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中的反思

馮志滔傳道 2021.01.23 六
去年 10 月開始，我的胃部經常疼痛和沒有胃口進食，經過醫生的診
斷，得知患了胃潰瘍，同時間因痛風症痛得不能步行，人生第一次要以輪
椅代步，無法自己前往目的地，需要別人的照顧；乘搭輕鐵的時候，其他
乘客讓開，才能進入車廂，甚至去洗手間和淋浴都需要別人幫助，心裡充
滿著乏力、辛苦、難受、擔憂、連累別人和無力感這些情緒，就在這個狀
況之下，有一次回家的途中，看到蔚藍的天空，想起詩篇 8：3-5「我觀看
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
冕。」和「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應許常晴
無雨，常樂無痛苦，常安無虞。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
得息。」這段歌詞，令我思想到：縱然我們算不得甚麼，祂卻顧念我們，
賜給我們上帝子民和兒女的尊貴身份。人是很渺小和脆弱的，不要自高自
大，要謙卑和順服神，時常謹記我們是蒙恩的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
恩典和賞賜。神不曾應許天色長藍，花香常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難免
面對疾病、挫折、灰心失意、無力、困難等事情，但不要接受環境的擺佈，
深信神與我們同在，祂賜給我們有力量、生命的動力和方向。
患病期間日常生活需要家人照顧，小兒子擔當了重要的角色，他會幫
助我很多事情，包括斟水、拿冰袋、協助我沖涼等。當我提出請求的時候，
他會立刻放下手上的電話或功課，然後幫助我，每次我都會説聲「謝謝」
，
他總會回應說：「不用這樣說，我是你的兒子，為你做事是應該的。」令
我想起，我們都是天父的兒女，我們侍奉和為主作工的時候，是否甘心樂
意的去做，沒有去計較，是應該做的，還是勉強去做，甚至想得到回報和
賞賜呢？
感謝主，身體慢慢康復，這次患病令我體會到人真是很脆弱和渺小，
作為基督徒，要常常感謝神的拯救和赦免，感謝主賜給我們的一切，當侍
奉神的時候，要樂意的擺上和付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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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萬族中歌頌你！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信
實達到穹蒼。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詩 5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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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聲頌揚】

【愛中相遇】

是祢恩手

改變我一生

每一天

渴望與祢在愛中相遇

我要開口

數說祢大能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獻給祢

讓祢恩典 一生伴我行
來頌讚傳揚祢的救恩

惟有祢 是我的喜樂和力量
我甘願捨棄一切跟隨祢

來拍手歡呼 來高聲唱和
因祢慈愛永遠長存
凡有氣息的 來一起讚頌

每一天
再一次
惟有祢

全能上帝

我願意一生敬拜榮耀祢

祢配得一切讚美

【逾越】

渴望與祢在愛中相遇
降服在祢大能榮耀裡
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在困苦艱難
仍謙卑禱告
要安靜 知道祢是神

將我全人獻上當作活祭
以清潔的心 單單事奉祢
願祢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裡
求聖靈更新 掌管我一生

無罪羔羊
曾被殺願犧牲

潔淨我

為救贖

流血捨身

領我逾越死亡
越過風浪
神恩手把我隱藏
勝過危疾災禍
潔淨一生過錯
藉基督寶血塗抹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隨祢 在愛中遇見祢
潔淨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隨祢 榮耀中敬拜祢
每一天

渴望與祢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獻給祢
惟有祢 是我的喜樂和力量
我願意一生敬拜榮耀祢

