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約伯記到受苦節：專注基督

祝宗麟牧師 2020.04.04/05

當預備心靈進入聖週（Holy Week）和受苦節時，碰巧又讀完一次《約
伯記》。人生多了筆畫，讀《約伯記》自然感到多一些味道。當誦讀完約
伯志氣激昂的一席話後──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
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 1:21)，接著便是
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和約伯冗長的辯論(伯 2-31
章)。當你辛苦地看完這 30 章經文，以為終點在望之際，32 章卻跳出了一
位年輕的布西人以利戶再與約伯辯論一番（伯 32-37 章）
在總共 36 章的辯論中，若將每一句、每一個小段落抽出來看，也是
無比的正確、屬靈和大義懍然。一方面看著約伯所受無比的苦楚，另一方
面聽著這四位朋友尖銳無情的指控，原本這些正確、屬靈和大義懍然的說
話卻變得相當污穢，連約伯也被迫捲進這個沒有太大意義的辯論。這些說
話對約伯來說其實只是一堆聲音（或噪音），他真正需要的是耶和華的臨
在。他知道這是出於耶和華，只有耶和華才能引導和安慰他，其他人的說
話，包括自己的說話都是噪音。難怪當神在 38 章出現之時，形容約伯的
說話是「無知的言語」
，在 42 章形容首三位朋友的說話是「不如我的僕人
約伯」，即是他們的說話連無知也不如！
耶和華一出現，除了形容他們的對話是無知和不如，便是一連串問題
詢問約伯。約伯根本不能作任何回答。只是簡單地回應了兩次：「我是卑
賤的！我用甚麼回答你呢……」；「……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
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最需要的不是耶和華
對先前說話的評論，甚知不是甚麼高深的內容，他需要的是耶和華親自的
臨在。
人生有時總會被很多聲音、噪音、辯論、評論、批評甚至指罵圍繞著。
有些是從身邊而來的，有些是從工作環境而來的，有些是從社會而來的，
過度執著不單不能釋然，甚至會令生命變得苦澀和枯乾。唯有耶穌基督的
臨在和祂的話語，才能安慰我們，滋潤我們的心靈，重新給我們力量，甚
至如約伯一樣為指控他的朋友祈禱。
當我們踏進聖週，預備受苦節的到來，求神幫助讓我們清空心中的噪
音，單單專注耶穌基督，謙卑和懊悔自己，仰望祂的臨在，讓祂的話語更
新和滋潤我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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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要用琴歌頌耶和華，
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詩篇 98 篇 4-6 節)

崇拜程序
詩歌讚美

………………………………………………

文燕微姊妹

讀經

………………………………………………

文燕微姊妹

講道

……………………………………………

杜文軒傳道

教會的紛爭
哥林多前書 1 章 10 至 17 節
聖餐

……………………………………………

楊樹強牧師

誦讀金句

……………………………………………

會眾

迎新、關心家事 …………………………………………

楊樹強牧師

主禱文

………………………………………………

會眾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三一頌

祝福
離堂曲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阿們！
………………………………………………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地上生靈當讚主恩
天上萬軍頌讚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願您平安》………………

會眾

楊樹強牧師
會眾

崇拜司琴： 蕭素心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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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讚美】
地與海奏出歌韻 磐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頌 雲霧同頌吹送
全地奏響聲勢無比
頌讚聲永不衰竭 全地要敬拜事奉
高唱萬有之上 榮耀無限之處
全屬我主尊貴 耶穌 所有
讓讚美 如風天空海闊飛 讓讚美 浪花般海中濺起
高唱萬有之上 榮耀無限之處 全屬我主尊貴 耶穌 所有

【等候耶和華的人】
若等候耶和華的人 就是最幸福的人
每天跟隨著主腳步 不會後悔變改
若等候耶和華的人 祂賜人平安的生命
痛苦眼淚都要離開 因祂是我最愛
我知道祂掌管未來 不要擔心主已安排
漫長的旅程祂陪我走 祂抱著我一起渡過
我這一生 有祂存在的每個日子裡
賜我有豐盛的生命 永不更改 唯有祂是我的最愛
等候耶和華的人 就是最幸福的人
每天跟隨著主腳步 不會後悔變改
等候耶和華的人 祂賜人平安的生命
痛苦眼淚都要離開 因祂是我最愛
我知道祂掌管未來 不要擔心主已安排
漫長的旅程祂陪我走 祂抱著我一起渡過
我這一生 有祂存在的每個日子裡
賜我有豐盛的生命 永不更改 唯有祂是我的最愛
等候的人要有信心 必看得到那天
祂必給我們 榮耀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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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 章 10 至 17 節

