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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廖淑卿姊妹 

（本堂執事） 

 

    祈禱真是很重要的。你每日有沒有為你身邊的人禱告，也有沒有為你至親

的家人禱告，為你工作的同事朋友禱告；當你每日都寫下為誰禱告時，日後你

把你已寫過的拿出來再看看，你會發現原來你已為了很多人禱告，包括那些你

喜歡及不喜歡的人，那時你一定覺得很驚訝呢！ 

 

禱告是什麼 

禱告是和天父說話；也是聽天父向我說話；禱告是讓上帝在我生命中工作，並

且隨祂所願；禱告也是對付魔鬼和老我的屬靈爭戰；禱告就像靈魂的呼吸，讓

基督進入我們裡面作工，與我們有親密而快樂的團契；又像充電，更是上帝邀

請我們休息，重新得力一樣。 

 

建立禱告生活 

要倚靠聖靈幫助禱告，每日定時不受懶惰的感覺所影響；及定計劃禱告為每周

及每天的人和事物禱告；隨時感受上帝的同在！ 

 

在禱告態度上不要特別給別人看，顯示自己的虔誠，上帝是無所不在的，在暗

中禱告能更專心面對上帝。 

 

我們要擴充禱告的內容，先求上帝的旨意，再求自己的需要，讓上帝得到祂該

有的主權及榮耀。如此我們的禱告生活更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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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堂會消息堂會消息堂會消息堂會消息 

1.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09 年年年年 7 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月份崇拜人數平均為 97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78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9 人人人人；；；；領餐人領餐人領餐人領餐人

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數平均為 85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4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21 人人人人。。。。 

2.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 H1N1 甲型流甲型流甲型流甲型流感感感感疫情沒有突別轉壞疫情沒有突別轉壞疫情沒有突別轉壞疫情沒有突別轉壞，，，，教會一切聚會於八月份己完全恢復教會一切聚會於八月份己完全恢復教會一切聚會於八月份己完全恢復教會一切聚會於八月份己完全恢復

如常運作如常運作如常運作如常運作，，，，崇拜時的問安環節也恢復握手崇拜時的問安環節也恢復握手崇拜時的問安環節也恢復握手崇拜時的問安環節也恢復握手，，，，惟長者及兒童於於聚會前仍須量惟長者及兒童於於聚會前仍須量惟長者及兒童於於聚會前仍須量惟長者及兒童於於聚會前仍須量

度體温及清潔雙手度體温及清潔雙手度體温及清潔雙手度體温及清潔雙手。。。。 

3. 本堂主日學營會己於本堂主日學營會己於本堂主日學營會己於本堂主日學營會己於 13/7-14/7 假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舉行假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舉行假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舉行假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舉行,共共共共有有有有 22 位學生及位學生及位學生及位學生及

8 位導師參加位導師參加位導師參加位導師參加，，，，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我愛禱告我愛禱告我愛禱告我愛禱告」」」」。。。。 

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於於於於 07 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支助支助支助支助「「「「粵北粵北粵北粵北，，，，湘西湘西湘西湘西，，，，鄂北鄂北鄂北鄂北」」」」助學計劃助學計劃助學計劃助學計劃，，，，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08 年執事會通年執事會通年執事會通年執事會通

過繼續支持是過繼續支持是過繼續支持是過繼續支持是項項項項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直直直直至所支助的學生至所支助的學生至所支助的學生至所支助的學生，，，，於於於於 2012-2013 學年畢業為止學年畢業為止學年畢業為止學年畢業為止。。。。 

5. 本本本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會信徒培育部將於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27/9(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舉辦舉辦舉辦舉辦「「「「主日學導師進深課程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課程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課程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課程訓練班」」」」歡迎曾歡迎曾歡迎曾歡迎曾

任或現任或現任或現任或現任任任任,或將任主日學導師報名或將任主日學導師報名或將任主日學導師報名或將任主日學導師報名，，，，請向方教師請向方教師請向方教師請向方教師，，，，或楊寶蓮或楊寶蓮或楊寶蓮或楊寶蓮，，，，或温家浩查詢或温家浩查詢或温家浩查詢或温家浩查詢。。。。 

