取消，為保障公眾衛
生安全，沐恩堂的各項聚會有下列安排： 

1. 8月 16、23日（主日）兩週暫停會眾參與實體主日崇拜，崇拜將以 Facebook 
 Live 直播及上載 YouTube Channel，肢體可按需要於網上參與聚會。 

2. 「長者主日學」及「兒童果園」暫停聚會，按疫情發展不早於 8 月 23
 日復課。 

3. 各團契由即日起暫停實體團契聚會，建議改以 zoom 網上聚會，按疫情
 發展不早於 8 月 23 日恢復實體聚會。 

4. 如有需要進入教會場地的肢體需緊遵防疫設施，注意公共衛生。 

1. 9 月 13 日崇拜後將舉行 2020 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屆時除審閱本堂各部

之半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外，更會選舉新一屆執事，請弟兄姊妹撥冗

參加。屆時若因疫情緣故未能舉行教友大會，將在疫情緩和及合法的情

況下再定日子舉行，並會在舉行大會前兩星期公告肢體，以便肢體預留

時間出席。 

2. 若肢體因防疫需要未能出席 2020 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可填妥《授權表格》

授權一位肢體協助是次教友大會上作「選舉執事」投票。《授權表格》將

於教友大會邀請函一併發出，肢體可透過 WhatsApp/ 電郵/ 傳真或授權

代表親身交到堂會辦公室或教牧同工。（每名教友只可獲一人授權，現屆

執事、經執事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候選執事肢體和教牧同工並不能獲授權） 

3. 感謝上帝恩典，本堂楊芷茵姊妹蒙上帝呼召於九月入讀信義宗神學院攻

讀「神學學士課程」，接受全時間的裝備成為上帝的僕人使女。因學院實

習要求，芷茵將於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本堂作週末及主日的神學

生實習。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芷茵的學習適應及家庭生活。 

4. 本堂 2020 年 7 份崇拜出席人數平均為 62 人（成人 57 人、兒童 5 人）；領

餐人數平均為 0 人（因疫情關係未有進行聖餐禮）。 
 

肢體需要： 
鍾麗珠姊妹、余潔桃姊妹、周新喜姊妹、陳二女姊妹、袁杏芬姊妹，廖淑卿

姊妹、黃信行弟兄。求主醫治身體軟弱的肢體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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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禱告、守望 

祈求上主…記念我們的沐恩堂 

1.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祈求上主治癒他們的身體，堅固他們的信心。 

2. 為教會未來的發展禱告…祈求上主賜給我們合一的信心和行動，讓我們

能夠尋得從祢而來的異象，並且共同委身於當中。 

3. 為芷茵神學裝備禱告⋯祈求上主賜給芷茵信心、智慧和健康，不但適應

神學院的學習，更經歷聖靈的幫助，生命陶造與成長。 
 

祈求上主…記念我們的香港社會 

1. 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祈求上主止息疫情，保護民眾與醫護人員不受病

毒侵害。 

2. 為當權者禱告…祈求上主透過面前的社會實況來喚醒一眾當權者，使他

們能按祢的旨意行事，秉行公正與公義。 
 

祈求上主…記念我們身處的世界 

1. 為中國教會禱告…祈求上主保護國內信徒的人生安全，保守正遭遇衝擊

的教牧同工和教會。  

2. 為遭遇災難的地方禱告…祈求上主憐憫這遍大地，特別記念黎巴嫩貝魯

特大爆炸的災難，扶助各人經過憂傷，重得生命的盼望。 

 

差傳天地 
「差傳鐵三角」—宣教士 

還記得五月和六月分別跟大家分享了「差傳鐵三角」中差會和教會的

角色，第三隻角就是宣教士。廣義來說，宣教士是所有宣揚福音的人。但其

中有些人被神呼召到特定的地方或是族群宣揚福音，就通常被為宣教士。按

被差派去的不同地方與文化，宣教又可分為同文化宣教(M1:向同地方同文化

的人傳福音)、近文化宣教(M2:到海外向同文化的人傳福音，或是在本地向一

些海外來的僑胞傳福音)和跨文化宣教(M3: 到其他國家向不同文化的人傳福

音)。 

宣教士在差傳鐵三角中的角色：宣教士與差會要有切實的聯繫，為差

會禱告和順服差會的決定。對教會方面，宣教士應透過差會常向教會送交工

作報告，視差派教會為家，常為她代禱並與肢體通信、聯繫。當宣教士在工

場獲取豐富宣教經驗後，可將異象和經驗向差會和教會肢體分享，甚或考慮

到差會或教會服事，推動差傳工作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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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安牧師一家德國宣教（節錄自八月代禱信） 