講道經文

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
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
心一意，彼此相合。
11 因 為 革 來 氏 家 裏 的 人 曾 對 我 提 起 弟 兄 們
來，說你們中間有紛爭。
12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
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
的」；「我是屬基督的」。
13 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
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
14 我感謝神，除了基利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
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
15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
16 我也給司提法那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
沒有，我卻記不清。
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
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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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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認識敬拜賜恩的天父。
2. 本週代禱事項
撮要：
a) 現時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嚴峻，世界各國數已萬計的人已被感染，很
多人死亡，香港每日確診人數維持幾十人，經濟下滑，商鋪經營困
難，失業率上升，求神憐憫，讓人在艱難中看見曙光，失望卻不至
絕望，能夠彼此扶助、鼓勵、激發愛心，毋懼疫情，能夠有力的生
活。
b) 在抗疫期間教會實體聚會暫停，很多日常生活節奏打亂，甚至停
頓，求神幫助弟兄姊妹在患難的日子，能夠安靜下來，更多思想人
生，尋求上帝。
c) 由 3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基石家召開 40 天祈禱求恩之旅，求神賜
下渴慕親近祂的心，感動弟兄姊妹每天把時間分別出來，禱告尋求
神，亦求神憐憫基石家，在當中施行祂大能的作為，扭轉生命，叫
人歸向祂。
d) 在抗疫期間，受苦節培靈會將於 4 月 10 日兩段時間播出，求神保
守整個聚會的錄製，及預備弟兄姊妹的心靈來參與。
詳細的代禱事項：請弟兄姊妹掃瞄崇拜週刊（電子版）的二維碼查閱。
3. 基石堂回應「新型冠狀病毒」措施
由於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然嚴峻，基石家關注會眾安全，願與
全港市民一起同心抗疫，所以一切教會聚會（包括兒童崇拜、中學生崇
拜、成人崇拜、主日祈禱會、主日學、團契、小組、門訓、興趣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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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續暫停。雖然沒有實體崇拜，但會安排兩段時間錄播，讓弟兄姊妹
可以安在家中，仍然透過互聯網參與崇拜。
週六崇拜錄播時間：星期六早上 11:00
主日崇拜錄播時間：星期日早上 9:45
（ 網 址 將 會 透 過 whatsapp 通 知 弟 兄 姊 妹 ， 並 在 教 會 網 頁
www.keishekchurch.org.hk 內公佈）
上述措施將於 4 月中檢討，並會盡快發放最新安排。請會眾一同為香
港、為教會向主懇求，早日止息災難，回復正常的教會生活。
其他
於聚會暫停期間，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網上崇拜，並透過互聯網分享
聽道得著，保持相交，彼此關懷及代禱。
所有進入教會（學校）範圍的肢體必須佩戴口罩，並在學校入口處以消
毒抹手液清潔雙手。
會眾如確診或懷疑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請聯絡相熟牧者或致電教會（電
話：8208 6630），以便教會關懷及跟進其他防疫事宜。
4. 基石堂實施防疫措施期間之奉獻渠道
感謝主，雖受疫情影響，但基石家也不缺乏。然而，實體聚會將會暫停
一段日子，至 4 月中才會檢討現時安排。弟兄姊妹若想在聚會暫停期間
奉獻，可考慮郵寄支票、銀行轉賬，或使用櫃員機、網上銀行或轉數快，
詳情可參照以下奉獻渠道。基石堂會繼續盡責的運用教會財務上的資
源，造福社區，特別在這疫情中，幫助有需要的會友以至區內的弱勢社
群，學習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教導。
郵寄支票
- 抬頭請寫「基督教宣道會基石堂」。
- 若家中有基石堂奉獻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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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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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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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至九龍清水灣道 12 號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601 室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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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數快
- 上海商業銀行：銀行號碼：025；戶口號碼：339-14-28927-1
- 英文名稱 : C and M A Kei Shek Church
- 轉賬後，請立即將轉賬收據或截圖，送到 WhatsApp 6752 6859 或電
郵 offering@keishekchurch.org.hk，並寫上奉獻者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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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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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 如沒有收到教會會計回覆確認，請致電教會查詢 2342 2038。
- 若未收到，或收不齊奉獻者的個人資料及奉獻項目，本堂可能以無名
氏身份把奉獻金額記入本堂常費項目。
- 會於每年五月發出上年度全年奉獻總收據。（註：若因郵遞延誤，教
會未能於 3 月 31 日前收到郵寄支票，有關奉獻金額將未必能反映在教
會於五月發出的全年奉獻總收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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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受苦節培靈會：將於 4 月 10 日（星期五）兩段時間（早上 11 時和晚
上 7:30）在網上播出，主題為「十架七言」，內容有默想、敬拜、信息
和聖餐。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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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上主日學課程：由楊樹強牧師主講，題目為「從傳道書看智慧人生」
（下），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4 月 18，25 日，5 月 2，9，16 和 23 日（星期六，共 6
堂）
時間：下午 2:30 至 3:45
內容：從過去大半年的社會運動，以至近月的肺炎疫情，人生真的很多
時候感覺無奈，禍福不能控制，即使在人看為有福的日子，似乎也不能
使人感到滿足。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這似乎是我們人生真實的寫照，我們的出路在那裡？「傳道書」是舊約
的智慧文學，從上帝創造的秩序，去看在日光之下、物質世界之中，我
們要怎樣活得有智慧？上月我們透過視像讀傳道書首三章的經文，今次
我們讀餘下的九章，歡迎大家一同來學習。
課程要求：需要在課堂前閱讀傳道書全卷一次，下載/安裝 ZOOM 軟件。
報名方法：Whatsapp 楊樹強牧師（9442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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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消息
全民祈禱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由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祈禱會將會暫停。
如有查詢，請聯絡徐敏儀牧師(電話：2703-2524)。

