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
使徒信心會

最新
消息

教會消息︰
1. 2022年4月開始教會主題：起動‧結網。
目標：扎根真理 / 佈道 / 化整為零、化零為整 / 領袖督導

教會全年目標

2. 5月份經卷講道：羅馬書。

何慧芳牧師

過去一年，教會主題「扎根真理、活出習慣」分別透過，崇拜經卷講道、背經、集體靈修、禱
告(家家點燈)及小組內進行邁向成熟課程，大家一步一步地建立真理根基及屬靈生活習慣。2022
年，教會也會朝著過去一年的目標，繼續努力地裝備弟兄姊妹，並展望來年發展目標，分別如下：

3. 由22/5主日開始，崇拜恢復一堂聚會︰12:00-13:15舉行。
如有個別特殊情況不能出席，可參與直播崇拜。
直播連結會於該主日約11:30透過教會廣播發出。
中心︰
4. 4/6 賣旗籌款(九龍區)：
日期：2022年6月4日 目標：籌款$50萬
a)第一輪收集「金旗」捐款日期下主日5月22日崇拜後。
b)中心決定4/6當日有實體賣旗，敬請弟兄姊妹預早報名參
加，以便同工安排物資。賣旗日義工登記表格(電子版)：
連結報名︰https://form.jotform.com/220818961665061
c)弟兄姊妹如協助地鐵站賣旗工作，可直接於教會消息版上
報名及填上港鐵站名。
d)22/5 將到神召會石硤尾堂售賣金旗，請代禱。

2022年5月

目標：除承接過去一年在真理和屬靈習慣上扎根外，也期盼
在佈道上齊齊起 動，同心結出福音的網，向未信主親友及中
心服務對象宣講神福音， 完成教會 「得人如魚」 異象！

扎根真理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得人 如得魚一樣」

崇拜經卷講道
羅馬書 (5月) 重點

(太4:19)

人因罪需要神救恩真理、基督十字救贖、
信徒新生命的生活、以色列與外邦信徒關係

小組靈修
由各小組自行安排最合適小組靈修方法。

使徒行傳 (10月) 重點

立即登記
賣旗日義工

活出習慣

家家點燈：禱告操練

教會組成和開展，信徒受迫逼。

背誦經文
1-4月

5-9月

10-12月

救贖經文及佈道

羅馬書

使徒行傳

2022年主題

起動•結網

持續推動信主家庭或小組建立禱告祭壇。
(每周一次15分鐘在家庭或線上進行)。禱
告內容除了按個人需要外，也可運用教會
每月禱信內容守望代禱。

小組全年經卷研讀

2022年承接上年度
及加增項目

羅馬書 青崇「羅馬書動起來」
各小組「伴你高飛 – 羅馬書」
分區家庭崇拜

代禱
事項
1. 羅汝沛弟兄於5月7日早上主懷安息，願主平安與他們同在。安息禮拜定於5月20日
下午2：00-3：00在九龍殯儀館三樓光榮堂舉行。
2. 李鴻英兒子漢耀上週離世，願主的安慰、力量臨到英姐一家。
3. 羅桂蓮先生方添勝，經醫生診治後發現腸內有末期腫瘤，而且已轉移到肝臟。
求主保守看顧醫治他，又為他有信主的心代禱。
4. 請為陸翠流姊妹手傷及查明暈倒的因由上信心堅固禱告。

設小組分區類別和區導師

為了使教會聚會能更具彈性和靈活，
隨時可以「化零為整、化整為零」，
教會將會推動分區家庭崇拜聚會，弟
兄姊妹到自己所屬或附近的區域，參
與願意開放家庭作聚會點出席崇拜，
並由分區家庭領袖帶領聚會。
日期：31/7、30/10
全年三次)

(第五周主日，

夫婦日營
內容以鞏固夫婦關係為主。

戶外崇拜暨教會生活營
這兩年疫情教會都少了集體活動，盼
望今年8月教會68周年紀念及12月聖
誕崇拜，進行生活營，彼此聯繫。

教會小組劃分為不同區別，分別有：
- 長青區 (瑞珊組及美碧組)
- 伉儷區 (鶼鰈組、仁安組、心連組)
- 在職區 (生命組、男人組、宇軒組)
- 青少年區 (詩穎組、黎明組、初中組)
- 兒童區 (兒崇、東頭成長太空船)
- 敬拜區
各區都分別有不同導師督導組長服
事，讓小組工作更有效地關顧、牧
養、檢討及訓練。

