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曹錦能傳道 

講題：走過寒冬不是夢 

經文：西番雅書 3章 11-15節 

 

大綱 

西番雅書的信息:  

(一) 在 _ _ 中 _ _ _ _ 

 

 

 

(二) 在 _ _ 中 _ _ _ _ 

 

 

 

(三) 在 _ _ 中 _ _ _ _ 

 

 

 

問題討論及應用 

1. 面對未來社會/家庭的走向，你會覺得樂觀還是悲觀 ? 是明天會更

好，還是每況愈下? 

2. 在黑暗的世代要成為跟隨耶穌的門徒，容易嗎? 有沒有試過想要放

棄的念頭? 是什麼給你勇氣力量繼續? 

3. 你有無難以改正的缺點?  我們是否太過安逸，以致不能結出上帝

喜悅的果子? 

4. 如果你在最困難的情況中，求主讓你心裡仍有盼望。 

 

 

延伸學習/閱讀 (可於教會圖書館借閱) 

廖亦武：《上帝是紅色的》 
  

2019年 4月 7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余劍雲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西番雅書 3:11-15． 曹錦能傳道 
講道．．．．走過寒冬不是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沈偉明執事伉儷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西番雅書 3:11-15． 曹錦能傳道 
講道．．．．走過寒冬不是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蔡駿延弟兄 
主席：盧銀鳴姊妹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西番雅書 3:11-15． 曹錦能傳道 
講道．．．．走過寒冬不是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余劍雲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曹錦能傳道 司琴：黃蕙萊姊妹 
主席：林翠萍姊妹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簡民基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曹錦能傳道 
讀經．．．．西番雅書 3:11-15． 曹錦能傳道 
講道．．．．走過寒冬不是夢．．．．．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簡民基牧師 

2019年 4月 6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走過寒冬不是夢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西番雅書 3:11-15 
主席． 黃錦榮執事、王鎮平弟兄 
司琴．．．．．．． 楊斯妮姊妹 
聖餐．．．．．．． 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請不必再奉獻了 
講員．．．．．．． 林晶傳道 
經文．．．．．．．． 出 36:3-7 
主席．．．．．．． 楊毅昇弟兄 
敬拜隊．．．．．．．． Shema 
聖餐．．．．．．． 余劍雲牧師 
 

2019年 4月 7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指著誰說的？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約 13:1-17 
主席．．．．．．． 關艷冰姊妹 
司琴．．．．．．． 朱慧茵姊妹 
敬拜隊．．．．．．．．． 尊一 
 

2019年 4月 10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走過寒冬不是夢 
講員．．．．．．． 曹錦能傳道 
經文．．．． 西番雅書 3:11-15 
主席．．．．．．． 周國蘭傳道 
司琴．．．．．．． 黃蕙萊姊妹 



  

家事分享 

1. 新朋友交誼日於今天 12:30舉行，請已報名的參加者到六樓桃李門

聚會，亦歡迎今日或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參加。 

2. 下周主日早堂崇拜後(約 12:30)在地下停車場舉行差傳祈禱會，是

次為黃聲鋒牧師夫婦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3. 4月的查經資料已預備好，請各小組按需要到小組信箱索取，及自

行調教至合適小組用。 

4. 凡參加應屆水禮者，請於 4月 15 日(星期一)晚上 7:30 出席水禮講解

會，凡轉會信徒請於 8時正到地下停車場參與晚上愛筵及交誼聚會。 

 

第 160屆水禮及轉會名單 

  
水禮者：王克香、李志明、黃浩深、劉樹寧、林麗娟、章濟塘、 

馬裕發、李群燕、鄧凱宜、蕭力文、許文瑞、朱英萍、 
陳志禮、李賜安、劉佩華、湯卓榮、謝麗華、岑淑愛、 
王德娟、盧永成、黃寶慧、邵永輝、龔寶珊、黎月麗、 

張國華、梁潔儀、廖觀球、崔肖華、潘惠芝、李志恩、 
黃慧明、李永劻、蔣康祈、林寶鈿、陳樂欣、鄭凱茵、 
李美蓉、陸鋼、陳慧儀 

 
特洗者：(由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3月) 
 黃仲金、石演生、蔣炳章、李兆華、蔡煥英、勞英潔、 

