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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二月廿三日 顯現後第七主日 第七及八期 

 

一杯涼水，一個口罩 

麥志立宣教師  

近日香港一罩難求，通宵排口罩、超市搶廁紙成為了生活常態；在朋
友和親人的問候當中，口罩成為了關鍵詞。口罩的數量決定了出門的次數，

口罩的質量更支配了我們的安全感、彷彿主宰了我們的生命。「存活」突然

變得異常迫切、真實。  
 
今日的經課，上主說：「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已經將生與

死，祝福與詛咒，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

得存活。」（申 30:19）  
 
經文中的「你」，對象並不只是摩西一人，而是指向整個在曠野已經

飄流了四十年的信仰群體（申 29:1）。無論是申命記（申 30:15-20）抑或

是馬太福音的經文（太 5:21-37），上主的立約和律例的對象，都不是個人
層面上的，而是對整個以色列民族的勸勉和訓詞。律例的設立與存在，並

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求，而是為了建立和維繫社群，為了讓上帝的子民

可以在群體當中滋養成長，一同領受平安和祝福；更重要的是讓人更敏銳
鄰舍的需要，讓族群的關係更加緊密，互相勉勵支持，一同歸心崇敬上主。 

 
今日的香港，站在劃時代的分水嶺，儼如昔日上帝與以色列民在摩押

地再次神人立約的情景。昔日上帝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過曠野、入迦南，
這段以色列民的救恩歷史提醒我們上主的聖約一直都在，他的臨在和應許

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等候我們作出抉擇，揀選與神同行的生命，建立社區

群體的生命，栽種澆灌，愛主愛人。  
 
揀選生命，從來都不只是一刻的許諾和抉擇；揀選生命，是持守真道

的起始點。讓上主的話語和律列紮根在我們的行為當中，讓我們每一步、

每一個決定都成為上主恩典下的感恩回應。  
 
在十架的映照下，我們揀選的生命，是反映出我們過往的個人利益，

抑或是對鄰舍對他者的愛護關懷？珍而重之的口罩，覆蓋着是你的臉，還

是剛剛在街角瑟縮的老人，在街道上默默工作的清潔者？  
 
神人的聖約和相遇，就在一杯涼水和一個口罩之中。  

 

全年主題：常在基督內    與人分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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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二月廿三日崇拜暫停，弟兄姊妹可參照今主日經課作默想祈禱用 
 

 
詩歌讚頌  
 

＜恩友歌＞新普頌 618 首 

1.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負我罪孽，擔我憂；何等權利，能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多少平安，我們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為未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2. 我們有無試探引誘？有無難過苦關頭？決不應當因此灰心；仍當到主座前求！ 

何處能尋這般良友，同嚐一切苦與愁？我們弱點，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3. 我們是否軟弱多愁，千斤重擔壓肩頭？主仍做我避難處所，奔向耶穌座前求！ 

你若真逢友叛親離，好向耶穌座前求！到祂懷中，祂必保護，有祂安慰便無憂。阿們。 

經文默想：主題－「點燃生命．顯主榮光」 

出埃及記 24 章 12 至 18 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裏來，就在那裏，我要將石版，就是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

賜給你，使你可以教導他們。」摩西和他的助手約書亞站起來；摩西上了上帝的山。摩西

對長老們說：「你們在這裏等我們，直到我們再回到你們這裏。看哪，亞倫和戶珥與你們同

在。誰有訴訟，可以去找他們。」摩西上山，有雲彩把山遮蓋。耶和華的榮耀駐在西奈山，

雲彩遮蓋了山六天，第七天他從雲中呼叫摩西。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狀如吞噬的火。摩西進入雲中，登上了山。摩西在山上四十晝夜。 

 

馬太福音 17 章 1 至 9 節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約翰，領他們悄悄地上了高山。他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他的臉明亮如太陽，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

與耶穌說話。彼得回應，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

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明亮的雲彩

遮蓋他們，又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的。你們要聽從他！」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耶穌進前來，拍拍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獨自一人。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

從死人中復活，你們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訴人。」 

 

彼得後書 1 章 16 至 21 節 

我們從前把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來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一些捏造出來的

無稽傳說，我們是曾經親眼見過他的威榮的人。他從父上帝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至高

無上的榮耀有聲音出來，對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

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我們有先知更確實的信息，你們要好好地留意這信息，

如同留意照耀在暗處的明燈，直等到天亮，晨星在你們心裏升起的時候。第一要緊的，

你們要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是不可隨私意解釋的，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而

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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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 

