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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她們在家的日子她們在家的日子她們在家的日子她們在家的日子         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趙仕傑弟兄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自今年九月開始自今年九月開始自今年九月開始自今年九月開始，，，，我家起了重大的轉變我家起了重大的轉變我家起了重大的轉變我家起了重大的轉變。。。。原因是兩個女兒轉了學校原因是兩個女兒轉了學校原因是兩個女兒轉了學校原因是兩個女兒轉了學校，，，，轉到一所離家轉到一所離家轉到一所離家轉到一所離家

很遠的學校很遠的學校很遠的學校很遠的學校，，，，得要在學校宿舍留宿得要在學校宿舍留宿得要在學校宿舍留宿得要在學校宿舍留宿！！！！沒有女兒在家的日子沒有女兒在家的日子沒有女兒在家的日子沒有女兒在家的日子，，，，她們的房間頓時變得空虛她們的房間頓時變得空虛她們的房間頓時變得空虛她們的房間頓時變得空虛、、、、

死寂死寂死寂死寂，，，，家中聽不到以往少年人嬉笑的聲音家中聽不到以往少年人嬉笑的聲音家中聽不到以往少年人嬉笑的聲音家中聽不到以往少年人嬉笑的聲音，，，，看不到因鎖碎事而爭吵的場面看不到因鎖碎事而爭吵的場面看不到因鎖碎事而爭吵的場面看不到因鎖碎事而爭吵的場面，，，，亦再沒有爭亦再沒有爭亦再沒有爭亦再沒有爭

用厠所的煩惱用厠所的煩惱用厠所的煩惱用厠所的煩惱。。。。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夫婦二人共處的時間多了我們夫婦二人共處的時間多了我們夫婦二人共處的時間多了我們夫婦二人共處的時間多了，，，，閒時一起打網球閒時一起打網球閒時一起打網球閒時一起打網球，，，，一起到運一起到運一起到運一起到運

動場跑步動場跑步動場跑步動場跑步，，，，一起出外用膳一起出外用膳一起出外用膳一起出外用膳……………………，，，，這都是我倆非常享受的這都是我倆非常享受的這都是我倆非常享受的這都是我倆非常享受的！！！！女兒離港初期女兒離港初期女兒離港初期女兒離港初期，，，，身邊不少人常身邊不少人常身邊不少人常身邊不少人常

問我問我問我問我：「：「：「：「你捨得嗎你捨得嗎你捨得嗎你捨得嗎？？？？習慣嗎習慣嗎習慣嗎習慣嗎？」？」？」？」我總是二話不說答道我總是二話不說答道我總是二話不說答道我總是二話不說答道：「：「：「：「為何不捨得為何不捨得為何不捨得為何不捨得？？？？沒有不習慣沒有不習慣沒有不習慣沒有不習慣！！！！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二人世界二人世界二人世界二人世界』』』』的時間多麼好的時間多麼好的時間多麼好的時間多麼好！」！」！」！」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讓她們到國外留學是我家一個重大的決定讓她們到國外留學是我家一個重大的決定讓她們到國外留學是我家一個重大的決定讓她們到國外留學是我家一個重大的決定。。。。當當當當

中除了她們自己的目標中除了她們自己的目標中除了她們自己的目標中除了她們自己的目標，，，，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我們亦一起多番求問上帝我們亦一起多番求問上帝我們亦一起多番求問上帝我們亦一起多番求問上帝，，，，此舉是否屬乎祂的心此舉是否屬乎祂的心此舉是否屬乎祂的心此舉是否屬乎祂的心

意意意意。。。。 

 

 雖說沒有甚麼捨不得雖說沒有甚麼捨不得雖說沒有甚麼捨不得雖說沒有甚麼捨不得，，，，但那有父母在兒女遠離身邊之際但那有父母在兒女遠離身邊之際但那有父母在兒女遠離身邊之際但那有父母在兒女遠離身邊之際，，，，沒有牽掛之心沒有牽掛之心沒有牽掛之心沒有牽掛之心？？？？即或擔心即或擔心即或擔心即或擔心

