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不了關係的猶大節期

莊姝娟傳道 2021.05.16 二
猶太人的三大節期分別是逾越節，七七節和住棚節，而最為我們熟悉
的自然是逾越節，但對於以色列民而言，住棚節才是最為重要，而最被忽
略的可算是七七節。願藉此讓我們能略為認識這三個節期並思考其中的意
義！
何時慶祝？三個節期主要是配合農耕作業的季節。逾越節的第二天是
初熟節，慶祝大麥收成，而七七收穫節顧名思義就是連於收割的日子，至
於住棚節就是收割葡萄的時候，園主會在園中搭起帳棚，將收割的葡萄放
入壓酒池，完成酒醡的酒收藏好之後，故住棚節又名收藏節。三個節期提
醒以農為生的以色列民，在慶祝收成的日子中，不要忘卻神的恩情，而是
要常存謙卑感恩之心，將成果帶到神的面前，向神守節。今天，對於現代
信徒而言，何時是慶祝收成的日子？發放薪金之日？升職加薪之時？還是
填寫報稅表時？你會否深切地感受一切全是主的看顧，存感恩的心向神守
節，獻上祭物？
為何慶祝？三個節期皆從不同角度思想和記念神救贖的恩典。逾越節
要吃困苦餅是為了要叫以色列人一輩子記念從埃及地出來的日子（申十六
3-4）
；而七七節則要記念在埃及作過奴僕，所以這天要與國中無業無份的
貧窮人一起慶祝（申十六 11-12）
；住棚節則是透過住在棚中，記念以色列
曾在曠野支搭帳棚生活的日子，同時歡慶神領以色列人進入流奶與蜜之地。
三個節期提醒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有別於其他異族的神，不單是保守農作
物收成的主，亦是與以色列人立約，救贖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應許之地
的主；而領受恩典的以色列民透過慶祝，讓神的恩福與城中的貧寒人、利
未人和寄居的人分享，見證神的美善。
與我何干？這三大節期不只具有歷史的向度，更是指向終末的盼望。
逾越節時，耶穌基督設立聖餐，並表明在將來神的國度中與信徒喝新的（太
二十六 27-29）
；七七節亦是我們熟悉的五旬節，是聖靈降臨的日子，聖靈
成為天國子民的印記，憑住這個印記，不論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都會一同
在新天新地中，與主同掌權。而住棚節同樣具有豐富的屬靈意義，先知撒
迦利亞預言住棚節將是屬於列國萬邦的節期，猶太人與外邦人一同享受慶
功宴的時刻，席上不可缺了任何一國一族一民（亞十四 16-19）
盼望透過《申命記》讓我們多思考如何在當下遵從主所訂下的律例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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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
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過於你所應許的。
(詩 1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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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
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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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的主】
枯乾的心 因祢變歡欣湧泉
流淚眼 祢輕抹 不再感悲傷
願每顆的心 獻作感恩的祭
傳頌祢 常施恩不變改
昨天灰色的心 因祢變色彩天虹
沉睡眼 祢輕擦亮 重現光彩
讓每顆的心 化作馨香的祭
榮耀祢 全心的獻上
至聖至美無瑕 至偉至尊恩廣
施恩的主 無人可媲美
同頌祢 恩偉大傳萬世

【萬膝獻呈】
萬膝獻呈 敬畏主神
歷世普天蒼生皆俯拜
萬口讚揚 祢永掌權
萬眾一心唱頌見證祢
神愛滿載更新我心
令我歡欣 堅剛 心膽壯
神永至聖 恩深至廣
讓我感恩 讚頌 永致敬
讓我感恩

讚頌 永致敬

【高唱入雲】
同唱主恩深厚 哈利路亞
崇拜完備的主 歌聲高唱入雲
當這世界仍是冷漠
基督降世捨身
使我們從罪裡得生

我願頌揚跪拜祢
歌聲高唱入雲
舉起手來頌讚祢
歡呼主愛大能
主啊 祢是我詩歌
主啊 祢是我盾牌
主啊 祢是我今生不變主宰
感謝祢

【榮光吸引】
覲見主恩光 走到榮耀裡
聖殿榮光 從施恩座閃爍
得見主恩光 矇心可尋路向
聖靈行使 其更新大能
鐵鍊枷鎖盡破 悔改心轉換轉化
貧乏軟弱罪人心可得見光
願我可投入豐盛 盼榮耀彰顯
心緊靠十架恩 上帝救恩
驚訝著榮光吸引著心意
目不變凝視祢成人生路向
頌讚主榮耀彰顯 行奇妙之事
常樂意展現 彰顯於普世
進入眾心 啟動心意更新
是上帝恩 情令我轉化
讓我心 呈奉真摯禱告
願我的生命 為祢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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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新來賓：
歡迎首次參加本堂網上或實體崇拜的新來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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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發 2020-2021 年度奉獻收據：
教會基於私隱及操作暢順之考慮，如奉獻者需要奉獻收據作退稅之用
或留作記錄，請登入以下網址：https://sunkei.org.hk/offeringreceipt 填
妥有關表格。如有查詢或需要協助，請致電教會電話 2178-3939 與辦
公室同工聯絡。
3. 宣基堂實施防疫措施期間之奉獻渠道：(3 月 27 日)
➢ 郵寄支票：
- 抬頭請寫「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堂」或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Sun Kei Chu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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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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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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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提供本堂的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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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將不再保留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並予以銷毀。根據《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本堂所持閣下的個人資
料。