郭佳玉、林頌恩、王福祥、劉夢華、梁耀光、譚慧兒、 
何傑 

 
轉會者：許先異、黃鷹、杜嘉華、楊斯妮、高穎詩、傅玉珍、 

盧淑明、毛慰華、王禮親、馮素娟、巫梓傑、司徒月瑜、 
曹錦能 

 

雙周祈禱會 

日期: 4月 9日(星期二) 
時間: 晚上 8:00-9:00 
內容: 敬拜禱告，聆聽上主聲音 

邀請守望: 第 14區小組 
         (沙瑪組、雅歌組、靈糧爸媽組、以利亞組、無條件組) 

 
安息禮拜公告 

陸勞英潔姊妹已安息主懷，並於 4 月 12 日(五)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

館舉行安息禮，翌日 4 月 13 日(六)早上 10:30 舉行出殯禮，祈盼認識

勞姊妹或其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家事提提你 

 

活動 內容 截止日期 

信仰探索班 

Ａ 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

主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桃李門 不適用 

Ｂ 
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虎地路屯門徑 

之旅(重行) 

行山日期：27/4/2019(星期六) 

報名方法：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 參加者務必出席行程簡介會 

4月14日 

 

 



   

四月份教會聚會巡禮 

4月 19日(星期五) 
受苦節默想日                 受苦節聖餐崇拜 
時間：早上 9:00-下午 5:00          時間：晚上 7:30開始 

地點：一樓禮堂                    地點：一樓禮堂 

※當日程序將分時段進行               講員：趙崇明博士 

  (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 當晚設兒童照顧。 

  肢體可自由選擇時段安靜默想。       

 

4月 20日(星期六) 
第 160屆水禮 
時間：下午 2:00開始 

地點：一樓禮堂 

 

4月 21日（主日） 
復活節主日崇拜 
清晨堂(上午 9:00)、早堂(上午 10:45)及中午堂(中午 12:30) 

講員：梁俊豪博士 
 

下午堂(下午 3:00) 

講員：岑詠君傳道 

 

九天默想禁食禱告(8/4-18/4):主耶穌在世最後的七天 

為記念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前最後的七天，我們鼓勵信徒由 4 月 8 日至

4月 18日(星期六、日不禁食)，進行九天的禁食禱告，每天用 20 分鐘

默想經文並學習禁食禱告，信徒可以每日的早上、中午或晚上其中一

餐進行禁食，以預備我們的心靈去迎接受苦節，信徒只須要用教會提

供的「九天默想禱告」進行默想禱告並學習禁食 (如身體不適、糖尿

病患者或長期病患者不宜進行禁食，請按醫生指示進行，而可改為默

想禱告便可以了)。 

 

「九天默想禱告」紙放在梯間及一樓玻璃檯。 

 

 
Grow Together職青組 

有人話，20-30歲是變化很多的十年。這是你的心聲嗎？讓我們一起成

長，從聖經裡學習如何身處在世。 
 

對象：22-29歲在職青年，返本堂主日崇拜，沒有穩定小組 

內容：查經閱讀、分享禱告、吃喝玩樂 

日期：2019年 4月 26日（星期五）為第一次聚會，每個月一次，暫定

一年 

時間：晚上 7:45-9:15 

地點：九龍靈糧堂 六樓桃李門 

報名：可經網頁 https://bit.ly/2SXmRvx或 QR Code 

查詢：岑詠君傳道(Tiffany) 電話：9754 2194 

 

2019年健康檢查 

招募義工 

2019年 6月 16日及 23日(主日)將繼續有健康檢查活動。凡有意參與

協助檢驗血糖、量血壓、量度身高及體重的醫護界信徒，請到辦公室登

記或直接聯絡周姑娘，截止日期：19/5/2019(主日)。如有疑問或查詢，

請聯絡周姑娘(2339 3079)。 

 
《路加福音的旅行敘事》 

講員：陳偉迦牧師(建道神學院) 

時間：4月 27日及 5月 11日（星期六）晚上 8:00開始 

地點：三樓副堂 

報名：請到教會資訊壁報板自行填寫資料 

 
《每日活水》訂閱 

為鼓勵信徒經常靈修，歡迎訂閱《每日活水》作靈修輔助。信徒可到辦

公室訂閱，半年六期/全年十二期，共$234/$468。截止訂購日期為 4月

28日(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