6.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恩頤居將於恩頤居將於恩頤居將於恩頤居將於 09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 日起以發行債券方式籌募經費日起以發行債券方式籌募經費日起以發行債券方式籌募經費日起以發行債券方式籌募經費，，，，每張債券面額港每張債券面額港每張債券面額港每張債券面額港

幣一萬元正幣一萬元正幣一萬元正幣一萬元正，，，，有關細節可參考看教會壁報資料或向籌建委員會主席呂慶棠牧有關細節可參考看教會壁報資料或向籌建委員會主席呂慶棠牧有關細節可參考看教會壁報資料或向籌建委員會主席呂慶棠牧有關細節可參考看教會壁報資料或向籌建委員會主席呂慶棠牧

師查詢師查詢師查詢師查詢。。。。 

7. 有關颱風或黑有關颱風或黑有關颱風或黑有關颱風或黑雨雨雨雨襲襲襲襲港本堂措施安排如下港本堂措施安排如下港本堂措施安排如下港本堂措施安排如下：：：：若聚會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若聚會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若聚會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若聚會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 8 號號號號颱颱颱颱

風訊號風訊號風訊號風訊號或黑雨警告或黑雨警告或黑雨警告或黑雨警告，，，，所有聚會會取消所有聚會會取消所有聚會會取消所有聚會會取消；；；；而而而而 8 號號號號颱風訊號颱風訊號颱風訊號颱風訊號或黑雨或黑雨或黑雨或黑雨警告警告警告警告除下後兩除下後兩除下後兩除下後兩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所有聚會將恢復所有聚會將恢復所有聚會將恢復所有聚會將恢復,而同工亦返回崗而同工亦返回崗而同工亦返回崗而同工亦返回崗位工作位工作位工作位工作。。。。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姊妹之母親因腎姊妹之母親因腎姊妹之母親因腎姊妹之母親因腎衰竭衰竭衰竭衰竭，，，，心臟病等曾入住深切治療部心臟病等曾入住深切治療部心臟病等曾入住深切治療部心臟病等曾入住深切治療部，，，，現短暫回家休養現短暫回家休養現短暫回家休養現短暫回家休養

後後後後會洗腎會洗腎會洗腎會洗腎，，，，待腎情况穏定後待腎情况穏定後待腎情况穏定後待腎情况穏定後再做心臟通波仔手術再做心臟通波仔手術再做心臟通波仔手術再做心臟通波仔手術，，，，請代請代請代請代禱禱禱禱。。。。 

2.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貝貝貝貝蔚蔚蔚蔚姊妹之爸爸周偉韜伯伯於姊妹之爸爸周偉韜伯伯於姊妹之爸爸周偉韜伯伯於姊妹之爸爸周偉韜伯伯於 22/7 及及及及 25/7 做了兩次做了兩次做了兩次做了兩次胆胆胆胆手術手術手術手術，，，，現仍在現仍在現仍在現仍在

家家家家休休休休息息息息。。。。 

3. 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謝玉冰婆婆於於於於 29/7 接受白內障手術接受白內障手術接受白內障手術接受白內障手術，，，，康復進展良好康復進展良好康復進展良好康復進展良好。。。。 

4. 賴步雲伯伯盆骨之賴步雲伯伯盆骨之賴步雲伯伯盆骨之賴步雲伯伯盆骨之接駁接駁接駁接駁位位位位，，，，在在在在走走走走動時非常疼痛動時非常疼痛動時非常疼痛動時非常疼痛，，，，醫生吩咐若情况變差醫生吩咐若情况變差醫生吩咐若情况變差醫生吩咐若情况變差，，，，將需將需將需將需

