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4

‧ 請為實體及直播崇拜運作下的人手安排及牧養工作代禱。
‧ 請繼續為唐錦光牧師的康復禱告。醫生發現牧師康復進展仍然好慢，
 15/4再做內窺鏡檢查，請代禱。

‧  限聚令宗教聚會人數放寬，教會主日崇拜將以實體及直播同時進行，安排如下︰ 
 （一）實體崇拜︰ 
   為分流出席人數，出席分配如下︰ 
   逢第一、三週主日：仁安組、瑞珊組，男人組。 
   逢第二、四週主日︰美碧組、生命組、宇軒組、鶼鰈組， 無入組及其他。 
   進入教會時請先向招待長點名，以作出席記錄之用，新來賓敬請填上
   來賓登記表。
        所有出席崇拜之弟兄姊妹請先閱讀附件︰「崇拜聚會防疫指引」。 
 （二）直播崇拜︰ 
        a.未被安排出席當日實體崇拜者，請參與直播崇拜。 
        b.每週六或之前會透過「教會廣播」發佈「直播連結」，弟兄姊妹 
        請於聚會時間12:00或之前按連結一同參與崇拜，該連結將會延至下周二便會刪除。 
 （三）青年、兒童、長者已恢復實體聚會，不設直播。 
 （四）由於實體崇拜未全面恢復，期間之出席率將豁免計算。
 （五）請緊貼教會廣播有關聚會安排之消息。

‧ 2021為穆斯林世界30天(13/4 — 12/5)同心禱告，禱告內容將每天透過「教會廣播」發放。
‧ 未填寫2021-22年度「教會奉獻回應表」電子版者，請盡快交回。 

‧ 上年音響訓練班，現補日課為25/4/21主日下午2:30-4:30，請已報名者按時出席。導師：LEO
‧ 2020/11年度全年奉獻收據於18/4主日開始派發，請向幹事或當值員索取。如發現收據
 有問題者，請連同收據正本與教會行政幹事聯絡。

‧ 中心高級活動幹事陳麗芳姊妹將於30/4離職，本會感謝她在中心多年的貢獻。

 今次在受難節崇拜中參與服侍，讓我看到
弟兄姊妹在服侍中彼此關顧，互相合作將最好
的獻給神，實是感動！感謝神在我們負責聚會
的過程中的帶領和預備（尤其是聚會器材的預
備），還更感謝祂讓我們可一起學習合一的服
侍。在我而言，即使錄影的過程可能有未完善
的地方，但神的愛和作為已在我們心裡成為美
善，沒有缺欠。願榮耀歸與神！

 大家好！我是來自城市大學的
實習社工Justin，我在1月至5月都會
在恩澤中心實習，感恩中心給我這
個寶貴的經驗讓我能在這裏實習。
 在這數月的實習中，中心能
夠申請到不同的資助，能夠找到有
心人可以資助中心能與區內的餐廳
合作，從餐廳中購買飯票，然後再
由中心分發到區內不同有需要的人
士，我有幸參與其中兩次的露宿者
探訪活動，從中向他們派發不同的物
資及給他們飯票到餐廳換取食物。
 在探訪之中，看見了很多露
宿者及清潔工的需要，在這放上記
念，希望他們的需要能夠被更多人
看見及有更多的資源能夠幫助他們
改善生活。

  受苦節聚會
同行十架路  

陶婉芬姑娘

謝麗娥

 起初我以為受苦節聚會錄影過程會好
順利完成。後來因效果不太理想，需要重
新錄製，剛巧楊佳公司同事確診新冠病毒，
雖然楊佳檢測屬陰性但為大家安全著想。
所以我們也不得出席錄影重拍，感到好可
惜。我欣賞大家好認真好努力付出，準備
功夫做足。特別陶姑娘精心策劃加倍付出。
無論音樂、歌詞、圖像等，好觸動我。辛
苦晒大家！感謝主！願一切榮耀頌歸主。

梁德華

楊佳

 感謝天父，讓我和仁安組
的弟兄姊妹有機會負責今年的
受難節崇拜，我們由籌委開始

商討至整組弟兄姊妹全力參與，實在使我體驗保羅
在羅馬書12:1所說「……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因為我看到不論負責台前（敬拜、領圖
像默想）和幕後（頌讀經文、圖像旁述、敬拜音
樂、背景音樂、錄影、音響控制、場地安排及影
片制作等）的弟兄姊妹都盡心、盡意、盡力做，
為天父獻上活祭。正因如此，他們全力地擺上自
己，使我經驗到耶穌基督身體的真正意義（弗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
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
立自己）。這實在叫我向天父獻上感恩祭，願榮
耀歸與三一神！！