報告 

1. 本堂下主日舉行社會關懷主日，而聖餐因疫情原故暫停舉行，敬希垂注。 

2. 原定於三月六日（禮拜五）下午七時卅分舉行之「同理心出發，建立親子關係」

親子教養講座，鑑於香港疫情蔓延決定取消，敬希垂注。 

3. 二零二零年二月份「讀、聽、行」讀經小冊子經已出版，歡迎弟兄姊妹到本堂

辦公室登記領取。 

                                                                                                                                                                                                                                                                 ~~~~~~~~~~~~~~~~~~~~~~~~~~~~~~~~~~~~~~~~~~~~~~~~~ 

喜訊 
本堂會友黃杜賢弟兄和蔡靜儀姊妹已於二月廿二日（禮拜六）下午二時正在本堂舉

行婚禮。願主賜福這對新人。  

~~~~~~~~~~~~~~~~~~~~~~~~~~~~~~~~~~~~~~~~~~~~~~~~~~ 

1 月份經常費奉獻情況 

(全年預算目標 HK$5,730,000)  

  收入 距離全年預算 

月份 奉獻收入 外來撥款及其他收入 尚欠金額 

1 月 $260,743  $7,663  $5,461,595  

總數 $260,743  $7,663  $5,461,595  

盼望我們在新的一年在奉獻的功課上一同努力，只要我們有信心，肯盡力，將主所給我

們樂意獻上，上帝就會施行神蹟奇事。  
 
~~~~~~~~~~~~~~~~~~~~~~~~~~~~~~~~~~~~~~~~~~~~~~~~~~ 

愛華村堂崇拜及聚會通告 
 

鑑於現時疫情持續，為減少人群聚集，本堂由三月一日起有以下安排： 

1. 如常舉行公共崇拜，聯合週六及主日四堂崇拜，集中於主日上午十時舉行，直至 

另行通知。為減少事奉人手，崇拜不設詩班。 

2. 三月份之公共崇拜暫停聖餐禮，以為免因除下口罩引起飛沫傳播。 

3. 本堂將提供網上崇拜直播，讓未能返回禮拜堂參與崇拜之弟兄姊妹收看。請參考本堂

之 FACEBOOK 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epworthvillage/，或以下 QR 

code) 

 

4. 暫停本堂各團契小組至二月廿九日。兒童、中學生及長者聚會，則參考教育局及社會

福利署之指引暫停。 

https://www.facebook.com/epworthvillage/


 

4 

延期 
由於本港疫情轉趨嚴重， 

本小組決定將本年度之 

「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改期

舉行，詳情容後公布。 

 

本會香港聯區舉辦 

大齋期蒙灰禮崇拜 
 
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廿六日（禮拜三）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講員：周兆真牧師（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講題：灰的啟示 

內容：詩歌默想、節期信息、禱告自省、蒙灰悔罪、平安共融  

對象：有意藉蒙灰禮，投入大齋期四十日禁食祈禱之屬靈操練，更新靈命之同工及弟兄姊妹  

 

由於疫情持續，是次崇拜提供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直播，弟兄姊妹可選擇留在家

中收看，一同參與。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mchk.cmc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mchkcmc 
~~~~~~~~~~~~~~~~~~~~~~~~~~~~~~~~~~~~~~~~~~~~~~~~~~~~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 
 

「尋獲至寶」培靈會 
及 

啟發培靈奮興營 
 
考慮近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重，為減少人群聚集，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兩項活

動將會取消，包括： 
 
１．「尋獲至寶」培靈會原訂於 2020 年 3 月 14 日（禮拜六）在本會九龍堂舉行。 

２．啟發培靈奮興營原訂於 2020 年 3 月 20 至 21 日（禮拜五至六）在衞理園舉行。 
 
如有垂詢，請致電聯絡總議會辦事處宣教牧養部同工許曼芝女士（3725 4531）或李栢怡

女士（3725 4532），謝謝！ 
~~~~~~~~~~~~~~~~~~~~~~~~~~~~~~~~~~~~~~~~~~~~~~~~~~~~  

本會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2020「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 
 

 
 
 
 
 
 
 
 
 
 
 

 

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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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全港循道衞理宗信徒  

實踐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 

主題：「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與人分享寶貴基督信仰是每個信徒的責任，而有效的見證更需要有豐富的內在屬靈

經歷，牧師部期盼弟兄姊妹能在今年大齋節期間進行「衞斯理模式」之禁食及禱告，追

求與主有更深入的關係；要知道別人信主與否，不是因為我們的口才，而是我們的基督

徒生命見證。今年「信仰分享專責小組」印製「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資料」，將於

二月中旬派發，敬希善用。茲將重點臚列如下── 

屬靈操練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廿六日（蒙灰日，禮拜三）至四月十一日（復活節前一