同工消息
程展鵬牧師於 3 月 29 日至 5 月 9 日放安息年假。
羅小燕傳道於 4 月 6 日至 14 日放假。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消息
由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週六晚堂成人崇拜及所有小組聚會將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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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所有聚會將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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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出康城領都會所舉行，團契透過詩歌敬拜、聯
誼活動、信息/小組分享、親子活動等來開展福音工作。
團契活動由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將會暫停。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莊姝娟傳道(電話：9325-9301)。
宣基堂主日奉獻
上週 (2020.3.31)

截至上週
累積收入

常費

$760,827.50

差傳

$33,280.00

$194,073.00

策發

$10,407.00

$90,828.10

累積預算支出

$3,232,000.90 $3,251,475.00
$281,250.00

盈餘 / (尚欠)
($19,474.10)
($87,177.00)

$211,250.00 ($120,421.90)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13,005,900；差傳 $1,125,000
註 2：全年策發基金(儲備目標+日出康城事工) $8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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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堂主日奉獻
截至上週
上週 (2020.3.31)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常費
$182,554.00 $1,018,045.70
$966,400.00
差傳
$2,000.00
$18,113.00
$18,113.00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3,865,600
註 2：差傳全數收入將撥至宣基堂作差傳事工支出
基石堂

宣基堂

聚會資料

同工

週六
週六老友記
成人崇拜
兒童天地
週六團契
初中團契
CC 隊興趣班
中學生崇拜
高中團契
主日
成人崇拜
兒童天地(幼稚級)
兒童天地(小學級)
祈禱會
約瑟團契
迦勒團契
信仰探索班
新生命·新生活
(附設兒童託管)
職青小組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上午 9:30
上午 11:00
上午 11:00
下午 12:15
下午 1:30
下午 2:00
下午 3:00
下午 3:30
上午 9:45
上午 9:45
上午 9:45
上午 9:00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上午 11:15

301 室
三樓禮堂
401 室
407 室
地面禮堂
地面禮堂
及各課室
地面禮堂
地面禮堂
三樓禮堂
407 室
地面禮堂
301 室
地面禮堂
三樓禮堂
403 室
404 室
407 室
301 室

