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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的群體》 

　　弟兄姊妹，到底我們奉獻的意義如在？我們的奉獻，是否
只有供、求的關係？如果上帝的供應者，那麼，祂要我們在奉
獻的事上學些甚麼？ 

⼀、調整奉獻的⼼態：跟據《民數記》，摩西按著上帝的吩
咐，在祭壇使⽤前，將它分別為聖（出四⼗10），當⼀切準就
緒，「眾領袖前來為獻壇奉獻」他們要舉辦⼀個奉獻典禮。將
所做的獻給上帝，並且為到上帝的殿在他們中間⽽慶賀。 

　　當中有兩個地⽅值得留意，第⼀是⼗⼆⽀派的領袖所呈上
的奉獻，無論是樣式和數量，都是完全⼀樣的，從⽽表達⼀個
重要的信息：他們透過奉獻，表明他們和上帝的有份，是上帝
的⼦民，⽽每個⽀派和上帝的關係同樣緊密，並沒有親疏之分。
弟兄姊妹，奉獻第⼀個意義，在於表明與上帝的國有份。當以
⾊列民將供物獻給上帝，便說明他們屬於上帝，奉獻是榮譽。 

　　第⼆，⼗⼆⽀派的領袖，並不是隨意奉獻。他們是按上帝
的命令，將能夠⽤於禮祭的供物獻給上帝。所以，他們的奉獻
是有具體⽬標的：就是讓會幕外的祭壇，發揮它應有的作⽤。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的奉獻同樣是有⽬標：就是要讓上帝的
教會發揮它應有的使命。不是要教會配合我們的奉獻，⽽是我
們的奉獻為要配合聖⼯。 