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羔羊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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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新來賓：歡迎首次參加本堂網上崇拜的新來賓，願主祝福你和你的家
人，歡迎你繼續參加崇拜，同來認識及敬拜賜恩的天父。若希望參加
團契小組，請與定堂牧者聯絡。
2. 崇拜後代禱服侍：弟兄姊妹及新來賓，心靈上若有任何需要，我們樂
意為你們分擔及代禱，請於散會後與區牧或祝宗麟牧師聯絡(電話：
9216-9410)。
3. 領取聖餐套裝安排：
為讓肢體在疫情下有更整全的崇拜參與，教會將會為在宣基堂受洗、
完成轉會手續加入宣基堂肢體，或已經在其他教會接受洗禮並恆常參
與宣基堂聚會者，派發一份二個的獨立聖餐套裝（2-3 月份）
，歡迎弟
兄姊妹在以下時間回宣基堂保安處索取。
星期六：下午 1:00 至晚上 9:00；星期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4. 基石堂人事安排︰
2021 年 1 月 31 日楊樹強牧師已屆宣道會區聯會規定的退休年齡，由
2 月 1 日起退休，基石堂負責同工將由杜文軒牧師接任。楊牧師將從
教會的行政和決策事務上退下來，轉任基石堂顧問牧師一職，仍然在
教導和牧養上服侍，教會感謝楊牧師多年來的付出，祝願他有美好的
退休生活，亦為杜牧師祈禱，求主加能賜力，使用他在新崗位的服侍，
成為教會的祝福。
5. 差傳部：
➢ 為了方便把「本地宣教歷史考察團」
、
「網上與宣教士
分享祈禱會」
、
「服侍印傭聚會」或其他關於差傳部的
資料發放給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差傳部現正召募「差
傳夥伴」
，請大家瀏覽以下網頁或掃瞄 QR Code 報名：
http://bit.ly/3qlAvJX
➢ 感謝天父的恩典，樂婷三年事工費「代轉」的部份已經足夠了。從
2021 年 2 月 1 日開始收到的「代轉」， 會撥入宣基堂差傳部的事
工費用。
如有查詢，請聯絡程展鵬牧師(電話：9848-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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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週六晚堂成人崇拜現以 Youtube 直播形式進行，直播連結可到以下宣
基堂網頁。https://www.sunkei.org.hk/
7. 網上主日學：新生命新生活（上）
講師：葉國輝執事
日期：202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28 日（共六課）
時間：上午 10:15 至 11:15(Zoom)
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聖經為本，探討信仰基要的課題；並透過研習和生活例子，
讓信徒明白什麼是基督徒的新生命與新生活。
報名方法：WhatsApp 莊姝娟傳道（93259301）留下姓名、牧區及報讀
課程名稱。
8. 宣基堂實施防疫措施期間之奉獻渠道：
➢ 郵寄支票：
- 抬頭請寫「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堂」。
- 若家中有宣基堂奉獻封，請連同已填上一切資料的奉獻封一同寄回。
- 若沒有奉獻封：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奉獻者姓名、所屬牧區、奉獻
編號（如有）
、聯絡電話及奉獻用途（常費/慈惠/差傳/發展基金/代
轉-請註明/其他-請註明）
- 郵寄至將軍澳尚德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G16 收。
請在信封寫上回郵地址。
- 切勿郵寄現金。
➢ 銀行轉賬、櫃員機、網上銀行及轉數快：
- 創興銀行：銀行號碼：041；戶口號碼：282-20-094359-4
- 英文名稱：C and M A Sun Kei Church
- 轉數快：請選擇以流動電話號碼(52497859)輸入而不是 FPS ID。
- 轉賬後，請立即以 Whatsapp:52497859/電郵 offering@sunkei.org.hk
寫上奉獻者姓名、所屬牧區、奉獻編號（如有）
、聯絡電話及奉獻用
途（常費/慈惠/差傳/發展基金/代轉-請註明/其他-請註明）並上
傳有關收據或截圖，以便教會會計跟進。
- 本堂在透過 Whatsapp 或電郵收到有關資料後，會在七天內用同樣
通訊方法回覆確認是否收妥有關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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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 如沒有收到教會會計回覆確認，請致電教會查詢 21783939。
- 若七天後仍未能確認奉獻者資料的轉賬，本堂將以無名氏身份把奉
獻金額記入本堂經常費項目。
➢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我們的個人資料，是用於徵訊記錄、財務會計及寄發收據
等行政需要及有關的統計用途上;當有關資料已不再符合以上用途，
我們將不再保留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以銷毀。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

