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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疫情這兩年的變化，它極可能還
會困擾我們⼀段時間，⼤家防疫之
餘，也要調整⼼態，把疫情對⾃⼰
的影響降到最低。疫情對我們⽣活
最⼤的⼲擾莫過於對群聚的限制，
教會固然喜愛群聚，崇拜始終是⼤
家⼀起敬拜上帝，我們都享受⼀起
敬拜，在⼀起的教會⽣活。預計疫
情會持續好⼀陣⼦，不是要我們變
得隔閡，相反既然知道它的出現，
我們就要把握可以⾏動的時刻和機
遇，去關⼼別⼈、去連繫、去同⼼
敬拜。

教牧⽂摘01
看透疫情
常⾔道看透世情，今回我們卻要看
透疫情。

 歐偉昌博⼠

兩年了，疫情已兩年了，⼤家習慣
了沒有？我相信⼤家仍是謹慎⾯對
疫情，但已經不會如最初那樣緊張
了。由不認識病毒所產⽣的恐慌已
經消退了不少，即使我們對病毒的
認知還是⽋缺，但我們⼤約已知道
它不時變種，也隱約感到它的病發
程度和致死率。我說要看透疫情，
不是叫⼤家輕視它，⽽是知道它可
能發⽣的種種軌跡，以便作出預
期，⾄少我們⽐起兩年前，多了⼝
罩、多了對病毒的認知、多了疫
苗、多了應對的策略、多了⽣活變
通的⽅法、多了⼼理準備等。

疫情還有多久實在無法講得
準，⽽站在憑信⽽活的⽴場來
說，我們在不輕視疫情之餘，
更要憑信⼼打出未來，教會發
展剛邁向新⾥程，儘管疫情帶
來實質的影響，但它絕對無法
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在上帝
⾯前憑信站⽴，給予我們⽣之
勇氣！當我們在疫情、逆境中
繼續向前，新的發展亮光就會
出現，疫情中有因應疫情條件
⽽來的發展⽅式，「⾏到⽔窮
處，坐看雲起時」，隨時隨地
靠著那加給我們⼒量的凡事都
可⾏。

⼤家加油！看透疫情，繼續
上路，⼀起⾒證和發掘上帝
在前⾯預備的豐盛！



⽂章分享 02

我們帶著無限感恩的⼼來感謝神為我們預
備了⻑沙灣堂的新堂址。我們正籌備獻堂
的慶典，打算邀請不同的嘉賓來參與。

以⾊列⼈重建聖殿後，主的榮耀就歸回殿
裡。不料，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結
43:5)。神也會⾃⼰親⾃來臨我們的教會。
因為主曾說：這是我寶座之地，是我腳掌
所踏之地。我要在這裡住。(結43:7)。

不過，主卻警告他們「以⾊列家和他們的
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聖名，⋯⋯⾏可憎的
事，玷污了我的聖名。」(結43:7-8)」神要
求百姓不要再做令神⼼痛的事，因為這是
神的家。

神希望收到的禮物正如保羅在羅⾺書12
章1-2，「將⾝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只要⼼意更新⽽變化」，我們要
完全把⾃⼰奉獻給主，每天過著聖潔和
討神喜悅的⽣活。哥林多前書6:19「豈
不知你們的⾝體就是聖靈的殿嗎﹖」⾯
對光怪陸離的世界，我們要⼼意更新⽽
變化，拒絕魔神的引誘和試探。

新的⼀年開始了、新的堂址也落成了。
我們⼤家要主前⽴志﹕每天要過著討神
喜悅的⽣活，將⾃⼰呈獻給上帝。上帝
的靈必停留在我們的教會裡，住在我們
的⼼裡。阿們﹗  

以⾊列「餘⺠」為耶路撒冷神的殿重建
⽢⼼獻上禮物，他們就拿出⾦⼦、財
物、牲畜來獻給神。今天我們準備什麼
來獻給神呢﹖

你預備什麼來參加獻堂典禮

⿈建達弟兄



⽂章分享03

    感謝主，新年伊始讓我們都來到主
⾯前數算主恩，在過去的⼀年裡，我
們也許有順有逆、有得勝有失敗、有
歡笑有淚⽔，感謝主的保守和看顧，
也感謝主的憐憫和⼤愛，使我們平安
地毫不缺乏地度過了⼀年。求神幫助
我們在新的⼀年裡⽣命有⻑進，以感
恩的⼼度過每⼀天!