2018年2月



2018年年2⽉月份差傳單位代禱需要 

差派單位：董上⽺羊、蔡佩恩宣教⼠士（烏⼲干達）續上⽉月 

1. 2018年年4⽉月、5⽉月有來來⾃自美國、加拿⼤大的短宣隊到來來，在貧⺠民窟的⼩小學、當地及華

⼈人教會中服事，求主使⽤用他們，並保守所有籌備的⼯工作。另外有數隊短宣隊（ 包

括兒童事⼯工及醫療隊）在計劃再來來烏⼲干達服事，求主使⽤用。 

2. 2018年年我們⼀一家在6⽉月⾄至8⽉月會回亞洲分享烏⼲干達事⼯工，求主使⽤用。  

3. 因著「夢想翅膀」事⼯工，我們有機會走近好些住在貧⺠民窟的家庭。求主賜我們智

慧與耐性，去跟進和⿎鼓勵這些家庭，幫助他們在困境中建立對上帝的信⼼心。  

⽀支持單位：呂呂⽂文東、鍾倩⽂文宣教⼠士（柬埔寨） 

1. 各事⼯工都能健康穩定發展，同⼯工的⽣生命都要成長。 

2. 計畫於上半年年能為各事⼯工註冊成為本地機構。 

3. 我們要儘快適應新社區新⽣生活，並有穩定的作息 和消閒時間。 

⽀支持單位：劉劉淑姬宣教⼠士（泰國） 

1. 為我下個星期2⽉月10⽇日和11⽇日講臺事奉奉禱告。 

2. 為我在各地分享的腳步，求主帶領有平安喜樂樂樂樂的服事。 

3. 為我過年年期間有安靜禱告的時候，從回來來到現在都還沒有安靜的時間。 

⽀支持單位：許沛鋒、⿈黃麗君宣教⼠士（⽇日本） 

1. 感恩Mel及PJ的短宣⼤大⼤大⿎鼓勵⽇日本教會，祈求他們回國後繼續⽀支援前線同⼯工。  

2. 感謝神帶領多位⻄西非牧者來來東京事奉， 
求主合⼀一的靈感動並更更新⽇日本眾教牧同⼯工的⼼心。 

3. 感恩教會聚會⼈人數及奉獻俱增長， 
求神帶領同⼯工們按衪的⼼心意與時間開始東京第⼆二間TMC 。  

4. 感恩華語團契⼈人數穩定，求神加⼒力力完成網站中⽂文版 
及今年年成功在TMC⾸首播港九培靈會。 

5. 請為我們與⽀支持教會聯聯絡及準備述職期間的報告及計劃代禱。  



2018年年1⽉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2017年年12⽉月堂費累積結存 $612,815.15 同⼯工薪⾦金金 95,925.30
奉獻/其它 同⼯工公積⾦金金及利利息 8,327.40
當納⼗十⼀一 128,400.00 ⻘青少年年部 858.00
感恩 200.00 兒童部 1,421.00
其他 15,576.00 恆常 8,590.10
無封 14,804.00 雜費 3,778.80
兒童事⼯工 561.50 講員費 1,500.00
⻘青少年年事⼯工 1,609.00 同⼯工醫療 180.00
除夕晚餐 590.00 保險 5,974.00
獻花 406.00 社保 180.00
銀⾏行行轉賬奉獻1 10,000.00 實習津貼 4,635.00
銀⾏行行轉賬奉獻2 16,000.00 同⼯工退修 715.90
銀⾏行行轉賬奉獻3 9,000.00 讀經⽇日營 3,536.90
銀⾏行行轉賬奉獻4 500.00 懇親會場地訂⾦金金 5,000.00
銀⾏行行轉賬奉獻5 9,000.00 電話費 612.00

206,646.50 141,234.40

代轉 代轉

黎黎光偉牧師師⺟母 1,000.00 黎黎光偉牧師師⺟母 1,000.00
郭鳳玲師⺟母 1,430.00 郭鳳玲師⺟母 1,430.00
李美儀傳道 400.00 李美儀傳道 400.00
FCS 1,000.00 FCS 1,000.00
⽺羊恩 100.00 ⽺羊恩 100.00
B 500.00 B 500.00
C 400.00 C 400.00
D 400.00 D 400.00
E 2,500.00 E 2,500.00

7,730.00 7,730.00

總收入 214,376.50 2018年年1⽉月堂費累積結存 $678,227.25
$827,191.65 $827,191.65

1⽉月堂費收入: $214,376.50      1⽉月堂費⽀支出: $148,964.40      1⽉月堂費結餘: $65,412.10

17年年12⽉月結存 18年年1⽉月收入 18年年1⽉月⽀支出 18年年1⽉月結存

差傳基⾦金金 388,208.10 68,820.00 2018年年1-4⽉月 163,600.00 293,428.10
神學基⾦金金 45,061.60 680.00 ------ - 45,741.60
慈惠基⾦金金 12,348.80 520.00 ------ - 12,868.80
發展基⾦金金 4,116,316.55 14,500.00 ------ - 4,130,816.55
退休教牧基⾦金金 114,930.00 22,580.00 退休教牧 114,930.00 22,580.00
*給予本堂之⽀支票抬頭請寫「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司庫：劉劉明昆   司數：丘福源   核數：郭鳳玲    
中國銀⾏行行澳⾨門元⼾戶⼝口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0 7 0 0 1 0 2 8 7 2 6 2
中國銀⾏行行港元⼾戶⼝口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1 4 1 1 1 0 2 4 7 7 5 5



⼆、選擇奉獻的⼈⽣：《民數記》提到，除了祭司需要先被潔
淨之外（出四⼗12-15），那些負責搬運會幕，以及祭禮器具的
利未⼈，在他們事奉以先，需要做⼀個特別的奉獻禮儀。這禮
儀特別之處，是要將利未⼈如同祭物⼀樣奉獻出來。經⽂提到
利未⼈要與素祭的細麵、贖罪祭和燔祭的公⽜⼀同獻上。不同
的地⽅是，其他的祭物都燒盡來呈獻給上帝，利未記則將⾃⼰
獻作「活祭」。 

　　為甚麼唯獨利未⼈要獻上「活祭」？經⽂要強調的，是每
⼀個上帝的⼦民，都應該屬於上帝，並且服侍上帝。利未⼈只
是了⼤眾的代表，最終，整個群體都要活出事奉上帝的⽣命。
弟兄姊妹，使徒保羅這樣勸勉我們：「所以，弟兄們，我以上
帝的慈悲勸你們，將⾝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
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1）。」每⼀個
跟隨上帝的⼈，都「理所當然」的事奉上帝。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獻上「活祭」？讓我們想像⼀下，當
時的利未⼈，當他們與祭物⼀同被獻在壇前，他們深刻地知道，
⾃⼰的⼈⽣要像那些祭物⼀樣，為上帝被燒盡。弟兄姊妹，為
主燃燒並不是⼝號。這是⼀種基督徒「⽣活態度」：當我們發
現⼈的⼀⽣是好短暫、好脆弱的時候，作為基督徒，我要思考
⾃⼰的⼈⽣怎樣被主使⽤，以致讓⾃⼰無憾。 

　　最近看到陳恩明牧師在臉書（Facebook）的⼀個留⾔：「⼈
⽣不要像⽛線，好⾧但只⽤幾厘⽶」。弟兄姊妹，我們實在有
許多地⽅可以被主使⽤，將⾝⼼獻予主，不是未來的事、不是
退休後的事，⽽是現在的事。我相信，在坐每⼀位，您都曾經
為主的緣故，付上不同程度的代價。上帝是知道的，今天，我
們是否願意，拿出信⼼，為主燃燒多⼀點點嗎？——黎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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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各經常聚會出席⼈人數（平均數）： 