佈道計劃
I) 生命故事主日 (日期：26/6、28/8)
邀請一些經歷主愛的基督徒在崇拜內
分享見證及佈道，弟兄姊妺可把握機
會邀請親友赴會。
II)由2022年4月開始各小組自訂全年
佈道計劃，由區導師督導小組完成佈
道計劃。

1-3月崇拜主題講道
「完成使命」

聖經節期活動
述說神對以色列人施恩拯救的故事，今
日信徒因著信同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神要求祂的子民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
世世代代守節期(利23:14)。因此信徒
持守節期，不單表明立約子民的身份、
更是懷著感恩的心記念神的作為，在
節期中信徒透過敬拜、重述及記念神
救贖的故事，一同經歷神同在。
守節期：
・逾越節：15-23/4 ・贖罪日：5/10
・五旬節：5/6
・五旬節：5/6
・猶太人新年：26-27/9

現在就是時候了﹗起動•結網！

弟兄姊妹讓我們上下同
心，一齊建立神家，無
論在真理的裝備上、傳
福音及見證上，都盡心
地擺上，榮耀神！

「聖靈降臨節」
聖靈降臨日是由猶太人的五旬節演變而
來。五旬節是猶太教三大節期之一，又稱七七
節。猶太教嚴守猶太曆法，按期守節，而五旬
節是為記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五十天，上帝
在西奈山頒佈「十誡」。按猶太曆法，猶太人
在每年正月十四日守逾越節，其後接下來的七
個星期屬收割的季節，而這季節的高潮就在第
五十日那天。

張榮昇牧師

他們會把第一束的收割作為獻祭；因為
此時已到收成期末，百姓都歡樂地慶祝豐收（
利未記23:16-21）。特別在這天大祭司會將一
捆新熟的大麥獻給上帝作為初熟的果子。後來
猶太人將聖經譯成希臘文時，將「五十」天這
個日子翻譯成pentecostē，到後來翻譯成英文
時，完全採用了希臘文寫法，成為了今天大家
熟識的Pentecost，中文聖經譯成「五旬節」

這個節日有三重意義：
原來猶太人在猶太曆正月十四日過逾越節後，接下來的七個星期是收割的季節。
這個季節的高潮，就是在第五十日那天，把第一束收成獻給上帝，此時已到收成
期末，是百姓歡樂地慶祝豐收的節日。
（利未記23章16-21節）
五旬節是一個歷史性的節慶。猶太人相信上帝就是在這一天，在西奈山把舊約的
法律給了摩西。因此他們在這一天紀念上帝與祂的子民訂立的盟約。到了耶穌的
時代，人們稱這個猶太人的節日為五旬節，因為這節日是逾越節之後的第五十天
，而「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所以五旬節也可以叫做「逾越節圓滿結束」。
耶穌復活後的第五十天，也就是「五旬節」這天，正當門徒們聚在一起禱告的時
候，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耶穌在離世前曾應許賜給門徒聖靈，就在「五旬節
」這天聖靈降臨了。當門徒被聖靈充滿、獲得從上面來的能力後，開始遵照耶穌
升天前的吩咐，向各地佈道、傳福音，為復活的基督作見證，甚至有一天之內三
千人信主領洗的記錄，教會相繼建立起來。
（使徒行傳二章1-13節）
「五旬節」這天聖靈降臨的日子，標誌著教會時代的開始，是教會的誕生日。因此教會規定
在耶穌復活後第五十天，為聖靈降臨節。
「五旬節」包含兩方面的屬靈意義：
應驗了耶穌曾經預言和應許的聖靈降臨

門徒得著能力，從此開始組織起來，
承擔起向全世界宣教的使命

父母對我生命的影響

楊曦彤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是我爸爸經常
掛在口邊的句子。他常說我作為女兒是神交託
給爸媽管理的，而我和我擁有的一切都屬於神
的。從小到大，縱使每次在他人面前提起我都
總是露出引以為榮的表情，在背後爸媽都不厭
其煩地提醒著我一點 — 我擁有的一切都不是因
為我叻，全是倚靠神而來的。這個概念，一直
支撐着我的生命路上的每一步。
回想起兩年前，我大部分的碩士課程都
是在疫情下完成，這段期間亦是我壓力最大又
最不知所措的時期。因為疫情的緣故，不像以
前那樣可以和同學一起嘻嘻哈哈討論功課、一
起溫習，一切課程都是以zoom完成。畢業論
文也沒有與其他同學一起選擇同樣的主題，我
甚至從未面對面見過大部分的同學，那種孤獨
面對壓力的感覺實在痛苦。感恩我其實並不孤
單，因為有神拖對我走，縱然有許多未知數，
但衪一直都在我身邊帶領著我。當時我每星期
都要為我的畢業論文進度進行匯報，而每一次
我的進度都停滯不前，我每次都認為自己是完
全不可能有實際的進度去匯報給評分的團隊。
回想起我每次都會在臨匯報前五分鐘祈禱，但
不是祈求主讓我一切順利，而是祈禱求神讓我
學會倚靠主而得力、告訴主我會倚靠著衪行未
來未知的路（因為每星期我都幾乎肯定自己會
不合格，不大可能準時如期畢業，即是不可能
跟隨自己原來的職涯規劃走)。在整整八次的
匯報中，我都是在最後最後一刻才能成功取得
達到目標進度的數據。你可以想像，我每次都
是在等待其他同學匯報時我才成功取得數據，
是如此驚險。最後順利畢業，我可以告訴你，
這完全是主幫我做到的，是我一個人不可能完
成的。

