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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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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樹牧師 Cyrus 

陳嘉榆牧師 Peony

林紀均傳道 Ruby 

陳  茜姊妹 Cecilia 

陳加恩姊妹  Grace 

1. 4 月 7 日(五)傍晚蝴蝶谷基址與國際堂舉行聯合受苦節崇

拜， 求神預備弟兄姊妹的心， 更多默想親近主，一同記念

主的受難。 

2. 主日啟發課程將於四月開課，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邀約未信

主的親友報名此課程，藉此探索信仰與生命。 

3. 永康街新辦公及活動室的裝修工程現正進行，求主加能賜

力給同工們，督導整個工程項目。 

1. 進入預苦期已第五主日， 鼓勵弟兄姊妹繼續每天聆聽《路

加福音》作靈修及默想， 思想基督的受難與復活。 蝴蝶谷

基址今年將與國際堂舉行聯合受苦節崇拜， 崇拜將於 4月

7日(週五)下午 5-6時於二樓宣道會堂舉行， 請弟兄姊妹預

留時間參與。   

2. 感謝主！蝴蝶谷基址第一屆的啟發親子教育課程已於上週

完滿結束。 是次課程共有 15個家庭參與其中， 願主繼續

帶領家長們參與下一階段的啟發課程， 認識信仰， 也感謝

家長班組長們和兒關導師們的忠心服侍。 

3. 教會將於 4月 16日至 6月 11日逢週日上午 11時-12時半舉

行啟發課程， 課程以短片介紹基督徒信仰， 並提供

輕鬆和開放的對話空間，一同探索信仰和人生問題。 

鼓 勵 弟 兄 姊 妹 邀 請 未 信 主 親 友 參 加，  

報名及詳情請按這裡或掃描二維碼。   

4. 教會將於 4月 14日至 6月 9日逢週五舉行查經班， 以八課

查考《帖撒羅尼迦前書》， 從聖言學習如何成為聖潔預備

迎見主。 此班的首四課為網上課(晚上 8時半-10時)， 後

四課則計劃使用永康街新活動室作實體課(晚上 8 時-9 時

半)， 促進交流與互動。 鼓勵所有已完成新約概覽的

弟兄姊妹參加，報名及詳情請按這裡或掃描二維碼。   

5. 教會於 4 月 2 日（下主日）開始恢復於主日崇拜傳奉獻袋收

取奉獻，讓我們以感恩的心呈獻給上帝。  

我們很希望你在這地方得到神所賜的平安、喜樂、救

恩！如欲更多認識教會、 聯絡教牧同工、 或索取蝴蝶

谷基址通訊， 歡迎在這裡透過二維碼填寫 《歡迎新來

賓表》。 

 蝴蝶谷有不同年齡層或生命階段的小組，部份在每週崇

拜後 11:00-12:30 舉行， 歡迎你隨時參加或加入。 如欲

體驗小組生活，歡迎與教牧同工聯絡。  

 如欲加入蝴蝶谷基址細胞小組，歡迎透過二維碼填寫

《加入細胞小組》。 

歡迎新來賓表  加入細胞小組 網上奉獻方法 

4 月 2 日 聖餐主日崇拜 

 講員：黃國維院長  

4 月 7 日 BV與 AIC 聯合受苦節崇拜 

 講員： Pastor Henry Mui  

4 月 9 日 復活節聯合崇拜 

 講員： 吳玉樹牧師 

信息： Jesus prayed /  Take sides  

https://forms.gle/HZNc8PNi8JCUGQrZ7
https://forms.gle/TfpVmXp5kD3Wyftw6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5WuS5seAu95Lrv5iWNjHynlmDBJBL0v-M3NV2vukYO5paz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5WuS5seAu95Lrv5iWNjHynlmDBJBL0v-M3NV2vukYO5paz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XVN5C-3YQVOw17a7FPdotbz4oMxKnT8WQWNmpunBLe6oV8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5WuS5seAu95Lrv5iWNjHynlmDBJBL0v-M3NV2vukYO5paz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XVN5C-3YQVOw17a7FPdotbz4oMxKnT8WQWNmpunBLe6oV8g/viewfor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fjfRzoBbGkbyT4TVvESjfSf2k7huFaE/view?usp=sharing


  主日崇拜程序          2023年 3月 26日 

群體聚集 

彼此問安 

宣召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

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

天天傳揚他的救恩。」（詩 96:1-2） 

詩歌頌讚 

全然向祢       

不可能的愛 

真愛            

祈禱 

聆聽聖言 

讀經 可 15:1,15-27 

講道 預苦期(三)奇妙十架     

回應與委身 

奉獻祈禱 

家事分享 

差遣與祝福 

預苦期（三）奇妙十架         

陳露娥牧師 

九龍塘宣道會牧師  

 

 

馬可福音 15章 1,15-27節 
 

1 一到早晨， 祭司長和長老、 文士、 全公會的人

大家商議， 就把耶穌捆綁， 解去交給彼拉多。 

15 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 就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將耶穌鞭打了， 交給人釘十字架。 16 兵丁把耶穌

帶進衙門院裏， 叫齊了全營的兵。 17 他們給他穿

上紫袍，又用荊棘編作冠冕給他戴上， 18 就慶賀

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 19 又拿一根葦

子打他的頭， 吐唾沫在他臉上， 屈膝拜他。 20 戲

弄完了， 就給他脫了紫袍，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帶他出去， 要釘十字架。 21 有一個古利奈人西

門， 就是亞歷山大和魯孚的父親， 從鄉下來，經

過那地方。 他們就勉強他同去， 好背着耶穌的十

字架。 22 他們帶耶穌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

出來就是髑髏地）， 23 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

他卻不受。 24 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 拈鬮分他

的衣服， 看是誰得甚麼。 25 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

初的時候。 26 在上面有他的罪狀， 寫的是：「猶

太人的王」。 27 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

架，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講道回應 

1. 若有人取笑你信耶穌、返教會、奉獻是愚蠢的 

行為，你會怎樣回應他 ? 

 

 

 

 

 

 

2. 主耶穌接受最殘酷和羞辱的方式完成救贖使命 

，這對你有甚麼啟發和意義 ? 

 

 

 

 

 

 

3. 十字架是得勝、祝福、智慧和榮耀的恩典記號，

請與組員分享你的重擔或立志，彼此鼓勵，並 

同心守望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