張嘉慧

實習社工︰郭洛言

義工︰周銳鴻
 “在神凡事都能”。當我
軟弱嘅時候想起這句說話就
好像打了一支強心針。因為
神嘅說話就係力量！

 有時在街上看見一些弱勢社群，例如無家可歸的露宿
者，有時連一日一餐溫飽也沒有；又或是一些工作時間長
收入低微嘅清潔工人，這些叫做前線員工是最辛苦的，是
最被人忽視的。心想⋯⋯這些人好像是被遺棄的、不被重
視的，相信除了神之外都沒有什麼人能夠像神一樣去眷顧
他們。這一年我因為沒有工作，神安排了一些義務工作給
我，讓我感受一下他們的苦況。曾經去幫手派飯啦；神又
畀機會我派抗疫包啦；幫手去搵露宿者同清潔工派飯劵同
禮物包啦。雖然我只是協助，但係我真正感受得到教會這
班義工真的是被神感動而出自內心去幫他們的。派禮物嘅
時候講聲“神愛你”原來係好簡單的。但是一句咁簡單嘅
說話如果係發自內心講，原來真係可以感動到他們的。這
是我眼見而又真實的，感謝神⋯⋯讓我這一年明白什麼叫
做盼望，也讓一班弱勢社群有盼望~就是盼望我哋一班義
工多啲去同佢哋講聲“神愛你”。盼望這班弱勢社群終有
一日同我哋一樣有這個永生的盼望⋯⋯感謝神。

 回想自己有兩年沒有拍攝錄影，今次有機會參與
事奉，實在感到高興。看見教會拍攝崇拜，我希望會
有很大進步空間。
 我欣賞組員很認真、很努力、好有默契，又有陶
姑娘精心策劃加倍付出，後期Leo精心製作等。在主
內的工作有領受神給各人恩賜，實踐金句百節各按各
職，彼此相助。
 特別一提，愛娥及早超朗讀經文得非常有感情，
聲調很柔美。我太太Winnie先天不足，但她加倍努力。
雖然只是短短兩節，她的朗讀充滿感情，是神的恩典。
其他弟兄姊妹朗讀都不錯，可能是經文觸動我們的心。
 在此我鼓勵教會弟兄姊妹多朗讀聖經，像金句內
的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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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今次每位組員有份參與受苦
節聚會錄影，多謝陶姑娘的悉心構思及帶
領整個聚會內容，看見每位參與者都很努
力及以認真的態度去服待神，希望能讓大
家透過默觀感受耶穌捨身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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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透過默觀感受耶穌捨身的愛！

探訪露宿者的感想探訪露宿者的感想



受苦節聚會 ~ 同行十架路

馬建財、周惠珍

 如果要寫感想，就要講返轉頭。一開始收到話要錄影個節目(受
難節崇拜)的時候，大家都好雀躍。娥姐分配工作畀我哋做，陶姑娘
就話畀我哋聽點樣讀經文。大家都好熱心去做，喺屋企練定台詞。
跟住去到綵排那天大家好緊張。綵排原來係由朝頭早做到下午，接
著放飯一個鐘，不過大家都好準時返嚟。接著便完成拍攝，大家好
開心，一齊影返張大合照，跟住就拜拜啦。
 整個拍攝過程我都覺得OK嘅，到幾日之後收到通知話「唔得
喎！」，籌委會話有些流程出咗問題，就要再由頭拍過，我哋要用
多一日時間，又可見多一次面喎！
 兩星期之後，第二次拍攝是由早上到食飯前已經拍完。點知原
來係rehearsal。嘩！咁大家笑一笑。應該下午會拍多次，最後下午搞
掂。OK啦！最後都係同樣嘅動作，影張團體相，傾吓偈，social下，
跟住就拜拜啦。
 雖然期間都覺得用咗好多時間，但係都值得嘅，因為拍完之後
大家都好滿足，彼此各盡其職完成這個任務。仁安組，你係得嘅！

黃國雄、張淑蘭

伍慧玲

 今年受難節崇拜在疫情下預錄播影，我們就負責今次聚會。好多謝陶姑娘
精心編寫內容兼流程，Leo負責燈光，音響和錄影器材，一絲不茍的安排，令錄
影效果更盡善盡美。娥姐細心關懷，不斷幫大家更新聚會流程表及安排出場次
序，避免期間出錯，全組員同心同行負責不同崗位，發揮小組切實相愛，彼此
服事的目的。
 在默想過程中，讓我感受不是[旁觀者]或[觀眾]，仰望十字架的恩情，感受
與基督一同受苦的[參與者]，體會耶穌走上苦路境況，背負十架，經歷上帝的大
愛，找到生命的盼望，要珍惜祂賜給我的一切，以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

敖燕媚

 「耶穌被推倒在十字架上，伸出雙手，向天父獻上他的死亡，為救贖我們獻
上生命祭⋯⋯」這是我第一次負責帶領受難節聚會【耶穌被釘十字架】默想部分的
開始，其實心情非常緊張，擔心自己未能勝任，感謝陶姑娘悉心的指導和鼓勵下，
我總算能夠完成，雖然未算掌握得好好，感謝主！這已經是我非常大的突破，更體
驗到自己的不足， 唯有倚靠神，因祂凡事都能作！
 因着這次負責，在不斷的練習帶領默想中，深深感受到耶穌被釘十字架為我
們罪人犧牲的情境，「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羅5:8」我心裏面有好大的感動，感謝主的施恩和慈愛！

