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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仰望》 
 

  教會進入了預苦期，預苦期（Lent）就是從聖灰日（Ash Wednesday）

至復活節（Easter）期間的四十日（主日不計算在內：因每主日都是記念

主基督復活的日子）。自古以來，信徒在此期間多會禁食禱告，悔改自省，

記念及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 
 

  現在，全球也面對著疫情的肆虐，也不知道疫情何時了，故不少人也

感到一直陷在困境中，不單影響著情緒，更影響著不少信徒的信心。就也

是正正面對這個時刻，我們更要仰望主，默想主的作為及救恩，以使我們

不會因身處疫情的逆流中而失去生命的重心及方向。 
 

 詩篇中，詩人這樣向主禱告：「求祢興起幫助我們！因祢的慈愛救贖我

們！」（詩篇44:2），因為詩人相信他可以「投靠在祢翅膀蔭下，直等到災

害過去。」（詩篇57:1）  
  

   願我們面對逆境，我們都能像詩人一樣對主充滿信心，能靠主忍耐和

仰望主！ 
 

禱文：主呀！讓我們向祢歡呼，因祢為世人帶來救恩，施下慈愛，成就萬

事，使世人不但從罪中得釋放，更叫人在危難中得祢的保護。願我們無論

日子如何，我們的心都能堅定，願我們的靈甦醒，直到見主面。我們如此

禱告，乃靠賴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 

              主僕 黃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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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主  席：王首文助理宣教師  

司  琴：陳岳豐 

詩  歌：1.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2.揚聲歡呼讚美    

  3.因祂活著  4.尋求神的臉 

信  息：重塑健康人生(五)專注：正中紅心：專注達到目標  

講  員：何惠儀宣教師 

經  文：腓立比書 2:13；羅馬書 12:2；提摩太後書 1:7 

 

 

彼此代禱 
 

＜肢體＞： 
 

1. 本堂教友胡文亮弟兄(床邊洗禮)已於 8/3 主懷安息，現定於 26/3(星期四)晚

上 8 時正在鑽石山殯儀館 1 樓舉行安息禮拜，並於翌日出殯。 

 
2. 本堂教友鄺仲姊妹已於 29/2 主懷安息，現定於 27/3(星期五)早上 11 時正於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行安息禮拜，並隨即出殯。 

 
3. 本堂教友黃有姊妹(葉美萍姊妹的母親)已於 4/3 主懷安息，現定於 17/4(星期

五)晚上 7:30 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2 樓永恩堂舉行安息禮拜，並於翌日出殯。 

 
 

＜事工＞： 
 

1. 鑑於疫情嚴重，將會取消以下活動： 

一. 17-18/3 亞家內地遊 
二. 23/3 健康廚神烹飪比賽 

三. 29/3 戶外崇拜暨運動日 

 

             

＜主日花刊奉獻芳名＞ 

紀念母親～陳皓玲姊妹；生日感恩～劉偉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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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執委會議事結果＞ 
 

（一） 討論事項： 

1. 有關推薦本堂神學生黃海樑弟兄申請區會神學培才助學金應如何決

定案。 
議決：通過接納本堂神學生黃海樑弟兄申請區會神學培才助學金。 

 

2. 有關同工薪級表之調整應如何決定案。 
議決：根據區會於 2020 年薪金調整指引，建議宣教同工的頂薪上調

至第 28 點，本堂通過接納跟隨區會指引，將宣教師及行政主

任的頂薪點上調 3 點至第 28 點，由 2020 年 3 月起生效。 
 

3. 有關劉佩琪辦公室幹事合約期滿應如何決定案。 

議決：接納常務委員會推薦續聘劉佩琪姊妹擔任辦公室幹事一職，合
約期為兩年，2020 年 4 月 1 日生效。 

 

4. 有關趙秀文宣教師合約期滿應如何決定案。 
議決：(1)通過接納趙秀文宣教師來函表示合約期滿後不再續約，其任

期至本年四月十五日止，扣除大假及補薪六天後將於本年三

月廿八日離職。 

執委會感謝趙秀文宣教師過去兩年在錦江堂的努力及貢獻。 

 

(2)有關該宣教師空缺將公開招聘，專責牧養青少年事工及校牧
事工。 

 

（二）臨時動議： 

1. 有關本堂需額外多添購一部電腦和介面器材以進行錄製崇拜及其後

期工作應如何決定案。 

議決：通過接納額外添購一部電腦及介面器材來進行錄製崇拜及剪接
工作，以不超過港幣 25,000 元為上限。 

 

(備註：鑑於本港疫情嚴峻，本堂暫停了實體崇拜，並以錄播方式繼續
崇拜。故需額外添購電腦及相關設備以應付錄製崇拜影片後的

剪接等後期工序，以及日後進行直播聚會時的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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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經文(2020年 3月)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

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書 6:13 
✽請踴躍向組長或同工背經文，並在完成後請他們為你在背經咭上簽名。 