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健康，，，，亦會掛慮他們在外會否結交壞朋友亦會掛慮他們在外會否結交壞朋友亦會掛慮他們在外會否結交壞朋友亦會掛慮他們在外會否結交壞朋友，，，，沾染惡習沾染惡習沾染惡習沾染惡習。。。。曾有一位女同事與我分享曾有一位女同事與我分享曾有一位女同事與我分享曾有一位女同事與我分享，，，，

笑說自己那位平時很有尊嚴及處事冷靜的丈夫笑說自己那位平時很有尊嚴及處事冷靜的丈夫笑說自己那位平時很有尊嚴及處事冷靜的丈夫笑說自己那位平時很有尊嚴及處事冷靜的丈夫，，，，常因女兒在外常因女兒在外常因女兒在外常因女兒在外，，，，未有按時致電回家而表未有按時致電回家而表未有按時致電回家而表未有按時致電回家而表

現着急現着急現着急現着急，，，，心情忐忑不安心情忐忑不安心情忐忑不安心情忐忑不安，，，，常擔心她們會否在外遇上意外常擔心她們會否在外遇上意外常擔心她們會否在外遇上意外常擔心她們會否在外遇上意外。。。。原來原來原來原來，，，，這些過份的擔憂這些過份的擔憂這些過份的擔憂這些過份的擔憂，，，，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要的猜想要的猜想要的猜想要的猜想，，，，在我身上都一一找到在我身上都一一找到在我身上都一一找到在我身上都一一找到！！！！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我深明這是出於那份不能體會的骨肉之情我深明這是出於那份不能體會的骨肉之情我深明這是出於那份不能體會的骨肉之情我深明這是出於那份不能體會的骨肉之情，，，，是是是是

出於一份細緻的關懷出於一份細緻的關懷出於一份細緻的關懷出於一份細緻的關懷，，，，是出於是出於是出於是出於哺哺哺哺育之心育之心育之心育之心，，，，是出於愛是出於愛是出於愛是出於愛！！！！這裏這裏這裏這裏，，，，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天父對我們的愛天父對我們的愛天父對我們的愛天父對我們的愛」。」。」。」。

祂不也是無條件的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祂不也是無條件的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祂不也是無條件的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祂不也是無條件的供應我們一切所需 (很多時還超過我們所需很多時還超過我們所需很多時還超過我們所需很多時還超過我們所需) 的嗎的嗎的嗎的嗎？？？？祂不也是每天細祂不也是每天細祂不也是每天細祂不也是每天細

心的察看着我們心的察看着我們心的察看着我們心的察看着我們，，，，留意着我們的心思意念嗎留意着我們的心思意念嗎留意着我們的心思意念嗎留意着我們的心思意念嗎？？？？祂豈不會當我們偶爾跌倒了或陷於試煉的祂豈不會當我們偶爾跌倒了或陷於試煉的祂豈不會當我們偶爾跌倒了或陷於試煉的祂豈不會當我們偶爾跌倒了或陷於試煉的

時候時候時候時候，，，，主動及適切地助我們找出路嗎主動及適切地助我們找出路嗎主動及適切地助我們找出路嗎主動及適切地助我們找出路嗎？？？？當然當然當然當然，，，，天父對我們的愛天父對我們的愛天父對我們的愛天父對我們的愛，，，，遠遠超越地上父母愛兒遠遠超越地上父母愛兒遠遠超越地上父母愛兒遠遠超越地上父母愛兒

女的界限女的界限女的界限女的界限。。。。縱然我們不配得縱然我們不配得縱然我們不配得縱然我們不配得，，，，祂卻一早按自己的心意為我們預備寶貴的救贖恩典祂卻一早按自己的心意為我們預備寶貴的救贖恩典祂卻一早按自己的心意為我們預備寶貴的救贖恩典祂卻一早按自己的心意為我們預備寶貴的救贖恩典，，，，且是且是且是且是

