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主日承蒙李潤洪牧師蒞臨講道及施發聖餐，謹此致謝。 

2.  歡迎新朋友參加崇拜，崇拜後請留步，彼此認識及分享禱告。 

3.  今日為母親節，謹祝各位母親母親節快樂。本堂預備了一份            

小禮物致送給各位母親，以表心意。 

4.  崇拜後舉行母親節聚會及愛筵，並為 4-6 月份生日的肢體慶祝，

由弟兄組負責。 

5.  啟示組及職青組合併為 JOB，逢週一晚上聚會，導師：陳智賢，           

組長：楊兆琳，適合大專及在職青年參加。 

6.  16/5-18/5(二至四)古教師參加本會主辦的同工營。 

7.  下主日為宣教主日，有陳慧玲牧師(本會海宣部海外宣教主任)        

講道及歐陽雪玲姑娘(本會宣教士)分享，青少年崇拜暫停。 

8.  21/6(三)上午 10:00-下午 1:00 本會於天恩堂副堂舉行讚美操             

10 周年滙聚日，本堂將參與獻跳「歸向耶和華」，有意參加者，          

請填報名表，並留意內容。 

9.  7 月中舉行暑期聖經班，需要弟兄姊妹參與協助，有感動者，         

請與古教師聯絡。 

10.  本堂現誠聘福音幹事，中學畢業，有神學訓練更佳，半職或全職，

主要負責青少年牧養，並協助堂主任發展福音事工。函履歷及    

得救見證至電郵 faithjoy@elchk.org.hk，本堂堂主任收。            

(資料只招聘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樂堂主日週刊 

                2017 年 5 月 14 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 

              崇拜時間：早上十時正 

開會詩 : 恩典太美麗(頌新 38) 

認罪詩 : 憐憫頌(頌 551) 

榮耀頌 : 榮頌(頌 561) 

讚美詩 : 腳步 

第一次經課 : 使徒行傳 7:55-60  

第二次經課 : 彼得前書 2:2-10 

福音經課 : 約翰福音 14:1-14 

講  題 : 認識耶穌、認識子女、孝敬父母親 

回應詩 : 橋(頌 533) 

聖餐前詩歌 : 這是餅(頌新 61) 

代  禱 : 代禱(頌 577) 

散會詩   : 我們成為一家人(頌新 116) 
 

     

  5 月 14 日 5 月 21 日 5 月 28 日 

講  員 : 李潤洪牧師 陳慧玲牧師 馬漢欽牧師 

主  禮 : 古菊圓教師 蔡寶珠姊妹 陳智賢弟兄 

讀  經 : 鍾銀清姊妹 許麗絮姊妹 李德和弟兄 

司  琴 : 余馥盈姊妹 鄭映言姊妹 李貴容姊妹 

司  事 : 成坤娣姊妹 李綿姊妹 鍾銀清姊妹 

  譚樹泰弟兄 周群鳳姊妹 鄧寶蓮姊妹 

音  響 : 劉天澤弟兄 林桂仁弟兄  陳英傑弟兄 

插  花 : 蔡寶珠姊妹 淑玲/映言 成坤娣姊妹 

投映控制 : 李業康弟兄 謝子喬弟兄 李業康弟兄 

整理椅子 : 全體姊妹 全體弟兄 全體姊妹 

備  註 : 聖餐/母親節 宣教主日  

     

 
： 柴灣興華一邨美華樓地下（興華幼兒學校內） 

： 29044351                 

 ： http://faithjoy.elchk.org.hk   ： faithjoy@elchk.org.hk  

堂主任：古菊圓教師             ： 96095723   

「因為上帝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

明出來；這義是本

於信，以至於信。

如 經 上 所 記 ︰       

『義人必因信得

生。』」(羅 1:17)  

  
(羅 10章 15節) 

 



 

會眾取此通訊回家，為堂會的事項及弟兄姊妹的需要祈禱。 

1.  為身體欠佳的肢體代禱，求天父保守及醫治。 
‧張少卿 ‧麥劉秀貞  ‧陳樂欣 ‧李麗娟 
‧王彩蓉 ‧周根頭  ‧李賢英 ‧劉潮霖 
‧冼桂珍 ‧李寶德  ‧林錫權 ‧鄧耀輝 
‧鄭燕芳 ‧陳詠娟  ‧梁均能  

 

2.  為居住護老院肢體代禱，求天父保守每日起居生活。 
‧梁鈞能(樂怡護理中心) ‧鄭燕芳(柴灣瑞安護老中心) 
‧陳合歡(陽光護老中心) ‧文燕霞(西灣河松齡護老院) 