4. 公眾假期：
5 月 19 日（星期三）為佛誕假期，教會將不會開放，請弟兄姊妹留意。

全民祈禱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將於 5 月 26 日(星期三)晚上 8：30 至 10：00 舉行，祈禱會在宣基小學第
二副堂舉行。如有查詢，請聯絡徐敏儀牧師(電話：2703-2524)。
樂婷祈禱會：
由差傳部主辦，將於 5 月 22 日下午 6:45 至 7:00 在宣基小學大禮堂舉行，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一同禱告守望。

同工消息
外出：
周欣鳳傳道於 5 月 15 日及 16 日到基石堂證道。
歐燕冰傳道於 5 月 15 日到勵光教會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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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透過 Zoom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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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在疫情中同行，分享主愛。如有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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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已移民或將要移民的弟兄姊妹祈禱，求神保守他們在新社區的
適應，各樣生活安排及教會生活，能夠繼續為主作鹽作光。
B.

為教會發展方向及堂址的方案禱告，求神繼續帶領同工、堂委、
會眾同心明白主的旨意

2.

信仰探索班：
為初信者和尋索信仰的朋友而設，每主日上午 11:15 至中午 12:15 在
403 室舉行，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杜文軒牧師（電話︰8208-6630）。

3.

YA!(職青團契)︰
職青團契(20-30 歲)逢週六下午 5:00-6:30 在地下禮堂舉行。歡迎弟
兄姊妹邀請適合的朋友參加。詳情及查詢請聯絡杜文軒牧師（電話︰
8208-6630）。

基石堂聚會人數
上週崇拜
總人數
224

成人崇拜
主日崇拜(新來賓 0)
123
週六崇拜(新來賓 2)
63

兒童崇拜
幼稚級
3
小學級
17
兒童崇拜 4
BB350
--

基石堂主日奉獻

祈禱會
主日祈禱會

20

週六祈禱會

4

中學生崇拜
14
CC 隊
16

截至上週

上週(2021.05.09)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常費
$86,370.10 $2,144,425.20 $1,260,942.31
$883,482.89
差傳
$200.00 $139,750.00
$5,480.77
$134,2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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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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聚會人數(現場和網上觀看)
上週崇拜
總人數

973

成人崇拜 (新來賓 4 )
主日第一堂
198
主日第二堂
183
主日第三堂
177
週六
98
燃亮生命崇拜
59
康城佈道團契
成人：37， 兒童：6

兒童崇拜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週六

3
38
19
9

Shining Buddies (1) 4
Shining Buddies (2)--

青少年崇拜
週六(AA)
少年崇拜
少年(中二至中六)
中三至大一(坑口)
升中適應計劃
AAFanatic
AACharlie

55
74
38
35
74

祈禱會
耶利米禁食
祈禱
-月禱會
--

截至上週

宣基堂主日奉獻

上週(2021.05.09)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常費 $218,812.60 $5,140,215.30 $4,661,185.96 $479,029.34
差傳 $20,770.00
$429,208.00
$402,288.46
$26,919.54
策發 $8,200.00
$239,235.00
$182,692.31
$56,5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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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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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詩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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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禮堂
大禮堂
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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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室
課室
課室

上午 10:30，11:45
晚上 8:30

第二副堂
第二副堂

副堂、214 室
第三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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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副堂
青少年團契
下午 2:15，4:00
宣小課室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資料(在疫情期間暫遷回宣基小學)
宣小大禮堂
週六成人崇拜
下午 5:30
宣小課室
幼稚級兒童崇拜/主日學
下午 5:30
宣小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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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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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
2528
2528
2529
2519
2521
2523
2532
2524
2525
2531
2526