透過衪自己極大的犧牲而成就透過衪自己極大的犧牲而成就透過衪自己極大的犧牲而成就透過衪自己極大的犧牲而成就。。。。 

 

當你體會到上帝在你過去的人生中給你的祝福當你體會到上帝在你過去的人生中給你的祝福當你體會到上帝在你過去的人生中給你的祝福當你體會到上帝在你過去的人生中給你的祝福，，，，你會懂得感恩你會懂得感恩你會懂得感恩你會懂得感恩。。。。而觀察身邊的肢體而觀察身邊的肢體而觀察身邊的肢體而觀察身邊的肢體，，，，

你亦不難看得見上帝就各人的需要在他們身上有不同的作為你亦不難看得見上帝就各人的需要在他們身上有不同的作為你亦不難看得見上帝就各人的需要在他們身上有不同的作為你亦不難看得見上帝就各人的需要在他們身上有不同的作為。。。。天父對祂每個兒女的愛是天父對祂每個兒女的愛是天父對祂每個兒女的愛是天父對祂每個兒女的愛是

何等的廣闊高深何等的廣闊高深何等的廣闊高深何等的廣闊高深，，，，你我都不能完全明白你我都不能完全明白你我都不能完全明白你我都不能完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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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在家的日子女兒在家的日子女兒在家的日子女兒在家的日子，，，，那股互相關心和聯繫的動機不算很強那股互相關心和聯繫的動機不算很強那股互相關心和聯繫的動機不算很強那股互相關心和聯繫的動機不算很強。。。。可能因大家近在咫尺可能因大家近在咫尺可能因大家近在咫尺可能因大家近在咫尺，，，，覺覺覺覺

得沒大必要得沒大必要得沒大必要得沒大必要；；；；然而然而然而然而，，，，現在透過每天的電郵現在透過每天的電郵現在透過每天的電郵現在透過每天的電郵，，，，不定時的視像會面不定時的視像會面不定時的視像會面不定時的視像會面，，，，雖有地域和時差的阻隔雖有地域和時差的阻隔雖有地域和時差的阻隔雖有地域和時差的阻隔，，，，

卻加增了彼此的溝通機會卻加增了彼此的溝通機會卻加增了彼此的溝通機會卻加增了彼此的溝通機會，，，，亦建立了互信和互相守望的平台亦建立了互信和互相守望的平台亦建立了互信和互相守望的平台亦建立了互信和互相守望的平台。。。。我已習慣每天為女兒禱我已習慣每天為女兒禱我已習慣每天為女兒禱我已習慣每天為女兒禱

告告告告，，，，求上帝保守她們的心求上帝保守她們的心求上帝保守她們的心求上帝保守她們的心，，，，叫她們常活在祂的道中叫她們常活在祂的道中叫她們常活在祂的道中叫她們常活在祂的道中。。。。感恩的是感恩的是感恩的是感恩的是，，，，女兒們也會為父母代禱女兒們也會為父母代禱女兒們也會為父母代禱女兒們也會為父母代禱，，，，

關切我倆的需要關切我倆的需要關切我倆的需要關切我倆的需要，，，，我深信這也是上帝的祝福我深信這也是上帝的祝福我深信這也是上帝的祝福我深信這也是上帝的祝福。。。。還記得在多次有關子女成長議題的分享場還記得在多次有關子女成長議題的分享場還記得在多次有關子女成長議題的分享場還記得在多次有關子女成長議題的分享場

合中合中合中合中，，，，師丈都發表以下的偉論師丈都發表以下的偉論師丈都發表以下的偉論師丈都發表以下的偉論：「：「：「：「兒女的成長應全交託上帝兒女的成長應全交託上帝兒女的成長應全交託上帝兒女的成長應全交託上帝，，，，我們可以做的是盡上父母我們可以做的是盡上父母我們可以做的是盡上父母我們可以做的是盡上父母