天），不計主日，共 40 天。 

形式：衞斯理模式之禱告及禁食──在每個禮拜四晚餐後至禮拜五下午三時，不進食固

體食物，進行禁食禱告，為自己靈命、傳福音的心志及為未信主的親友祈禱。 

四十天靈修默想──每天參考屬靈操練資料，在聖靈的帶領下，以謙卑開放和降

服的心默想經文。為配合三代經課，我們選讀馬太福音，這福音書透過耶穌的

家譜開始，展示救恩歷史的洪流，指出作為上帝子民要走的一條道路，它示範

了作為耶穌的跟隨者如何體現他的信仰，以致關注這世界上的人、事、物，以

致轉化我們的生命成為。踐行信仰分享的門徒。盼望這四十天大齋節靈修之旅，

你亦與主相遇，生命經歷更新改變。 

配合行動──鼓勵弟兄姊妹將禁食期間省下來之金錢儲蓄下來，奉獻予本會禧恩

堂服務坊、拾落穗者（觀塘社會服務處之食物銀行）、「友里幫」荃灣、葵青區

劏房及板房支援計劃（循道衞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之事工以飯堂服務、託管、

就業輔導、個人成長小組及社區義工服務等來支援荃葵青區劏房及板房家庭。）

及本港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等四個單位，奉獻目標為廿四萬元。 

目的：反思生命，學習克己，與人分享，並為福音的廣傳及個人的美好見證祈禱。把握

每個與人分享信仰的機會。 
 

  又，本會香港聯區及九龍東、西聯區於二月廿六日（禮拜三）分別於下午八時正在

香港堂（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下午七時半在安素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及九龍堂

（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舉行大齋期蒙灰崇拜，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 
 

 

本會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 
 
興趣班及講座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本會決定取消原訂於二月九日至四月
十九日（主日）下午舉行之興趣班及講座，敬希垂注。如有查詢，請致電（untuk pendaftaran 

atau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hkan hubungi staff kami）與負責同工黃益虹牧師（Asih Susilowati）

（電話：95335791）或展愛蓓女士（April Ginting）（電話：90305956）聯絡。 

取消 

興趣班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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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  

實踐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 (2020 年 )  

 

回應表 
 

姓  名：  性 別：男／女 

年   齡： 20 以下   21-40    41-60   61 以上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 本人希望每天以電郵收取靈修資料） 

禁食形式 

時段（請「」選） 

 禮拜四晚餐後至禮拜五下午三時 

 禮拜    至禮拜      

 持續四十天 

 其他：  
 

形式（請「」選） 

 不吃固體食物 

 素食 

 不吃早餐 

 不吃午餐 

 不吃晚餐 

 禁戒自己最喜愛之食物（              ） 

 進食時，刻意較平日節儉，將省下來的金錢奉獻 

 其他：               

 

敬希將回應表交回 本堂收集箱，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堂宣教同工。 
 

(有關資料只作是次活動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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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社會服務部 

社會事務關注小組呼籲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市民對其的恐懼導致不少日用品（如：口

罩、廁紙、米糧等）被搶購，直接影響日常生活，亦有市民因擔心自身及親朋的健康而情

緒受困。故此，本小組作出呼籲： 

1. 保持衞生，勇於求助 

在疫情嚴峻之時，應提高個人衞生意識，勤用梘液洗手和含酒精的搓手液潔手。如離

家外出，無論在室內或室外，均應戴上口罩，並且避免不必要的社交聚會，儘量留在

家中，以減少社區發生交叉感染的機會。此外，均衡飲食與運動亦有助保持身體健康，

提高免疫力。若身體不適，不應諱疾忌醫，應及早坦誠求醫，以便醫生對症下藥。 

2. 分辨資訊，心靈鎮靜 

面對大量有關疫情的資訊，要小心分辨及求證，不要輕信謠言；亦應保持冷靜和理性，

不要盲目跟從。購買日用品時，應按需要而購買，不應囤積貨物。若遇上困難、情緒

或心靈受到困擾，歡迎聯絡所屬堂會的同工，尋求協助。 

3. 彼此分享，互相關懷 

有市民缺乏基本的防疫物品（例如口罩），我們應本著基督信仰的分享精神，留意身

邊人的需要，並與他們分享物資。我們鼓勵弟兄姊妹主動聯絡及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

士（如：獨居長者、因停課而留在家中的學童和其家長、應屆中學文憑試的考生以及

升中學生等）；而因停工停課而留在家中的肢體，盼望能藉此機會，珍惜與家人相處

的時間，增進彼此間之情誼，互相守望。 

4. 同心抗疫，人人有責 

我們相信，政府是上帝和人民的僕人，因此，政府在防疫工作上是責無旁貸。我們呼

籲政府採取更積極有效的行動，包括：堵截病毒感染源頭進入香港及保障市場防疫及

日常用品的供應。此外，我們亦呼籲醫院管理局為醫護人員提供足夠的資源及配套

（如：足夠的防護裝備、隔離病房和保障醫護的制度等），讓前線醫護人員能專心抗

疫。 

5. 禱告等候，交託上帝 

本着聖經的教導，我們在任何境況也應禱告等候，並把憂慮交託上帝。我們要為疫情、

病患者和他們的家人祈禱，也要為政府官員、醫護人員和市民祈禱。祈求上帝憐憫我

城及引導眾教會。我們深信任何困難和痛苦都不會阻礙上帝恩典的臨在！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