從回國的夫婦說起⋯⋯ 
上月提到有兩個家庭沒法回國探望病危的親人，其中一位是今年的同

工（信徒領袖）。他年青時在德國讀大學，在查經班有兩年的慕道時間，幾
經掙扎後信主。因為工作，來到不萊梅已有 5 年的時間。他和太太在信主
後都熱心事主，一同承擔教會很多服侍，熱心向學生分享福音，也負責帶領
福音組的查經，他們和弟兄姊妹的關係也非常深厚。 

這兩個月得悉家人病重，心情大受影響，高高低低起伏不定。因著疫
情需要隔離，加上高昻的機票，令他們無法回國探親。即使經常用視像通話，
但心裡的焦慮無法平伏。感謝主，弟兄工作的公司在 7 月底突然安排他以
出差形式回國工作半年，使他在工作之餘，也可探望家人。若有機會，也會
回國發展。這個消息來得突然，一方面為他高興，但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我
們都感到不捨得。 

在團契中，成熟事奉的弟兄姊妹本來就不多，他們的離去，大家要分
擔他們的職務。年初，我們開始查經培訓，現在就急於讓新手帶領查經，我
們預查經文，協助他們成長。大家都有種難捨的感受。有姊妹說：「我們都
習慣了，弟兄姊妹離開的難過，都『免疫』了！幾年間建立感情，又送別弟
兄姊妹回國，或到其他城市升學或工作。這小城市是沒有人留下來的。」雖
然她是這樣說，但仍然流露出當中的難過。不萊梅團契就像上帝用來培訓門
徒的地方，據弟兄姊妹所說，比較其他附近城市，我們是最多人奉獻作傳道
的團契。他們現在都在中國或海外不同地方服侍華人，繼續廣傳福音。 

我們也有難受的感覺，但回心一想，我們在這裡的服侍，不正是作福
音站嗎？帶領人信主、栽培、培育工人，然後差派出去，成為帶領人信主的
門徒。一代成熟離去，又建立新一代的成長，建立生生不息的教會，一個送
出門徒的教會。這不正是我們的使命嗎？想到這裡，心裡的難過就得到安慰。 

靜中得力 
 現在各種聲音紛亂，更需要在主裡得安息。有一天，我們途經市中心的
大教堂並進去禱告，靜中得力。這是 8 世紀建造的教堂，從教堂博物館可
見，在當時他們已經負起向北歐維京人傳福音的工作，不萊梅早已是一個差
傳的基地。我們的福音使命，同樣不單是這裡的福音工作，更是福音的擴張。 

感恩及禱告： 
1.  為回國同工禱告。他的太太回國工作及探望病危家人，求主醫治他的家
 人，也保守他們平安。因這緣故，各人須分擔他的職務，也求主繼續保
 守團契下半年所面臨的挑戰。 
2.  因著疫情及封關，學生無法回國，我們有更多接觸他們的機會，與他們
 分享福音及信仰，請代禱記念。 
3. 求主繼續幫助我們各樣事工的需要：慕道者的福音工作、初信栽培、查
 經培訓和 3 個分齡小組的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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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要求孩子在暑假期間學好德語，以投入學校生活。他們現在以網上
 形式加強學習，求主加力給他們。 

差傳代禱需要： 
 繼續為全球疫情、暴雨成災的地方禱告。並請記念黎巴嫩貝魯特港大爆

炸死傷者的家人，以及為因爆炸而失去家園和痛苦、悲傷和無助的人，
求上主引領教會作當作的事。 

 柬埔寨最近出現基孔肯雅熱疫病，請為柬埔寨人民的健康代禱。另外，
柬埔寨政府已計劃分階段復課，但時間尚未決定，至於宗教活動則尚未
提及，求主保守一切平安順利。而金邊信義中心的代禱需要是：1. 去中
心上課的小朋友越來越少，求主賜孩子們耐心，喜歡學習；2. 中心的「試
工計劃」已有一個參加者，但仍在招募另一位中，求主感動合適的女生，
並且幫助同工們做好相關的準備工作。 

 為泰國禱告：為泰國各地反政府抗議，民眾進行和平集會禱告，又求主
保守泰國政府能夠有效控制疫情，避免再次爆發。而東北班貝堂 Gom 弟
兄因交通意外離世，求主安慰弟兄的家人，醫治他們失去至親的傷痛。
Ubon 府第二聯區於 7 月 10-11 日舉行青少年領袖訓練，共有 21 位青少年
參加，求主使接受訓練的青少年有堅定的信心和事奉心志。樂施堂則有
四位初信的姊妹接受了洗禮，求主保守她們信仰堅定，認識主更多。 

 為越南的宣教工場禱告：為著 7 月的少年營和帶領兒童去探訪孤兒院禱
告，求上主引領保守青少年認識祂和實踐信仰。願主保守教會少年人信
主的信心，當中部份受到家人的逼迫，不允許來教會。還有為著中文班
禱告，讓來學習者有堅持學習的精神。 