坐輪椅或接受手術坐輪椅或接受手術坐輪椅或接受手術坐輪椅或接受手術。。。。 

5. 容瑞燕姊妹氣管容易敏感容瑞燕姊妹氣管容易敏感容瑞燕姊妹氣管容易敏感容瑞燕姊妹氣管容易敏感，，，，咳嗽情况咳嗽情况咳嗽情况咳嗽情况已已已已持續一段時間持續一段時間持續一段時間持續一段時間，，，，求上帝醫治求上帝醫治求上帝醫治求上帝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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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梁希桐姊妹姊妹姊妹姊妹於於於於 6/8 前往美國交流一年前往美國交流一年前往美國交流一年前往美國交流一年,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禱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禱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禱請為她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適應代禱。。。。 

7. 約翰團契團友會考成績約翰團契團友會考成績約翰團契團友會考成績約翰團契團友會考成績已已已已放榜放榜放榜放榜，，，，為他們繼續升學或仍在尋找為他們繼續升學或仍在尋找為他們繼續升學或仍在尋找為他們繼續升學或仍在尋找升學途徑升學途徑升學途徑升學途徑的肢體的肢體的肢體的肢體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求上帝帶領求上帝帶領求上帝帶領求上帝帶領。。。。 

二二二二.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本堂本堂本堂本堂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屬靈生命復興屬靈生命復興屬靈生命復興屬靈生命復興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2. 為為為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謝謝謝謝詩淇之媽詩淇之媽詩淇之媽詩淇之媽媽媽媽媽，，，，周偉韜伯伯周偉韜伯伯周偉韜伯伯周偉韜伯伯，，，，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蘇妹蘇妹蘇妹蘇妹，，，，譚淑譚淑譚淑譚淑

婷婷婷婷，，，，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謝玉冰，，，，連珮瑩之姊姊連珮瑩之姊姊連珮瑩之姊姊連珮瑩之姊姊等等等等。。。。 

 

2009 年年年年 8~9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負責部門 

13(四四四四) 13-18 泰國親子短宣探訪團泰國親子短宣探訪團泰國親子短宣探訪團泰國親子短宣探訪團 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0(四四四四) 
20,21「「「「52.55」」」」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大步走一步行籌款活

動動動動 
青少年信徒青少年信徒青少年信徒青少年信徒 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青少年部 

24(一一一一) 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八八八八

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讀經日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主日學部 

1(日日日日)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全體牧師全體牧師全體牧師全體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8(二二二二) 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信義宗教牧同工聯禱會 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信徒及子女 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香港信義宗聯會 

20(日日日日) 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按牧典禮 全體全體全體全體教教教教友友友友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5(五五五五) 教師日教師日教師日教師日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學校教育部 

27(日日日日) 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主日學導師進深訓練班 2009 
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曾任或現任主

日學導師日學導師日學導師日學導師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28(一一一一) 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 常委常委常委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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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福杯滿溢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1/8 
   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賴步雲 
   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黃夏婷 

2/8 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李文燕 3/8 4/8 

 

5/8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6/8 7/8 8/8 

9/8 10/8 
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林幗姿 

11/8 
*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何芷筠 

12/8 13/8 14/8 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劉幼年 15/8*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蔡爾光 

16/8 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黎鳳珊 17/8 

 

18/8 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李美芳 19/8 20/8 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劉思信 21/8 22/8 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鄭賦行 

23/8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24/8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25/8 

 

26/8 27/8 28/8 29/8 

30/8 31/8 1/9 2/9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3/9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4/9 5/9 

6/9 7/9 8/9 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林翠蘭 9/9 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梁美儀 10/9 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方克信             

    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謝詩淇 

11/9 12/9 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楊寶蓮 

13/9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14/9 15/9 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彭雅頌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16/9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17/9 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蔡劍雄 18/9 19/9 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李淑真 

20/9 21/9 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羅美娟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阮月花 

22/9 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田彩珍 

    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吳煒君 

23/9 24/9 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羅巧雲 

    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陳孜孜 

25/9 26/9 

27/9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28/9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容瑞燕 

