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我們是委身相愛、生命更新、薪火相傳、見證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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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邁步向前」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
姊妹踴躍出席。
2. 兒童區兒崇敬拜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4 至 6 月份詩
歌資料。
3. 因清明節關係，駕駛私家車的會友請預早時間參與心崇拜。
4. 3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3/3 (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請各堂委到接待處
的藍色堂會資料文件夾中領取議程及有關文件。
5. 「福音班」課程於 26/3(下主日)上午 11:30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請已報
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6. 「差傳佈道課程」課程於 26/3(下主日)上午 11:30 在祥利街祥利工業大
廈 4 樓 B 室(Gateway 基偉)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8 位；青少年 25 位；兒童 56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00,338.90，本月至今獻金共 $274,235.0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本堂 3 月份為 SAM 籌募短宣費用，有感動的肢體，請在教會捐封註明
「SAM 之短宣費用」，多謝支持！

大齋期屬靈操練
為期四十天的大齋期屬靈操練，還有兩星期就結束啦！我們是否每天仍持
續為主擺上 15-45 分鐘，來親近主耶穌？讓我們一同齊來參加操練，享受
靈筵，彼此分享在主裡所領受的恩言！
日期：4 月 2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00 至 2:00
地點：東貿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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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堂交流
主辦：差傳小組
目的：與順德龍山堂弟兄姊妹、朋友分享福音。舉辦福音晚會及探訪，
能以普通話溝通。
日期：5 月 6 至 7 日（六至日）
費用：$1,000 （教會資助 1/3）
截止日期：4 月 9 日（主日）
名額：10-14 名
備註：必須出席兩至三次的準備及祈禱聚會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如有查詢，可與林志文牧師聯絡）

每日代禱資料
19/3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為香港未來的特首禱告，求主帶領香港的前路，叫公義真理得以彰顯，
叫貧窮困境得到出路！

23/3

為肢體代禱
梁健熙弟兄（靈昇查莊組）
‧ 感謝主紅斑狼瘡情況已受控制。
‧ 求主保守身體，叫體內的癌細胞消散。
‧ 求神堅固信靠主的信心及有多些時間親近主。
24/3

20/3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李沚珊姊妹（樂 Rejoice 組）
‧ 感謝主，小組在持續成長。願主賜福給每一位愛祂、聽祂、又遵守祂教
導的人。
‧ 正在考慮轉工，求主賜予更清晰指引。
‧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的帶領，願未來在堂委的職事上仍能遵主的旨意去行，
以上帝的愛去與人相處。
‧ 求主賜智慧及勇氣，更懂得如何與親友分享福音。
22/3

星期五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梁啟昌、姚嘉敏夫婦 （千年從組）
‧ 啟昌母親跌傷了右前膊頭，有骨裂，加上腦退化情況，需要加倍照顧，
求神憐憫和醫治她，病況可以得以改善。
‧ 求神幫助夫婦二人可以穩定返教會，建立與神的關係。
‧ 求神祝福嘉敏於日本旅程順利平安。
21/3

星期四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李順儀姊妹
‧ 求神保守自己和家人有健康的身體。
‧ 求神看顧在工作方面，能有好的體力應付和與同事相處愉快。

為肢體代禱
梁彥欣姊妹
‧ 在忙碌工作中有安靜祈禱時間；求主賜恩典、在職場作見證。
25/3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感謝神認識了 D 族歸主者穆罕先生，藉著他的見證，讓我們看到父的
作為，也請記念 D 族中非常少數的跟隨者，願父常與他們同在，堅固
他們的信心，也時刻保護他們。
‧ 願我們在計劃開展平台的時候，願父為我們開路，賜下智慧及我們一
切所需的，願我們真能藉著這些途徑，有效地接觸 D 族人。
‧ 感謝父親預備了 D 語老師，求父賜下智慧，使我們能好好學習 D 語，
並 D 族的文化。同時，我們也繼續學習俄語，求父幫助，讓我們能有
效分配時間，並賜下體力和精力。
‧ 大小芥在十二月頭和一月尾兩次流感高峰期時都病倒了，願父親賜下
孩子們健康的身體。
‧ 感謝神有一對服侍 D 族的工人夫婦，雖然我們所屬不同的公司，但他
們很是關心我們，在探索的過程中，願我們更能彼此守望分享，求父
眼下服侍 D 族的工人們有合一的心，互相激勵，讓工人們看到父親在
D 族中的心意和作為。

52 週句句金
第 38 週：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
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以賽亞書 53:4）

每日一禱： 主耶穌，祢是永生神的兒子、祢是救世主，我們今日完全因祢
的救贖而可成為神的兒女；我們實在要稱頌祢、感激祢。但願
我們像祢一樣作順命的兒女，生命發出祢的光芒。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為四月份的 3 個福音主日崇拜禱告，求主使用我們的邀請及我們所送出
去的福音單張，感動未信耶穌的親友可以來，看見生命中真正的需要是甚
麼！
‧ 求主保守一班將會考 DSE 的學生(梁曉程、曾德希、黃爾諾)，在這段時間
裡經歷從上而來的平安及安穩，使他們有信心有盼望去面對這個考試，亦
幫助他們有足夠的休息及精神去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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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帶來生命的改變

（第１２期）
陳偉文

當撒馬利亞婦人在雅各井旁打水，為她自己和兒子並牲畜喝這井裡的水
的時候，耶穌便來到，並同她說：
「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
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 4:1314)。隨後，撒馬利亞婦人便說：
「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先祖在這山
上敬拜，你們卻說耶路撒冷才是人該去敬拜的地方。」(約 4:19-20)。耶穌就
對她說：
「婦人，相信我吧，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不會在這山上，也不會
在耶路撒冷……神是靈，敬拜的人必須以靈以真理來敬拜。」(約 4:21-24)。
最後，耶穌說：「我就是妳所說的彌賽亞(基督)。」(約 4:25-26)
從撒馬利亞婦人與耶穌的對話中，我看見聖靈在她的生命中工作，她也
願意面對她生命中的軟弱，沒有逃避退縮，反而讓真理光照她的生命，最終
她得以自由，可以勇敢走入人群，因為她遇見那位看不見的上帝在她生命中
對她說話，改變她！
在時代論壇閱讀了一段文字，有關李思敬引用約翰福音 4:24「神是個靈，
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他釐清經文所講「心靈」和「誠實」的
意思是用「聖靈」和「真理」去敬拜神。
「聖靈」和「真理」不單是用來敬拜
神，更是拯救人生命的活水。李思敬解釋約翰福音所提及的撒馬利亞婦人生
命雖遭遇挫折，改嫁多次，甚至被當時的撒馬利人認定她沉淪罪惡，耶穌卻
特意去會面這個撒馬利亞婦人，為她的生命賜下活水。
在這段文字裡，讓我反省每星期返到教會崇拜時，或每天靈修拿起聖經
閱讀時，有沒有遇見那位看不見的上帝在我生命中對我說話、改變我！李思
敬提到：
「生命的改變是依靠聖靈的工作，而真理的釋放使人得自由。耶穌邀
請撒馬利亞婦人作生命的悔改，容讓聖靈按真理改變她的生命。」
今天，我們有沒有在返到教會崇拜時，或在每天靈修拿起聖經閱讀時，
讓那位看不見的上帝，在我們生命中對我們說話，從而改變我們的生命？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