2、要抓住機會去愛⼈。平時
很難的服侍⽗⺟雙親，過年團
聚，要抓住機會把基督的愛傳
遞給家⼈，好使親朋好友認識
基督。要抓住機會傳福⾳。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時，總要專⼼。”利⽤春節把
主的福⾳傳給他，或把他帶到
教會裡來聽福⾳。神⼀定悅納
並祝福我們這樣的⼯作。

3、新年⽴新願。靠主恩典，
對未來⼀年⼼中充滿盼望，在
神前⽴⼀⼼願。⽴志追求⽣命
成⻑。

   我們的愛⼼多，果⼦就多；
   我們的奉獻多，賞賜就多；
   我們的順服多，祝福就多；
   我們的讀經多，智慧就多；
   我們的禱告多，⼒量就多；
   我們的聚會多，恩膏就多；
   我們的饒恕多，喜樂就多；
   我們的讚美多，得勝就多；
   我們的侍奉多，禱告就多。

    ⽴志追求更上層樓。⼀年內
再讀聖經⼀遍；⼀年中再領⼗
⼈信主，⼀年內再改⼀個不良
嗜好。靠主恩典過⼀個喜樂、
感恩、祥和，⼜有意義的
“年”。

（來源：曠野呼聲）

從歲首到年終的祝福
(節錄)

    基督徒如何過⼀個有意義的新年。
我們要享受耶和華神從歲⾸到年終看
顧的祝福，我們也要有常常追求的⼼
志，才能夠不斷地蒙受神的看顧和保
守。要抓住機會榮耀神。 “無論做什
麼，都要為榮耀神⽽⾏。”

1、新年新追求。我們要在新的⼀年
裡，在⽣活上有⼀定的變化，要有新
的樣式，與蒙召的恩相稱，與悔改的
⼼相稱，與所處的地位相稱。我們要
不斷地更新，追求屬靈的⻑進。