   *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鍾振邦 

29/9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30/9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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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恩堂讀經日沐恩堂讀經日沐恩堂讀經日沐恩堂讀經日 2009 (2009 (2009 (2009 (續集續集續集續集) ) ) ) ────────    「「「「全家一齊讀經全家一齊讀經全家一齊讀經全家一齊讀經」」」」    

日期：八月三十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4:30（崇拜後有愛筵，費用全免，亦無揾位之苦） 

地點：沐恩堂 

對象：從老至小（「兒童組」歡迎 2、3歲至小四的孩童） 

經卷：約拿書 

 

在這日，請成年人都來「成人組」讀經，好讓孩子也能暫且放下父母的牽累，安心
來到主面前學習。 

++++++++++++++++++++++++++++++++++++++++++++++++++++++++++++++++++++++++++++++++++++++++++++++++++++++++++++++++++++++++++++++++++++++++++++++++++++++++++++++++++++++++++++++++++++++++++++++++++++++++    

「「「「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太太太太 5:85:85:85:8    

清心『靈修時段』每主日，早上九時四十五分於二樓「清心閣」。 

靈命互建！ 

++++++++++++++++++++++++++++++++++++++++++++++++++++++++++++++++++++++++++++++++++++++++++++++++++++++++++++++++++++++++++++++++++++++++++++++++++++++++++++++++++++++++++++++++++++++++++++++++++++++++    

本會宣教工場本會宣教工場本會宣教工場本會宣教工場 

為柬埔寨工場代禱 

1. 請為一位剛信主的弟兄 Steven 在上帝話語上的追求代禱。 

2. 求主為八月初從港來柬的短宣隊開路和賜福。 

3. 求主預備宣教隊工，教牧和非教牧宣教士協助。 

4. 求主引導周姑娘學習愛上帝愛人的功課，並更體自己乃上帝所愛。 

為斐濟工場代禱 

1. 求主保守「康弟兄」在香港的日常生活、教會生活。 

2. 感謝主賜下過去的三年時間，讓曾牧師一家在華人中服侍 

3. 求主記念曾牧師一家返港述職前的一切安排事宜。 

為泰國（曼谷）工場代禱 

1. 求上帝記念泰國 H1N1 的蔓延情況，保守泰國的國民健康。 

2. 求主加力予「恩典之家」(HOG)的同工，並預備合適的主管人選。 

3. 求主幫助林姑娘，靠着主能以承擔 HOG 內一個個沉重的生命。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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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泰國（東北）工場代禱 

1. 求主幫助泰國教會跟進新朋友或慕道者。 

2. 求主堅固短宣後短宣隊員的委身心志。 

為海宣部代禱 

1. 請為 31/10-7/11 招募「「「「０９０９０９０９柬埔寨醫療短宣柬埔寨醫療短宣柬埔寨醫療短宣柬埔寨醫療短宣」」」」隊員祈禱，現尚欠缺醫生現尚欠缺醫生現尚欠缺醫生現尚欠缺醫生

３３３３名名名名，，，，護療員護療員護療員護療員４４４４名名名名。。。。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本會海外宣教部 23885847。感謝

主賜予一起開懇荒地的福氣！ 

++++++++++++++++++++++++++++++++++++++++++++++++++++++++++++++++++++++++++++++++++++++++++++++++++++++++++++++++++++++++++++++++++++++++++++++++++++++++++++++++++++++++++++++++++++++++++++++++++++++++    

 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八十一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榮耀之旅  (還有今明兩天) 

2009 年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將於 8 月 1 日至 10 日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 

為讓更多弟兄姊妹得著栽培及復興。 

 

講員：楊詠嫦(早堂)          賴建國牧師(午堂)      羅祖澄牧師(晚堂) 

主題：偉大的神！偉大的福音！  拯救的神，敬拜的主  激情為主、扎根真理 

     (羅馬書)         (出埃及記)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    

使命必成使命必成使命必成使命必成 2009—堂會差傳事工堂會差傳事工堂會差傳事工堂會差傳事工（（（（啟動系列第二輯啟動系列第二輯啟動系列第二輯啟動系列第二輯））））       www.hkacm.org.hk 