全民祈禱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將於 1 月 27 日(星期三)晚上 8：30 至 10：00 舉行，祈禱會以 Zoom 形式
舉行，連結將於前一天透過區牧發放出來。
如有查詢，請聯絡區牧或宣基堂辦公室行政同工(電話：2178-3939)。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消息
週六晚堂成人崇拜現以 Youtube 直播形式進行，直播連結可到以下宣基堂
網頁。
https://www.sunkei.org.hk/

宣基堂(甲子何玉清中學)消息
坑口青少年崇拜聚會資料如下：
所有聚會遷回宣基小學舉行，直至另行通知。
若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馮志滔傳道（電話：2703-2522）。

宣基堂(康城佈道團契 Joyful Sunday)消息
主日早上 10:30-12:00 進行網上 Zoom 團契，透過詩歌敬拜、信息及小組
分享，彼此代禱，願在疫情中共行，分享主愛。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莊姝娟傳道(電話：9325-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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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堂消息
1.本週代禱事項：
1 近日疫情仍然嚴峻，反覆不定，單日曾出現逾百確診個案，求神憐
憫，緩和疫情，亦求神保守已研發的疫苗有效，接種有序，能遏阻
病毒的擴散。
2.經過一年的疫情，經濟下滑，失業率攀至歷史高位，各人都承受不
同的生活壓力，求神保守弟兄姊妹的情緒，看顧他們的需要，在逆
境中因著上帝而不至失去盼望。
3.在新一年的開始，求神更新我們與主的關係，每日在靈修禱告之中，
經歷主的同在、教誨、指引和安慰，並在生活同行之中，經歷主的
慈愛、信實和能力。
4.由 1 月尾起，教會 YES 祈禱鏈將延展至第五階段，每週有 36 人分
成 12 個小組為教會、為各自的需要祈禱，求神喜悅各人的擺上，垂
聽我們的祈求，亦求神保守祈禱鏈的拓展，讓更多弟兄姊妹加人教
會禱告的行列。
2. 事工費「代轉」：
感謝天父的恩典，宣基堂宣教義工樂婷的三年事工費「代轉」的部份已
經足夠了。從 2021 年 2 月 1 日開始，我們收到她的「代轉」，將撥入
基石堂的差傳事工費用。請大家留意。

基石堂主日奉獻
上週(2021.01.17)
常費
$80,700.00
差傳
$1,200.00

截至上週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198,884.00
$199,096.15
($212.15)
$1,200.00
$865.38
$334.62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3,451,000
註 2：全年預算支出：差傳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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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上週

宣基堂主日奉獻
上週(2021.01.17)
常費 $172,395.20
差傳
$5,400.00
策發
$1,900.00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618,624.20
$735,976.73 ($117,352.53)
$40,200.00
$63,519.23
($23,319.23)
$15,250.00
$28,846.15
($13,596.15)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12,756,930；差傳 $1,101,000
註 2：全年策發基金(儲備目標) $500,000

宣基堂(宣基小學)聚會資料

宣基堂同工

主日
成人崇拜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兒童崇拜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Shining Buddies
少年崇拜/團契(中一至六)
升中適應計劃
祈禱會
月禱會(每月首週)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温元京牧師 (榮譽牧師)
萬得康牧師 (榮譽牧師)
周欣鳳傳道 (兒童)
吳麗嫺傳道 (青少年)
馮志滔傳道 (青少年)
羅小燕傳道 (青少年)
黃少東傳道 (青少年)
李善宜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李名峰先生 (青少年福音幹事)
程展鵬牧師 (職青、夫婦)
莊姝娟傳道 (職青、夫婦、康城團契)
歐燕冰傳道 (職青、夫婦)
聶月貞傳道 (年輕夫婦)
徐敏儀牧師 (婦女、夫婦)
黃健雄傳道 (成熟夫婦、男士、長者)
梁庭恩傳道 (燃亮生命傷健群體)
葉美欣傳道 (校牧)
董智敏博士 (義務傳道)
朱笑娟傳道 (義務傳道)
許惠絲小姐 (行政助理)
譚磊光先生 (行政助理)
林賢嬌小姐 (行政助理)
基石堂同工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杜文軒牧師 (成年、職青、青少年)
吳苑菱傳道 (成年、兒童)
楊樹強顧問牧師 (成年)
張麗真姑娘 (傳道助理)
梁德光先生 (行政助理)