黎愛娥

梁早超

 今年受苦節聚會，由仁安組負責，
確實是一件又新、又大、又難的事。過
往經驗中各種活動都能一一妥善完成。
幸好有陶姑娘的策劃和帶領，各組員按
分配互相分工，過程中陶姑娘給我們不
少意見、鼓勵和支持，至終可以在戰戰
兢兢中完成是次事奉，十分感恩。
     默觀圖像是一種既吸引又富挑戰性的
操練。當中自己不斷學習更多專注和集
中，以致多一點感受和進入場景之內，
在預備製作的日子裏，詩歌和圖像在腦
海中不斷重播了不知多少遍，要學習的
路還長呢！

黃仁安

 收到要負責安排受苦節崇拜這個消息有點
緊張，因為小組從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幸好有
資歷深厚的陶姑娘帶領，我們才稍稍安心。經
過一輪商議之後，我和婉婷被安排做「讀經」
和「和唱」的工作。
 要擔任受苦節的和唱，心裏戰兢。皆因天生
五音不全，部分詩歌也不太熟悉，那能勝任？陶
姑娘很關顧我們，一早傳來歌詞及音帶，滿以為
很容易「學上手」，不難「跟著唱」。誰知一聽
之下，首首選曲都不易唱，完全「捉拿不到音
準」，唱來唱去也進展不大！時間逼近，我倆於
是跟著youtube練習，希望快點兒唱熟歌曲，以免
耽誤進度。喉嚨沙啞了，卻唱得不滿意！想過不
如「自首」，向陶姑娘及Leo「辭職」，說不唱了！
 神不會給你超過你能承擔的，練習之後，噢！
自己可以跟上了，捉到首歌的旋律了，而且越唱
越感興趣，越唱越「愛」它們，甚至腦子裏不時
浮現歌曲的音符！感謝神！由不愛這些歌，到深
深被「它」吸引。很慶幸自己能站上台上，去演
繹歌曲內容，唱出耶穌被釘十架的信息。
 耶穌是「以色列的聖者，為我們犧牲自己」，
「祂的身體為我而捨，祂的寶血為我而流。」；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愛，背負我們的痛苦」；
「因祂受刑罰，讓我得平安；因祂受鞭傷，使我
得醫治」；「祢的恩典，深觸我心」，「來頌讚，
來歡呼，向我主歌頌直到永遠」；「主耶穌，我
感謝你」。
 多謝教會和小組，讓我們有這個機會，透過
預備歌曲，深深體會耶穌被釘十架之苦，明白神
的愛何等偉大！ 
 更欣賞小組各人的互相配合，成就整個錄影
過程，背後的付出，無論是時間和精力，都是無
可置疑！
 感激小組！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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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這個聚會是仁安組的突破，我們經歷了多個第一次：第一
次為受苦節安排聚會；第一次因限聚而決定以預錄方式進行；第一
次配合音響而錄製……。
 好多謝陶姑娘，為了籌劃整個聚會花了不少心思，讓我們上了
一堂寶貴的課程。我是負責讀經文及場務，原來讀經文也不能看
輕，要如何有感情地發揮、掌握節奏、時間的運用，不能太快，太
慢等。為怕自己表現未達要求，於是預先錄音給陶姑娘聽聽，不單
是我，其他組員也是如此，大家都希望能表現理想，在聽取我們的
錄音後，陶姑娘都會悉心指導。
 拍攝時，沒想到原來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收音、燈光、企
位、走位、PowerPoint、鏡頭擺位、配樂等，而且還要一take過，這
些我們從未經驗過。要控制得合宜，才能使流程暢順。起初，我們
掉以輕心，沒想得周詳，於是第一次錄影並不理想，唯有再錄第二
次，組員不單沒有因此發怨言，反而更積極參與，好欣賞組員的認
真，尤其三位帶默觀的組員，Yummi、慧玲同早超，他們無論在聲
調、感情、節奏等控制，都恰到好處，一絲不苟，可以看到他們是
很努力地做足準備。
 感謝主！再讓我們小組體驗合一的心「凡事謙虛，温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每位組員各施其職，不論分配到何位置，都全心全意做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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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走位、PowerPoint、鏡頭擺位、配樂等，而且還要一take過，這
些我們從未經驗過。要控制得合宜，才能使流程暢順。起初，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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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努力地做足準備。
 感謝主！再讓我們小組體驗合一的心「凡事謙虛，温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每位組員各施其職，不論分配到何位置，都全心全意做最好！

 從今次負責受苦節聚會的過程
中，我們深深領受到靠着神的保守、
指引、團隊的合作精神，萬事都能
順利完成。當我們知道要負責這聚
會時，我們非常懷疑究竟小組可否
完成任務，而我們又可負責什麼呢？
因為這是小組首次負責這任務。於
是我們開始向神求助及指引。結果，
在組長們的悉心安排及分派工作與
各組員努力的工作下，這任務完成
了。我們衷心感謝神的保守及組長
和各人的悉力合作，這任務能順利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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