2⽉月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2⽉月2⽇日晚上8⾄至10時（五） 

2⽉月3⽇日下午2⾄至6時（六）為教會研經⽇日營：但以理理書選讀，講員為馮錦鴻傳道。 

• 2⽉月8⽇日（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月禱會，由盧 ⿈黃淑卿姊妹負責。 

• 2⽉月9⽇日（五）晚上8時半⾄至10時半為栽培訓練。 

• 2⽉月22⽇日（四）晚上8時半為肢體交通會。 

預告3⽉月份及4⽉月第⼀一週的聚會： 

• 3⽉月4⽇日（⽇日）福⾳音主⽇日崇拜，講員為黎黎郭鳳玲師⺟母。 

• 3⽉月8⽇日（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月禱會，由盧 ⿈黃淑卿姊妹負責。 

• 3⽉月22⽇日（四）晚上8時半為肢體交通會。 

• 3⽉月30⽇日晚上8⾄至10時（五）受難節聚會，由黎黎光偉牧師負責。 

• 4⽉月1⽇日下午2時半（⽇日）為本堂第47屆⽔水禮。 

主⽇日崇拜 222 (152) 信諾少⻘青團 22 (15) ⽉月禱會 18

兒童主⽇日學 61 (31) 信恩⻘青年年團 43 (25) 交通會 16

信愛伉儷團 14 (11） 信德⻘青年年團 11 (6) 信恆成年年團 8

1. 新堂址⼯工程已於1⽉月31⽇日正在向⼯工務局申請有關更更改⼯工程入則的許可，求主

繼續記念念⼯工程的進度禱告。 

2. 本堂參參加建道神學院有關中⼩小型教會發展的課程，為期兩兩年年，求主幫助同⼯工

及30多位已報名領袖，藉此⼀一同學習、有更更好的溝通，同⼼心推展福⾳音⼯工作。 

3. 記念念本堂正準備入讀K1及升⼩小⼀一的學⽣生，讓他們帶著健康的⾝身體和狀狀態應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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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封
2017年年12⽉月