上午 8:45
上午 10:15
上午 11:45

Youtube 直播
Youtube 直播
Youtube 直播

上午 8:40
上午 10:15
上午 11:40
暫停
上午 11:00
上午 11:00

網上錄播
網上錄播
網上錄播

上午 10:30，11:45
晚上 8:30

ZOOM
ZOOM

ZOOM
ZOOM

(逢每月第二及四週星期三)

主日學
成人
上午 10:15
ZOOM
週六
燃亮生命傷健崇拜
下午 2:30
網上直播
陽光活力團契
下午 3:30
網上錄播
青少年崇拜
下午 3:15
ZOOM
青少年團契
下午 2:15，4:00
ZOOM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資料(在疫情期間暫遷回宣基小學)
Youtube 直播
週六成人崇拜
下午 5:30
網上錄播
幼稚級兒童崇拜/主日學
下午 5:30
ZOOM
週六成人團契/小組
下午 3:30，6:45
宣基堂(甲子何玉清中學)資料(在疫情期間暫遷回宣基小學)
少年崇拜/團契
下午 3:00
ZOOM
宣基堂(康城佈道團契)資料
Joyful Sunday 團契(主日)
上午 10:30
ZOOM
宣基堂聯絡資料
地址：將軍澳尚德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電話：2178 3939
傳真：2178 3099
網址：www.sunkei.org.hk

9216 9410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516
2517
2522
2529
2530
2528
2528
2519
2521
2523
2532
2524
2525
2531
2526

2703 2514
2703 2512
2703 2511
9216 9410
9875 9955
2342 2038
2342 2038
2342 2038

基石堂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坪石清水灣道 12 號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電話：2342 2038
傳真：2342 2396
網址：www.keishekchu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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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感恩及代禱事項─
1. 宣基家
為教會禱告：
1)在疫情期間，求主格外賜給牧者智慧和能力，使用不同模式牧養信徒。
2.)求主保守弟兄姊妹的靈命在主裡健壯，每天親近主，常禱告，多讀
經。3)疫情期間，弟兄姊姊大大發揮守望相幫精神，彼此分享和分擔。
4)弟兄姊妹擁抱宣基家 2021 年主題：
「活出聖言」
，在神的話語裡扎根，
並踐行神的道。5)神學生 Victor 及 Nicole 在宣基堂有美好的學習和體
驗。6)新入職的福音幹事李名峰弟兄事奉得力，與青少年同工團隊有美
好的配搭。7)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2 月 21 日舉行的聖經問答比賽，並藉
此活動提升對讀經的興趣。
2. 祈禱部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呼求神…
1)神在疫情中掌權，憐憫世人，人在患難要謙卑地尋求神的幫助。2)各
國疫情極之嚴峻，政府有充足智慧與能力處理危機；民眾願意與政府配
合，遵守各項禁令，共同努力對抗疫情。3)藥廠能夠大量生產有效疫苗，
讓民眾早人接種。4)第三世界國家得到所需的醫療物資和幫助。5)醫治
美國民眾之間的撕裂。新總統及其內閣有敬畏神的心，按神的真理領導
國家。
香港是我家，我們呼求神…
1)政府動用更多資源追蹤隱形患者，制定有效隔離措施，切斷社區傳播
鏈。2)在抗疫疲勞中，市民仍然做好個人防疫措施。3)保守醫護人員安
全地工作，確診者能得到適切治療。4)因限聚令大受影響的行業得到適
切的幫助，員工生計得到保障。5)增強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政府有
妥善的安排。6)老師有智慧和能力在網絡上授課，保守同學有學習的心。
7)在患難中，市民大眾能夠堅強地生活下去，持守良善的心，行公義，
好憐憫。
3. 以法他牧區
感恩！李珊珊姊妹順利完成電療，求主施恩、看顧，保守治療效果。她
家聘用了新佣工，求主保守她能盡快適應。
9