溫馨提示： 
註 1：由於疫情下教會暫停實體崇拜，請弟兄姊妹於家中聆聽講道信息後，把奉獻

放在同一個奉獻封或信封中，待疫情緩和後，才在崇拜中投入奉獻袋中作奉

獻。 

註 2：為方便弟兄姊妹對教會作出奉獻，可選擇自行轉賬或入數教會銀行戶口內，

入數後請將收據／入數紙電郵：fin.kkchurch@gmail.com 通知教會，並請寫明

以下資料： 

你的中文姓名、奉獻金額、奉獻項目、入數日期，以便教會跟進及記錄。 

教會銀行名稱：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戶口號碼：438-202-2328-4 

支票抬頭：錦江紀念禮拜堂（Kam Kong Memorial Church） 

註 3：如在入數／轉賬後沒有通知教會者，可能列作會眾不記名處理，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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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各堂崇拜及聚會的最新安排及抗疫措施＞
(11/03/2020更新)  

 
有鑑現時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仍未減退，同工們在謹慎及再三考量下，為免病毒
進一步在社區擴散，本堂現更新各項抗疫措施下的聚會活動安排如下： 
 

＜崇拜及聚會安排＞： 
 
1. 各堂崇拜：未來三個星期（14-15/3、21-22/3 及 28-29/3/2020）即至 3 月底，各
堂崇拜將會暫停舉行，教會將繼續安排錄播，讓弟兄姊妹留在家中透過錄播參
與崇拜。崇拜的周刊也會透過教會網頁、Facebook 及WhatsApp 群組轉載。 

 
2. 各區小組：所有小組暫停直至另行通知，但鼓勵各小組使用不同網絡媒體軟件
如 Zoom cloud meeting, Hangout meet, Skype, WhatsApp 等進行小組開組分享及
聯繫。 

 
3. 教會祈禱會：由二月起，祈禱峰會將會暫停至另行通知，為了鼓勵弟兄姊妹安
在家中為教會及社會禱告，教會在祈禱峰會當天會透過教會網頁、Facebook 及
WhatsApp 群組中發佈祈禱峰會的內容。 

 
4. 少青區週六崇拜及小組聚會將會暫停至 20/4 止，請各少青區會眾及各家長們
留意。 

 
5. 兒童區(包括兒童主日學及兒童日光會)將會暫停至 20/4 止。請各錦江堂家長留
意。 

 
6. 本堂各區／各部的聚會、活動、會議及課程暫停舉行，直至另行通知。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堂同工、信徒及新來賓，如於近日個人或家人從中國內地回港，或與懷疑感
染新型肺炎的親友、鄰舍有接觸，即使沒有任何病徵，請自行留在家中隔離14
日，以觀察確認身體狀況是否良好。 
 

2. 教牧同工仍然會以不同形式或網絡渠道，作出牧養。 
 

3. 如會眾必需使用教會場地，請預早聯絡教會辦公室或各同工。並於進入學校或
教會範圍時必須佩戴口罩、以搓手液清潔雙手及量體溫。 
 

4. 會眾若有發燒症狀或感到身體不適，請盡快就醫及務必留在家中，安心休息與
敬拜主。 
 

5. 會眾或家人若有懷疑感染肺炎者，請即聯絡教牧同工，以作關顧代禱。 
 

6. 教會二樓廚房由即日起暫停借用直至另行通知。 
 

7. 教會將持續留意疫情發展，若有任何最新安排，將會盡快公佈，會眾可透過教
會網頁、Facebook 及 WhatsApp 群組知悉教會的最新聚會安排。謝謝各位關注。 

 

錦江堂同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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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5 主日崇拜詩歌： 

詩歌：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版權屬 以琳書房 所有)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萬民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耶和華 唱詩來向祂歡呼 

讚美耶和華 萬民都快樂歡呼 

 

敬拜讚美耶和華 凡有氣息都要讚美祂 

敬拜耶和華 讚美耶和華 

我們活著是 為要敬拜讚美祂 

我們活著是 為要敬拜讚美祂 

 
 

【揚聲歡呼讚美】 
(版權屬 迎欣出版社 所有) 

 

揚聲歡呼讚美 稱頌我的王 

高聲頌揚歡唱 哈利路亞 

來到主寶座前 尊崇讚美祂 

我們歡呼喜樂 來到神的面前 

 

祢是創造主 祢施行拯救 

祢已救贖我 祢是主 

最大的醫生 祢是豐盛之主 

祢是我的牧者引領我 

耶穌 我君王 我讚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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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祂活著】 
(版權屬 門徒企業有限公司 所有) 

 

神差愛子 祂名叫耶穌 

祂賜下愛 醫治寬恕 

死裡復活 使我得自由 

那空墳墓 就是我得救的記號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 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 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尋求神的臉】 
(版權屬 沙田浸信會‧彌賽亞音樂中心 所有) 

 

若我的子民 謙卑禱告 尋覓著我臉 

承認他的過犯 立志遠離邪行 

 

我便打開天門 從天上垂聽著禱告 

赦免罪孽 傾出恩典 醫好這地的傷處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 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從頭復興我  

化軟弱成壯健 憂傷得醫治 

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 我眾罪孽盼主潔淨 

願聖靈從頭復興每一個 

化軟弱成壯健 憂傷得醫治 

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