目的：協助有志開展差傳事工的堂會，拓展異象使命、啟動差傳事工、釐訂具體計

劃。  

對象：大使命信徒、差委、長執、教牧 

日期：9 月 10、24 日；10 月 8、22 日；11 月 5、19 日（週四） 

時間：晚上 7:45-9:30  地點：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費用：六堂費用 HK$480 

++++++++++++++++++++++++++++++++++++++++++++++++++++++++++++++++++++++++++++++++++++++++++++++++++++++++++++++++++++++++++++++++++++++++++++++++++++++++++++++++++++++++++++++++++++++++++++++++++++++++    

小組查經材料小組查經材料小組查經材料小組查經材料 DIY (秋季訓練課程，適合團契導師及職員)  〔課程編號：092B1〕 

課程大綱：查經材料的要素、歸納式研經的基本原理、查經問題、小組實習及評估 

日期：11 月 11、18、25 日及 12 月 2、9 日（逢週三，共 5 堂） 費用：$300 

時間：7：30 ~ 9：30PM 上課地點：香港讀經會訓練中心（尖沙咀聖安德烈中心３字） 

名額有限，請早報名！    http://www.hksu.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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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分享園地 

(伍中恩教授) 

 

耶穌在受難前夕曾與門徒一同唱詩，這詩歌是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中所愛唱誦

的詩篇第 113 至 118 篇。猶太人無論散居在那個國家，每當唱起這些讚美上主

的詩篇，都能喚起他們愛國、愛民族、愛上主的情懷。在詩篇頌歌中，他們的

心就被牽引到耶路撒冷的聖殿及各會堂中，與過去和現在的猶太人、上主的子

民連結在一起。這種唱誦詩篇的傳統，幫助猶太人面對人生的苦難，給予勇氣

克服困難。 

 

 初期教會在聖餐崇拜中，亦常唱誦詩篇，到了教會廣傳到各地之後，由於

各地文化不同、背景不同，不同的音樂風格也相繼出現，但歌曲和音樂的產生

和創作的目的，完全是配合禮儀的需要，所以當時的教會音樂完全屬於崇拜的

禮儀聖樂。而聖樂的目的是要榮耀神和造就人，使人能超越自我、忘懷人間、

歸向上主。 

 

 第四世紀時，羅馬帝國成為基督教國家，政教合一，千多年的西方音樂都

受教會的聖樂影響，以至西方最初的千多年音樂歷史，也就是教會的音樂史。

中世紀的葛里高里聖詠(Gregorian Chant)全是單音音樂(Monophony)形式的創

作，完全沒有和聲，這種聖歌是用於教會的每日時辰祈禱和主日聖餐崇拜。這

種聖樂是忠實表達經文的歌曲，其旋律是超脫的、冷靜的及毫無人間慾念的。

它並不重視聽覺上的美感、也不浮誇，與一般只為娛樂而創作的歌曲有別。它

純粹只為禮儀而創作和演唱。 

 

這種風格的聖歌在教會流傳了一千四百年，直到今天。教會信徒每逢唱這

種神聖的聖歌，心靈就得到淨化，就如處身於歌德式的大教堂內，或於寧靜的

修道院中。信徒唱此聖歌也能超越時空，在唱誦中與歷代信徒一同契合。 

 

 到了馬丁路德時期，教會音樂已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一首樂曲可以有

多聲部，每聲部都有不同的節奏和旋律，其複雜性是平信徒沒有能力參與的。

所以當馬丁路德改革教會時，他大大鼓勵會眾以本地語言唱詩，他所寫的聖詩

Choral 是多段歌詞用同一旋律，能使會眾易學易唱，全情投入崇拜的頌唱中。

因馬丁路德曾是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他對教會歷代很多拉丁聖詩非常熟

悉，所以他也翻譯了不少拉丁聖詩給新教信徒頌唱。修道院的生活是每天有八

次的時辰祈禱，主要內容是唱頌詩篇，所以馬丁路德最出名的聖詩「神為其民

堅固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就是以詩篇第 46 篇為創作基礎，這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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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具有力量與勇氣、信心與依靠、有神學也有敬虔的心靈。馬丁路德沒有棄絕