4. 迦南牧區
1)蘇勇梅姊妹開始服用肝痰處方藥物，求主保守副作用能減到最低；肝
癌覆診要到三月，求主保守姊妹繼續有好的生活質量。2)感恩！談關雪
貞姊妹服藥以後身體狀態已經明顯好轉，求主看顧姊妹，能盡快康復。
5. 兒童牧區
天瑜接受手術後昏迷至今，最近她的病情惡化。懇求主醫治天瑜，令她
能甦醒過來，並早日康復。願主的愛與家人同在，安慰他們的心。
6. 康城佈道團契
1)因著疫情持續，實體聚會久久未能恢復，求主保守聚會者持續參與網
上的聚會，亦讓事奉人員有智慧設計聚會內容。2)求主賜福初信栽培班
的 6 位學員在真理上紮根成長。
7. 宣基小學牧區
1)新學年開始，願主保守師生、家長及職工，在各處健康平安，又保守
網上教學及學習，一切順利！2)求主興起校園眾人禱告的心，在疫情下，
以禱告彼此守望。3)求主保守五年級的學習及評估。4)求主施恩帶領「小
一家長學堂」福音跟進及關懷工作。5)求主賜恩給剛洗禮肢體，屬靈生
命持續成長，成為家庭及別人的祝福。6)求主的福音栽種在每位同學及
家長心裡，在多變的疫情下，經歷從神而來的安慰、醫治及隨時的幫
助。7)求主賜予香港家庭及下一代，身心靈健康成長，跨越各種生活的
挑戰及困難。
8. 差傳部
1) Panda 的代禱需要：
a. Panda 有感動服侍更多的多姆人，曾在另外一些城市看到許多多姆人
帳幕。Panda 尋求主的心意，希望能在另外的城市服侍更多多姆人。
b.Panda 已於 1 月中回 J 國服侍，求天父保守她的腳步。c.為 Panda 辦理
工作平台的申請禱告，求天父開路。
2) Ricky & Winny 的代禱需要：
a.11 月，北海道以至日本的 COVID-19 感染個案都急升，開始進入第 3
波，也為早前已恢復的實體聚會添上不穩定因素。願主開路，在這疫情
下如何透過牧養男士、夫婦，幫助他們在家庭、工作崗位和社區見證
主。另外，他們在附近的下川町認識了一些居民，希望可以在當地撒下
福音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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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金閣事工的代禱需要：
a.求神使用兩個基金會的服侍，叫上緬及下緬多人得福；又祝福各基金
會成員有美好配搭及身心靈健壯；b.基金會成立後，已開始將宣道差會
過去委託當地同工購買的土地陸續轉到兩個基金會名下，求主保守一
切手續順利；c.美崙教會學生中心那塊土地(屬建校工程購入的第四塊)
已經順利購入，未來計劃與旁邊相連地建一幢兩層可容納一百人的宿
舍，整個建校工程已籌得初步四成起步費，感謝神！求主賜福工程能順
利落實早日展開。
4)樂婷的代禱需要：
a.感恩這個月能與不同的年青人吃飯聊天，建立關係。求主繼續使用這
些關係成為傳福音的契機。b.感恩媽媽上星期參與了教會小組團契，並
決志相信了主耶穌。
5)在歐洲服侍穆斯民的 Hourglasses 的代禱需要：
a.在疫情中仍有生命氣息感恩。b.為上主賜下各樣機會感恩，也讓我們
在此期間有不同的裝備感謝主，求主繼續祝福我們與各木朋友的關係，
亦求主賜下分享好信息的機會。c.為 P 及周六查經組各人代禱，求主作
感動的工作，讓他們能進深認識真道，又求主賜下智慧，祝福小沙斗先
生的帶領。d.為聖誕前能透過網上生意送出更多好信息單張代禱，又為
小沙斗夫婦期望在期間向鄰舍送聖誕卡建立關係，求主祝福。e.為小沙
斗太太年長父母代禱，近日父親因膝蓋退化舉步為艱，求主醫治及減輕
他的痛楚，母親現需處理所有家務，但心臟病問題也讓她不能太操勞，
求主保守兩老平安。f.為小沙斗太太的簽証代禱，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你的禱告我的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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