 

3.  為肢體家人或親友代禱，求天父醫治及保守他們身心靈的需要。 
‧梁文錦先生(Amy姐的丈夫)  

 

4.  為教牧、執事、區長及神學生：古教師、王淑玲、林桂仁、         
龔錦洪、陳智賢、楊兆竣、倪文輝及楊偉玲代禱，求天父帶領，
並在事奉上加能加力。 

5.  為教會財政禱告，求主預備並讓弟兄姊妹憑信心獻上。 
6.  為在職的肢體禱告，求主賜下智慧給他們，能面對每天不同的

工作挑戰和壓力，並有主的平安常與他們同在。 
7.  為在海外升學的肢體：龔信謙、龔信恩及林俊楓代禱，求主        

保守他們的學習及適應。 
8.  為幼兒學校各方面的需要，求主加力給校長、老師、員工、             

學生及家長，賜他們有平安和喜樂。 
9.  為4月份開始「關懷佈道訓練」課程的導師及學員祈禱，求主      

保守各人的心靈及帶領學習過程。 
10.  為參加「生命之道」課程的肢體禱告，求主保守各人的心靈及

學習過程。 
                   

五月份各小組聚會日期： 

路得組 7、14、21、28 (日)早上  JOS 14、28 (日)崇拜後 
JOB 15、22、29 (一)晚上  迦勒組 10、24 (三)早上 
讚美組 11、25 (四)早上  弟兄組 11、18 (四)晚上 
喜悅組 26 (五)早上  青年門訓 26 (五)晚上 
興華組 13、27 (六)晚上   

 

 

【以基督的心為心】                    方承方副監督 

在 Richard Rohr 的著作 The Naked Now:Learning to See as the 
Mystics See 一書中，其中一課“ Three Ways to View the Sunset ”
（三種角度觀看日落），作者提出每個人都可以用三種角度來觀看日落： 

1.用肉眼來看日落：看到的是黃昏美景，夕陽晚霞的絢麗。 

2.用理性的眼睛來看日落：一邊觀看日落，心中卻想著為何太陽必從東
邊升起，西邊落下？為何日落日出這秩序從沒有改變過？ 

3.用心靈的眼睛來默觀日落：看到日落的奇景，心中讚嘆著創造的奇妙
和偉大，就正如詩人對創造主的讚美：「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
傳揚他手的作為。」詩篇第十九篇 1 節或許甚至可即時引吭高歌：
你真偉大！ 

筆者嘗試把「三種角度觀看日落」應用在約翰福音第八章 1-11 節所記
載的一個行淫時被捉拿的婦人的故事上： 

1. 一個當場被捉姦在床的婦人，一個不折不扣的淫婦。 

2. 一個犯了摩西律法的婦人，必須用石頭打死她。 

3. 一個有上帝形象的婦人，無論她如何罪孽深重，都需要憐憫和饒恕。
她仍有尊嚴，仍需要被尊重。若願意不再犯罪（悔改），她的人生仍
有盼望，在基督耶穌裡是新造的人。 

在布拉克邁爾（Gottfried Brakemeier）的文章《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起始與終點》中，作者認為在今天的世界裡，恩典／憐憫的概念已日
漸被懷疑，無情的世界只會演變成不人道的世界。以因信稱義為中心的
神學緊抓著恩典這概念，因為在聖經的用語中，稱義代表上帝應許無條
件接納人類。愛的表現是要回應上帝對人類無窮盡的愛，而非嘗試以「好
行為」來「賺取」上帝的愛。 

筆者實在深深體會在今日的教會中，已遺失了以「第三種眼光」來默觀
生命，就是以恩典和憐憫來接納罪人，使人能悔改得生這基督信仰中最
寶貴的情操。在現今崇尚增長和膨脹的世代中，教會往往如商業世界一
樣：視人為教會發展的工具。「成功」的就有價值，稍為不達教會所訂
標準和期望的，無論任何人，甚至教牧同工，都可以棄之如敝屣。筆者
曾見過教會領袖如何以言語來侮辱他認為沒有功績的上帝僕人，當然也
見證過傳道人如何不尊重和愛惜那些他們認為不俊美的肢體！ 

今年是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教會最需要的仍是那份悔改的勇氣。我
們不要效法世界那種功利的冷酷無情，反要效法基督，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以基督的憐憫心腸來看待罪人。因為「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教會若沒有愛和憐憫、恩典和饒恕，那還是教會嗎？   

(轉載自2017年信義報234期) 

祈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