傳統的聖詩，反以古舊有高度音樂質素、神學內容與教義，來帶領人轉向上主；

能幫助人心靈得到聖化的聖詩，他都樂意保留。所以後世的人稱他「會眾聖詩

之父」。馬丁路德鼓勵信徒唱新歌，同時又唱早期教會教父所創作的詩歌，這

是一種聖徒相通、教會延續的標記。 

 

到了今天，很多教會因受流行文化的影響，只喜歡選用現代化社會音樂潮

流風格的詩歌，棄用傳統的詩歌。這樣的決定很多時候是為了迎合青年人的喜

好，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參加崇拜。當代音樂大部分強調情感，以自我為中心，

而忽略了教義與真理的表達。耶穌強調的是：「拜祂的，必須用心靈(Spirit)和

真理(Truth)拜祂。」（約四 23）。只強調教義與真理而沒有心靈與感情的聖樂，

會容易變得沉悶、了無生氣；只陶醉在感情與個人自娛的聖樂，會使頌唱的人

感官上得到短暫的滿足。崇拜的詩歌要包括不同音樂風格，和不同時代的詩

歌。原因是沒有一種單一的音樂風格，能完全表達上帝的全能與偉大，以及祂

救贖的大恩。我們需要先賢先聖遺留下來給我們的寶藏，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

我們所信的是什麼。 

 

 挑選崇拜所用詩歌的原則，是每首歌都要配合整個崇拜的主題、節期和當

日經文，這些詩歌可以是猶太音樂、葛里高里聖詠、德國聖詩、中國聖詩、過

去和現代的聖詩，以及舊和新的旋律。唱頌不同風格的聖詩，可將我們與過去

的和現在的信徒緊密連結在一起。就好像雲彩一樣的見證，在主內合而為一，

不分年青人和老年人、富人和窮人、初信的和成熟的基督徒，一起頌唱。信徒

相通就在此表明了。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101 102 84 100 - 97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101 - 21 - - 61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級級級級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15 11 6 14 - 12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2 9 5 4 - 8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6 4 4 5 - 5 

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約翰團契 5 7 5 9 - 7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15 10 5 13 - 11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 5 - - 5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 - 5 -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30 48 41 34 - 38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5 11 12 1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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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5/8 22/8 29/8 5/9 12/9 19/9 26/9 

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安得烈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3:30 
勇氣勇氣勇氣勇氣 1 

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戶外週+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勇氣勇氣勇氣勇氣 2 有益身心有益身心有益身心有益身心 紀律紀律紀律紀律 1 紀律紀律紀律紀律 2 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生日週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3:30 

你你你你 OK, 

我我我我 OK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新學年大新學年大新學年大新學年大

計暨生日計暨生日計暨生日計暨生日

週週週週(5-8 月月月月) 

行行重行行重行行重行行重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 

愛心的愛心的愛心的愛心的 

傳送傳送傳送傳送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7:00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戶外靈修戶外靈修戶外靈修戶外靈修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踩單車踩單車踩單車踩單車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苦難苦難苦難苦難 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提摩太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00-7:0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時事問答時事問答時事問答時事問答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週週週週 

Sim 

Worship 

戀愛祈兵戀愛祈兵戀愛祈兵戀愛祈兵

II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康體週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16/8(日日日日)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3/8(日日日日) 
-- --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20/9(日日日日)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7/9(日日日日)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每月聚會兩次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 
  11/9(五五五五) 

 男男男男士士士士組組組組 
-- --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9/8 26/8 2/9 9/9 16/9 23/9 30/9 