2703 2514
2703 2512
2703 2511
9216 9410
8208 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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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日至 2021 年 5 月 22 日─感恩及代禱事項─
1. 宣基家
為教會禱告：
1)弟兄姊妹能擁抱教會年度主題「活出聖言」，聽道行道，活出信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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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守弟兄姊妹身心靈在主裏健壯，保持一顆愛主的心，親近主，
信靠主。
2. 祈禱部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呼求神…
1)印度疫情十分嚴峻，需要大量救援物資。2)疫苗能夠平均地分配，第
三世界國家能夠得到所需的疫苗。
香港是我家，我們呼求神…
1)政府妥善安排有關接種疫苗事宜，市民踴躍接種疫苗；減少接種後的
不良反應。2)各行各業能夠盡快恢復正常運作，員工可以正常上班。
3)政府願意動用更多資源幫助身陷困境的市民大眾。4)保守醫護人員
安全地工作，確診者能得到適切治療。5)在逆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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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蔣萍姊妹手臂隆起腫塊，需要手術割除，求主保守手術成功，檢測一
切正常。2)麥美珍姊妹兄長麥健全弟兄因心臟停頓入院，經搶救後現正
接受治療，求主醫治。3)求主施恩、看顧李珊珊姊妹，保守治療效果。
她丈夫國強弟兄已經退休，求主祝福他的下一里路。他們家聘用了新佣
工，求主保守她到任後能盡快適應，成為家中的幫助。珊珊女兒對母親
的身體情况非常焦慮，求主保守姊妹一家在主的平安裏有出路、得安
慰。
4. 康城佈道團契
未來一年團契的模式將嘗試以網上和實體的混合模式進行，求主引領。
5. 迦南牧區
1)談關雪貞姊妹最近時有間歇性疲勞不支情況，求主看顧、醫治。2)求
主醫治蘇勇梅姊妹的肝炎。3)求主看顧鄭香平姊妹和女兒，保守她們盡
快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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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差傳部
1)Panda 的代禱需要：
a.Panda 近敏感情況常有發生，令身體疲倦。請記念 Panda 的健康情況
及免疫系統。b.J 地疫情仍嚴竣,適值齋戒月，所以有宵禁。請記念當
地政府有智慧處理疫情及經濟問題。在齋戒月，求主屬靈保護臨在,保
護 Panda 和所有工人。保守 Panda 在 J 地十分平安。c.在疫情下求主
賜下智慧，如何探訪和做栽培工作，以及處理差會的行政工作。
2)Ricky & Winny 的代禱需要：
a.慢慢與在附近下川町工作的藤原先生、HarukoroCafe 店主佐々木婆
婆熟落，隨着春天的來臨，希望我們有更多機會相聚，和透過他們認識
下川町的居民和參與社區活動。b.naniroBASE＆Lab.是一個給名寄市
立大學學生的社區聚腳點，上年因疫情停止開放，今年 4 月新年度慢
慢重開，日間似咖啡店形式的共享工作空間，夜晚會有特定主題的「吹
水」角落，希望那裡的防疫措施充足，可以在那裡安心接觸大學生啦。
3)黃金閣事工的代禱需要：
a.緬北戰鬥日趨激烈，求神動工使軍政府早日交出權力，使各地戰鬥及
示威得以平息，國家重回正軌。b.繼續為政變至今被任意拘捕約三千多
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體不被非人道虐待，並早日獲得釋
放。c.為緬甸東南部克倫族難民、緬甸北部克欽族難民禱告，求主賜平
安，有容身之所及日用需要；並可早日重返家園。d.歸正聖經學院已開
始新學年，求主陶造每位神學生的生命，未來成為祂合用的工人；又使
用每位老師都有美好的聖經知識及生命的教導。
4)樂婷的代禱需要：
a.為配合中心的發展，現時的課程時間會有所調動(包括我星期六的兩
個烏克麗麗班)，希望有智慧安排到導師學生都合適的時間。b.烏克麗
麗初班 3 個學生的程度都不同，能學/想學的歌曲也不同，盼有智慧上
課時如何可以不顧此失彼，每個都能有充分的照看。c.一起居住同一宿
舍的同工已離開工場，又回復一開始的獨居生活，在煮食上特別需要有
更多願意學習的心。
5)在歐洲服侍穆斯林的 Hourglasses(小沙斗)的代禱需要：
a.感恩能與幾位木朋友進深關係，分享信仰及兩經的分別，求上主繼續
感動的工作，吸引人心歸向祂。b.感恩上主感動一些華人教會關心木朋
友，求主興起更多華人有愛木朋友的心。c.感恩上主垂聽禱告，求上主
保守已訂的機票不被取消，隔離日子能縮短。d.為木宣課程代禱，求上
主吸引人參與。e.為小沙斗太太雙親身體代禱，求主醫治及減輕痛楚。
f.為沙斗太太身體代禱，求上主賜醫生團隊智慧，找出身體毛病根源及
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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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基小學牧區
1)進入 5 至 6 月份，求主保守眾師生、家長及職工在各處平安、健康，
保守實體或網上教學及學習，一切順利！2)求主保守五年級即將第一
次的呈分試及六年級的升中安排。3)求主興起校園眾人禱告的心，在疫
情下，以禱告彼此守望。4)感謝神，這月恢復實體聚會後，新加入宣小
家庭參與教會聚會，求主的愛親自吸引他們認識神。5)求主施恩幫助
2021AA 隊的招募，願畢業同學積極回應參與，能加入教會扎根成長。
6)求主的福音栽種在每位同學及家長心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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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鍚安牧區
方錦強弟兄的子姪陳健滔先生，本周起開始在晨曦島福音戒毒中心進
行為期一年的戒毒療程，求主堅固他的信心，成就美好的見證。

你的禱告我的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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