書籍推介 04
⼗七世紀的荷蘭畫家林布蘭，歷

經豐⾐⾜⻝、意氣⾵發的⼈⽣頂

峰，卻在接⼆連三的打擊，⼼靈

經歷無數回的死亡，於晚年透過

畫筆重新詮釋浪⼦的⽐喻，因⽽

誕⽣出永垂不朽的〈浪⼦尋回〉

經典畫作。

⼆⼗世紀多產的神⽗作家盧雲，

因緣際會看⾒林布蘭的畫作，受

之震懾。這幅畫，不僅讓盧雲放

棄在世界⼀流⾼等學府的⼯作，

進到「黎明之家」，服事⼀群⼼

智障礙者，更在他⽣命的最終階

段，引導他進⼊⼀種⽗與⼦、神

與⼈、憐恤與痛苦的愛中，展開

⼀趟歸家之旅。

林布蘭的⾃剖畫作，或是盧雲的

真摯⽂字，讓我們感受內在的浪

⼦，何等渴望回頭。天⽗上帝，

無盡等待，恆守家⾨前，何等歡

迎我們歸家。

《浪⼦回頭：⼀個歸家的故事》

 作者：盧雲
               (Henri J. M. Nouwen)
 譯者：徐成德
 出版社：校園書房

作者簡介：

盧雲 (1932-1996），儘管已
過世，至今依舊是影響全球的

靈修作家。他曾任教於哈佛大

學、耶魯大學，以及加拿大安

省神學院。一九八六年起，加

入加拿大多倫多「黎明之

家」，服事心智障礙者，開展

了一段錐心刺骨的靈性旅程。



05 報告事項

⽇期 : 2022年2⽉8、25⽇
及3⽉4、11、18及25⽇

講師為伍中恩教授、余凱
姍姊妹。
課程內容 : 了解節期旗幟
的意義，學習不同的設計
特點、 製作⽰範及實踐。
費⽤ : 每位$1,000

5. 社會服務部「正點⼝罩」的
銷售將於 2022 年 2 ⽉底光榮
結束，有興趣購買者請聯繫執
事或佩兒。

6. 信義會總會信徒培育部於信
義樓五樓禮堂舉辦「2022年
旗幟製作班」

       ( 晚上7:30-9:30)。 

 匯豐銀⾏

並把⼊帳資料WhatsApp
⾄：4636-1830
通知書上請寫上：

4.   若有奉獻，請直接⼊教會
銀⾏戶⼝：

        (004）168-4-015652
      「信義會⻑沙灣堂」

        1. 奉獻者姓名
        2. 奉獻項⽬
        （購堂奉獻 / 感恩奉獻 /
             ⽉捐 / 慈惠）
         3. 清楚顯⽰付款⽇期和
             ⾦額。

1. 原定1⽉16⽇舉⾏事奉⼈
員就職禮需要改期舉⾏，詳
情容後公佈。

2. 希伯來書查經班，將在
2022/2/16 (農曆年後 )開
辦。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参
加。

3. 信義會總會將於5⽉2⽇
(星期⼀ )9:00-17:00於真理
堂召開2022年會員⼤會與
代表⼤會，⿎勵弟兄姊妹報
名參加 (本堂代表為劉偉邦
弟兄)。 

12⽉主⽇崇拜
出席⼈數

5⽇ 12⽇ 19⽇ 26⽇

60⼈ 

40⼈ 

20⼈ 

0⼈ 



06代禱事項

為到緬甸和哈薩克斯坦的局勢祈禱，求主帶領
當地的政局，讓⺠眾的權利得到保障，叫⺠眾
的政治權利和⼈⽣⾃由不受剝奪，求主憐憫；

為到新⼀波疫情祈禱，求主增加我們的信⼼⾯
對，謹慎守護⾃⼰的健康，採取適當的防疫措
施來抗疫；

為到在加拿⼤感染Covid19的伍永康弟兄祈禱，
感恩他現在病況輕微，求主繼續醫治他，也醫
治廣⼤受感染的群眾；

為到⿈藝祈禱，求主加⼒給她，讓祢⼤能膀臂
拖帶她的前路，求主幫助；

為到新堂能正式使⽤獻上感恩，求主帶領我們
事⼯的發展，在疫情下反倒有新構思，新發
展，求主幫助我們，特別在疫情下，求主鞏固
我們和你的關係；

為到教會的⻑者祈禱，求主顧念他們的健康；

為到淑芬和惠賢祈禱，求主保守兩位準媽媽的
健康；

為到各位弟兄姊妹在疫情下的⼯作額外⾟勞祈
禱，求主憐憫。



07 事奉⼈員當值表

2022/02

2022/03 初稿  



基督教⾹港信義會⻑沙灣堂
九⿓深⽔埗福華街27號朝光商業⼤廈2樓
https://www.churchcsw.org.hk
churchcsw@gmail.com
傳道：歐偉昌博⼠
奉獻⼊賬戶⼝：匯豐銀⾏（004）168-4-015652「信義會⻑沙灣堂」

主日崇拜  
星期⽇上午11:00-12:30 

 兒童主日學  
星期⽇上午11:00-12:30 

    二月份生日肢體
      Happy Birthday

 歐偉昌博⼠

 吳靈鳳

 陳劍峰

本堂資訊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