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以斯帖 

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00-11:00 

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坐定定, 

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齊欣賞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百寶箱 
湯水篇湯水篇湯水篇湯水篇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長者屋長者屋長者屋長者屋 

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聖經人物

(九九九九)— 

以比讚以比讚以比讚以比讚 

 

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手工製作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七至九七至九七至九七至九

月月月月)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6/8 23/8 30/8 6/9    13/9 20/9 27/9 

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兒童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初中主日學

(中一至中中一至中中一至中中一至中

三三三三)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暑假暑假暑假暑假     

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長者級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逢星期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10:00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逢第一逢第一逢第一逢第一﹑﹑﹑﹑三三三三 

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主日崇拜後 

安得烈團安得烈團安得烈團安得烈團

契契契契,彼得團彼得團彼得團彼得團

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 

---   --- 
教會的青教會的青教會的青教會的青 

年事工年事工年事工年事工 
---    

提摩太團提摩太團提摩太團提摩太團

契契契契,約翰團約翰團約翰團約翰團

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契及團友 

--- 

註註註註 :「「「「---」」」」表示該週沒有聚會表示該週沒有聚會表示該週沒有聚會表示該週沒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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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二二二二○○○○○○○○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16/8 23/8 30/8 6/9    13/9 20/9 27/9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第十一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第十二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第十三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第十四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第十五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第十六主日 

(綠綠綠綠) 

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聖靈降臨期 

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第十七主日 

(綠綠綠綠)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温家浩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李紹強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楊寳蓮楊寳蓮楊寳蓮楊寳蓮 ---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戴師母戴師母戴師母戴師母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周周周周兆兆兆兆真牧師真牧師真牧師真牧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全全全全合合合合 合合合合 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方克信教師 合合合合 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鄭瑞芬教師 合合合合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讀經小組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箴箴箴箴 9:1-6 

弗弗弗弗 5:15-20 

約約約約 6:51-58 

書書書書 24:1-2 上上上上, 

14-18 

弗弗弗弗 6:10-20 

約約約約 6:56-69 

申申申申 4:1-2,6-9 

雅雅雅雅 1:17-27 

可可可可 7:1-8,14-15 

,21-23 

賽賽賽賽 35:4-7 上上上上 

雅雅雅雅 2:1-10, 

(11-13,)14-17 

可可可可 7:24-37 

賽賽賽賽 50:4-9 上上上上 

雅雅雅雅 3:1-12 

可可可可 8:27-38 

耶耶耶耶 11:18-20 

雅雅雅雅 3:13- 

4:3,7-8 上上上上 

  可可可可 9:30-37 

民民民民 11:4-6, 

10-16,24-29 

雅雅雅雅 5:13-20 

可可可可 9:38-50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李恩李恩李恩李恩諾諾諾諾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譚佩珠 ---  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趙沛晴 --- 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趙沛陽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連佩瑩連佩瑩連佩瑩連佩瑩 

歐美蓮歐美蓮歐美蓮歐美蓮 

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梁健華 

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黃鳯玲 

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何靖筠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曹偉倫曹偉倫曹偉倫曹偉倫 

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李美蓮 

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余美歡 

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梁依廷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 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馮浩揚 --- 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方展中 ---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黃力之 趙沛睛趙沛睛趙沛睛趙沛睛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恩哲李恩哲李恩哲李恩哲 林子堅林子堅林子堅林子堅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單志榮 

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接待小組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六六六六)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地地地地)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六六六六)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地地地地) 

何何何何  太太太太(六六六六)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何何何何  太太太太(六六六六)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地地地地)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六六六六)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地地地地)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六六六六)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地地地地) 

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李敏儀(六六六六)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地地地地)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203,340, 

342,225 

64,474,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7,483 

59,348, 

490,488 

401,462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355 

207,257,433,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0,486 

56,495, 

415,504 

45,496, 493, 

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祢是聖潔, 

266,503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幼童幼童幼童幼童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 --- --- --- --- --- ---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林國豪 ---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八月八月八月八月)、、、、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八月八月八月八月)、、、、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