但爸爸媽媽教導我的，不只是在軟弱無力
時倚靠主，而是在順境的時候也要緊記倚靠主
才是我得力的原因。
爸爸媽媽帶我番教會可以說是風雨不改，
不是星期日得閒才回教會，而是每一個星期日
的時間都要留給神。這個習慣有效地提醒我，
在忙碌的工作中不要忘記神，即使現在擁有相
對滿足安穩的生活，但也要提醒著自己，一切
主權都在主手中。因為父母從我小就帶著我番
教會，我現在才會可以在平日工作到天昏地暗
的日程表中，無論如何都留下星期日的時段，
回到神家檢視自己和神的關係。這就好像在工
作中，我需要每星期三次反思自己工作效率和
進度，並改善明天的計劃。因為父母的習慣，
令我可以每星期在牧師的教導和神的帶領下，
反思自己的生命和與神的關係。是父母令我了
解到生命上進步遠比知識才能的進步更重要，
工作的種種都顯得相形見絀。
從他們的管教中你能看到，他們絕不是埋
一千銀子在地的僕人，他們清楚了解銀子是主
所託付，他們的責任是好好管理和發揮，成為
又善良又忠心僕人，就能與主人分享快樂。

註：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民安教會 │2.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 教會年曆與禮儀

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的好媽媽
何慧芳牧師
高嘉濠

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次係有史以來第三次寫家訊。當然感恩嘅事情唔好俾
佢停。疫情不經不覺已經過咗第五波，喺第五波裡我可以稱自己係疫情大贏家。
我現時工作地方係精神科院舍。自從第五波疫情開始爆發，社署就資助安老院舍
及殘疾院舍員工一萬蚊，及在爆發期間每天有$500的津貼。另外，自己機構亦
院舍員工少許津貼。當我收到呢啲消息嘅時候，喺度籌算呢啲金錢該如何運用。當祈禱時候聽到
「咪」，然後我不停求問是否真係？之後，神畀我諗起教會所需要嘅物品就係「咪」。
然後，無論喺家中還是在上班嘅地方都有確診。在家中，媽媽確診了。事緣，媽媽上班嘅
地方有同事感染，然後即日進行了社區核酸檢測，結果一個月後收到，測到初步確診。喺嗰一個
月期間，我與媽媽喺屋企無戴口罩以及有同檯食飯。喺公司，由於舍友們確診而同事分批進入去
照顧確診者以及非確診者。但係很不幸，我位置前後左右嘅同事確診了，只有我無確診。期間每
日快速測試都呈陰性。感謝主，畀我有強壯嘅身體。
最後，同你隔離嗰個講，我好珍惜同你一齊睇家訊。

黃少清

今年生日，適逢是母親節，能與家人共聚慶祝，在此疫情下
別具意義。疫情下的生活令人更珍惜每個能夠相聚的機會。
每年生日都喜歡與媽媽共渡，因為她才是主角。猶記得媽媽
分享當年被醫生責駡，41歲高齡還懷孕生子。感謝媽媽承受生產
之痛及生命危險，將這個聰明可愛精靈活潑的我帶來世上；更感
謝天父賜我這位偉大的好媽媽。
媽媽雖然學歷不高卻樣樣皆懂：廚藝了得、打理家頭細務，
更是頭頭是道；又給予子女足夠自由和鼓勵。當我參與全職事奉
時，她不但沒有因為少收家用而“黑面”，反而主動關心我是否
夠錢用。媽媽的正面，包容和鼓勵都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媽媽無微不至的愛，讓我深深感受天父的恩典和慈愛。早前
媽媽確診新冠肺炎，令我非常擔心。感謝神的保守和醫治。禱告
媽媽身體健康，早日信主，得著屬天的平安和永恆的盼望。
媽媽，母親節快樂！耶穌愛您，我都愛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