【121】 500 【122】 500 【125】 1600 【126】 100 【127】 1100

【128】 7500 【129】 1000 【130】 7000

2018年年1⽉月

【01】 400 【02】 540 【03】 500 【04】 1200 【05】 2000

【06】 300 【07】 200 【08】 1000 【09】 1000 【10】 500

【11】 200 【12】 9000 【13】 3500 【14】 7000 【15】 3000

【16】 500 【17】 100 【18】 2000 【19】 6000 【20】 100

【21】 300 【22】 800 【23】 4000 【24】 100 【25】 1100

【26】 500 【27】 5000 【28】 10000 【29】 4500 【30】 206

【31】 4000 【32】 1000 【33】 1000 【34】 11500 【35】 590

【36】 600 【37】 500 【38】 1030 【39】 1200 【40】 3000

【41】 100 【42】 300 【43】 100 【44】 500 【45】 6000

【47】 9000 【48】 200 【49】 1000 【50】 3500 【51】 6800

【52】 750 【53】 100 【54】 100 【55】 100 【56】 100

【58】 1000 【59】 2500 【60】 200 【61】 500 【62】 60

【63】 400 【64】 6500 【65】 5000 【66】 1800 【67】 2100

【68】 12600 【69】 1000 【70】 1200 【71】 12880 【72】 2000

【73】 150 【74】 500 【75】 500 【76】 500 【77】 2500

【78】 5400 【79】 2000 【80】 103 【81】 500 【82】 100

【83】 1000 【84】 1350 【85】 18240 【86】 1000 【87】 1000

【88】 1000 【89】 400 【90】 1100 【91】 2500 【92】 200

【93】 500 【94】 1200 【95】 120 【96】 6480 【97】 150

【98】 200 【99】 500 【100】 200 【101】 500 【102】 6000

【103】 1500 【104】 1500 【105】 103 【106】 1100 【107】 1000

【108】 500 【109】 100 【110】 6000 【111】 5150 【112】 100

【113】 9900 【114】 60 【115】 50

差傳認獻

2018年年1⽉月
【1】 300 【2】 - 【3】 - 【4】 1200 【5】 500
【6】 - 【7】 200 【8】 2000 【9】 - 【10】 400
【11】 - 【12】 2000 【13】 - 【14】 - 【15】 -
【16】 200 【17】 - 【18】 500 【19】 - 【20】 -
【21】 200 【22】 200 【23】 1000 【24】 - 【25】 200
【26】 - 【27】 1000 【28】 200 【29】 - 【30】 -
【31】 580 【32】 - 【33】 - 【34】 500 【35】 -
【36】 1000 【37】 100 【38】 200 【39】 - 【40】 -
【41】 2000 【42】 - 【43】 1000 【44】 - 【45】 100
【46】 100 【47】 - 【48】 2000 【49】 100 【50】 -
【51】 - 【52】 - 【53】 - 【54】 - 【55】 4000
【56】 300 【57】 2000 【58】 - 【59】 - 【60】 -
【61】 - 【62】 - 【63】 500 【64】 - 【65】 -
【66】 500 【67】 600 【68】 1500 【69】 - 【70】 500
【71】 150 【72】 1500 【73】 - 【74】 7500 【75】 -
【76】 - 【77】 100 【78】 400 【79】 60 【80】 180
【81】 1000 【82】 - 【83】 500 【84】 200 【85】 200
【86】 9000 【87】 9000 【88】 - 【89】 1000 【90】 -
【91】 - 【92】 - 【93】 500 【94】 - 【95】 -
【96】 300 【97】 750 【98】 1000 【99】 100 【100】 -
【101】 - 【102】 - 【103】 - 【104】 1000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即使當時⼈們如何歡呼喝采，

也掩蓋不了主耶穌對耶路撒冷的擔

憂。我深信，主耶穌之所以哀哭，

並⾮因為要替耶路撒冷城，及城內

宏偉的聖殿將要被毀⽽感到可惜，

⽽是為著猶太⼈——從前跟隨上帝

的⼦民，因著他們的不信，⽽將會

受到的審判和懲罰⽽哀哭。 

　　1953年⾄1955年，天主教在橄

欖⼭上建造了⼀座教會，為了記念

耶穌對聖民的哀傷之情，此教堂稱

為「主哭堂（Dominus Flevit）」，

教堂的外型被設計成⼀顆淚珠的形

狀。教堂內開了⼀⼝窗⼦，正對著

古耶路撒冷，能看⾒整個古城的⾯

貌，讓⼈不禁聯想起耶穌當時的所

⾒所想，以及哀傷之情。 

　　今天，當我們預備參與受苦節和復活節的聚會前，讓我們不忘主

耶穌的⼼腸，祂如何為失喪的靈魂哀傷，祂甚願⼈能透過祂的苦難與

犧牲，不⾄滅亡、反得永⽣。 

　　主哭堂內有⼀幅描繪母雞的⾺賽

克，耶穌曾說：「耶路撒冷啊，耶路

撒冷啊……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兒⼥，

好像母雞把⼩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可

是你們不願意（⼗三34）。」但願我

們能貼近主的⼼腸，為得救感恩、

為天國努⼒。——黎光偉 

主哭堂為上世紀五⼗十年年代興建，外觀尤如⼀一顆淚珠

教堂內能⼀一瞥古耶路路撒冷城的全貎

主哭堂內有⼀一幅描繪⺟母雞的⾺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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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不單是我們很熟悉的情⼈節，也是⼤齋期

（Lent，⼜稱預苦期）的開始，這節⽇源於三世紀，信徒們在復活節

前，記念耶穌的受苦和犧牲。到了四世紀末，教會將⼤齋節期定為復

活節前四⼗天，預表耶穌曾禁⾷四⼗天，並接受魔⿁的試探，為傳天

國福⾳作準備。 

　　對於⾃由教會來說，除復活節和聖誕節外，或許已經甚少提及教

會年曆，或環繞基督事件的節期。⽽事實上，我們亦不會要求會眾們

必須守這些節⽇。不過，這些節期仍然有我們值得反思的價值。 

　　當耶穌將要進⼊耶路撒冷城，準備迎接受苦與被害。祂先到橄欖

⼭，預備騎著⼀匹驢駒進城（路⼗九28-31），雖然他受到當時⼈們夾

道歡迎，⼈們更將⾃⼰的⾐服鋪在地上，⼤聲的歡呼。然⽽，耶穌卻

露出截然不同的表情。《聖經》告訴我們，當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

⾒耶路撒冷城，道為這城哀哭：「但願你在這⽇⼦知道有關你平安的

事，不過這事現在是隱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來。因為⽇⼦將到，你

的仇敵要築起⼟壘包圍你，四⾯困住你，並要消滅你和你裏頭的兒⼥，

連⼀塊⽯頭也不留在另⼀塊⽯頭上，因為你不知道你蒙眷顧的時候（⼗

九42-44）。」

信⼼心之旅三：流淚與拯救

主哭堂——位於橄欖⼭山上，記念念主耶穌曾在此為耶路路撒冷城哀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