同工
祝宗麟牧師
楊樹強牧師
杜文軒傳道
吳苑菱傳道
張麗真姑娘
梁德光先生

盈餘 / (尚欠)
$51,645.70
$0.00

(堂主任)
(成年)
(職青、青少年)
(成年、兒童)
(傳道助理)
(行政助理)

9216 9410
8208 6630
9875 9955
2342 2038
2342 2038
2342 2038

9216 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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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 2516

吳麗嫺傳道 (青少年)

2703 2517

馮志滔傳道 (青少年)

2703 2522

羅小燕傳道 (青少年)

2703 2529

黃少東傳道 (青少年)

2703 2530

陳學基先生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23

陳嘉玲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28

李善宜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28

程展鵬牧師 (職青、夫婦)

2703 2519

莊姝娟傳道 (職青、夫婦、康城團契)

2703 2521

聶月貞傳道 (年輕夫婦)

2703 2532

徐敏儀牧師 (婦女、夫婦)

2703 2524

黃健雄傳道 (成熟夫婦、男士、長者)

2703 2525

梁庭恩傳道 (燃亮生命傷健群體)

2703 2531

葉美欣傳道 (校牧)

2703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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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 2514

譚磊光先生 (行政助理)

2703 2512

林賢嬌小姐 (行政助理)

2703 2511

聯絡資枓

聯絡資枓

地址：九龍彩虹清水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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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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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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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6 至 4 月 12 日 -感 恩 及 代 禱 事 項 -

基石家
1. 現時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嚴峻，世界各國數已萬計的人已被感
染，很多人死亡，香港每日確診人數維持幾十人，經濟下滑，
商鋪經營困難，失業率上升，求神憐憫，讓人在艱難中看見
曙光，失望卻不至絕望，能夠彼此扶助、鼓勵、激發愛心，
毋懼疫情，能夠有力的生活。
2. 在抗疫期間教會實體聚會暫停，很多日常生活節奏打亂，甚
至停頓，求神幫助弟兄姊妹在患難的日子，能夠安靜下來，
更多思想人生，尋求上帝。
3. 由 3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基石家召開 40 天祈禱求恩之旅，
求神賜下渴慕親近祂的心，感動弟兄姊妹每天把時間分別出
來，禱告尋求神，亦求神憐憫基石家，在當中施行祂大能的
作為，扭轉生命，叫人歸向祂。
4. 在抗疫期間，受苦節培靈會將於 4 月 10 日兩段時間播出，
求神保守整個聚會的錄製，及預備弟兄姊妹的心靈來參與。

約瑟團契/迦勒團契
1. 迦勒團契的曾惠萍姊妹繼續接受標靶治療對抗癌症，求神醫
治。
2. 迦勒團契的張鳳生弟兄胸椎的良性瘤已切除，現正接受物理
治療，求神保守弟兄的康復，不需要再造手術。
3. 約瑟團契的蔡詩麗姊妹已完成脊椎骨電療，求神保守結果，
沒有後遺症，亦求神堅固姊妹的信心，健壯她的身體，預備
接受下一步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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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牧區
1. 為 DSE 學生禱告，他們在疫情下預備考試，求神看顧他們
身心靈健康，在每時刻都經歷神的同在。

宣基小學(坪石)
1. 在學校停課期間，校長和老師們仍要處理學校各樣事務、安
排網上學習、關心同學和籌備復課後的安排，求神賜能加
力，祝福他們的服侍。
2. 在學校停課期間，求神幫助家長們安排妥善，照顧孩子，讓
他們有不同的學習，增進親子關係。

週六團契/週六老友記
1. 週六團契透過網上視像重開每週的聚會，求神繼續帶領和保
守弟兄姊妹的參與。
2. 聚會已暫停了一段時間，沒有電子渠道的長者，無法一同和
我們在網上敬拜，求神憐憫，堅固他們的信心。
3. 部分可參與網上崇拜的長者，求神幫助他們抓緊敬拜神的機
會，不會因為聚會暫停而鬆懈了。

宣基家
1. 牧者有智慧和能力運用各樣模式牧養信徒。
2. 保守弟兄姊妹的心安穩在主裡，在困境中轉眼仰望耶穌，經
歷主所賜的平靜安穩。
3. 4 月 10 日網上轉播受苦節培靈會各項安排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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