 請繼續為到洪牧師夫婦在荷蘭的服事禱告，為提城教會及盧森堡教會尋
覓聚會地方禱告，求主預備。而阿堅及阿美剛領洗，求主保守他們的信
心每日增長，並賜福他們的家人。 

傳道部消息： 
 原定於 8 月 22 日舉行的懲教院所探訪佈道，因疫情緣故取消。 
 差傳信心認獻現收到兩份回應表，盼上主感動更多肢體回應。 
 10 月傳道部會舉行冠冕跑，為差傳基金籌款，稍後會公佈詳情，請留意

宣傳。 

二○二○年七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聚會 \ 週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 62 --- --- --- --- 62 

兒童果園 5 --- --- --- --- 5 

祈禱會 26 --- --- ---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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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主日學 4 --- --- --- --- 4 

安得烈團契 9 --- --- --- --- 9 

彼得團契 4 --- --- --- --- 4 

約書亞團契 3 --- --- --- --- 3 
 

二○二○年八月至九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22/8 29/8 5/9 12/9 19/9 26/9 

安得烈 

小四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競 技 週 

青崇+ 

Sharing 

腦 筋 
大比併 老 少 

籃 球 

(合團) 

查 經 
青 崇+ 

芳芳厨房 彼 得 
中一至三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時事常識問
答比賽 

團友 
話事週(3) 

查 經 生 日 週 

約書亞 
大專至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平等分享行

動 

(23/8 日) 

又要威又要

戴頭盔 

(30/8 日) 

休 會 

(6/9 日) 

教 友 

大 會 

(13/9 日) 

新 興 

運 動 

(20/9 日) 

查 經 

(27/日)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 --- --- 

戲 劇 週 

(11/9 五) 
--- --- 

 

聚會 時間 19/8 26/8 2/9 9/9 16/9 23/9 30/9 

以斯帖 

55 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開 心 

樂 園 

福音粵曲 

詩歌齊齊唱 

福 壽 

康 寧 

靈 聽 

長者心 

雲 彩 

片 片 

靈 聽 

長者心 

月亮圓圓 

開心玩 

二○二○年八月至九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23/8 30/8 6/9 13/9 20/9 27/9 

主題信息 繪本童書 

待  定 

主禮 陳孜孜 

信息宣講 邱苑瑋教師 

司琴 曾曉芬 

延伸導師 
曾曉芬 

陳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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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八月至九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23/8 30/8 6/9 13/9 20/9 27/9 

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 

第十二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三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四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五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六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 

(綠) 

主禮  邱苑瑋教師 楊寶蓮 張自重牧師 溫家浩 周于琴教師 李志雄 

講員 張自重牧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長崇 --- ---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讀經 --- 楊芷茵 蔡志明 鄭翠瓊 林惠誠 黃鳳霞 

經文 

賽 51:1 - 6 

羅 12: 1 - 8 

太 16:13 - 20 

耶 15:15 - 21 

羅 12:9 - 21 

太 16:21 - 28 

結 33:7 - 11 

羅 13:8 -14 

太 18:15 - 20 

創 50:15 - 21 

羅 14:1 - 12 

太 18:21 - 35 

拿 3:10 - 4:11 

腓 1:21 - 30 

太 20:1 - 16 

結 18:1-4、 

25-32 

腓 2:1 - 13 

太 21:23 - 32 

司

琴       

成人 
朱葆婷 

張歷言 
朱葆婷 譚柳華 王中真 

朱葆婷 

張歷言 
李恩諾 

輔助 --- --- --- --- --- --- 

司獻 --- 
黃鳳玲 

梁健華 

袁永章 

曾曉芬 

冼慧珊 

陳孜孜 

鄭賦行 

李敏儀 

連家輝 

黃碧瑤 

地下招待 --- 周貝蔚 林嘉敏 林志雄 魏書如 李思哲 

六樓接待 --- --- --- --- --- --- 

詩歌 
20, 頌新(87, 

27, 102, 
69,108) 

53, 頌新 87, 
342, 頌新 88, 

417 

216,頌新(107, 
121), 356, 
頌新 81 

42, 頌新 107, 

431, 頌新(86, 

69, 124) 

頌新(97, 107), 
458, 頌新 119, 

496 

21, 頌新(107, 
84, 106, 69), 

301 

插花 陳  孜  孜 鄭      翠     瓊 

祈禱會 --- --- 邱苑瑋教師 --- --- --- 

呈獻 --- --- --- 
何俊威 

李志雄 
--- 

何俊威 

鄭翠瓊 

崇拜代禱
負責人 

--- 冼慧珊 陳敏嫺 梁笑琼 張少芳 趙仕傑 

司事執事 --- 何      俊      威 

音響小組 --- 譚      志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