應有的本份應有的本份應有的本份應有的本份，，，，結果如何結果如何結果如何結果如何，，，，全由上帝去定全由上帝去定全由上帝去定全由上帝去定，，，，因此無需太着緊因此無需太着緊因此無需太着緊因此無需太着緊。」。」。」。」──── 多麼的灑脫多麼的灑脫多麼的灑脫多麼的灑脫！！！！我一直我一直我一直我一直

認為父母要盡上本份認為父母要盡上本份認為父母要盡上本份認為父母要盡上本份，，，，必須要以行動去實踐必須要以行動去實踐必須要以行動去實踐必須要以行動去實踐，，，，其中不可少的是要有認真的管教其中不可少的是要有認真的管教其中不可少的是要有認真的管教其中不可少的是要有認真的管教。。。。我必得我必得我必得我必得

承認自己過去在女兒身上所作的管教做得不足承認自己過去在女兒身上所作的管教做得不足承認自己過去在女兒身上所作的管教做得不足承認自己過去在女兒身上所作的管教做得不足；；；；今天今天今天今天，，，，她們不再在旁她們不再在旁她們不再在旁她們不再在旁，，，，較難了解她們生較難了解她們生較難了解她們生較難了解她們生

活的即時現況活的即時現況活的即時現況活的即時現況，，，，適時地向她們表達自己的關心或意見適時地向她們表達自己的關心或意見適時地向她們表達自己的關心或意見適時地向她們表達自己的關心或意見。。。。雖沒有師丈那份灑脫雖沒有師丈那份灑脫雖沒有師丈那份灑脫雖沒有師丈那份灑脫，，，，但我必得但我必得但我必得但我必得

認同並已選擇把一切交託天父認同並已選擇把一切交託天父認同並已選擇把一切交託天父認同並已選擇把一切交託天父，，，，那位滿有智慧那位滿有智慧那位滿有智慧那位滿有智慧、、、、能力和父愛的上帝能力和父愛的上帝能力和父愛的上帝能力和父愛的上帝！！！！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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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年年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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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80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3 人人人人；；；；領餐領餐領餐領餐

人數平均為人數平均為人數平均為人數平均為 78 人人人人，，，，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67 人人人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1 人人人人。。。。 

2.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今年之第二次教友大會由於剛巧是聖誕節今年之第二次教友大會由於剛巧是聖誕節今年之第二次教友大會由於剛巧是聖誕節今年之第二次教友大會由於剛巧是聖誕節，，，，故同工及執事會決定將教友故同工及執事會決定將教友故同工及執事會決定將教友故同工及執事會決定將教友

大會提前一星期舉行大會提前一星期舉行大會提前一星期舉行大會提前一星期舉行，，，，即即即即 12 月月月月 18 日崇拜後日崇拜後日崇拜後日崇拜後。。。。而有關教友大會之信件及資料而有關教友大會之信件及資料而有關教友大會之信件及資料而有關教友大會之信件及資料

亦已於亦已於亦已於亦已於 12 月月月月 6 日前電郵或郵寄給教友日前電郵或郵寄給教友日前電郵或郵寄給教友日前電郵或郵寄給教友。。。。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請肢體垂注，，，，並依時出席並依時出席並依時出席並依時出席，，，，共襄聖共襄聖共襄聖共襄聖

工工工工。。。。  

3.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於於於於 11 月月月月 12 日舉行之街頭及探訪佈道日舉行之街頭及探訪佈道日舉行之街頭及探訪佈道日舉行之街頭及探訪佈道，，，，有有有有 15 位位位位肢體參加肢體參加肢體參加肢體參加，，，，參加者用五參加者用五參加者用五參加者用五

色珠與人分享福音色珠與人分享福音色珠與人分享福音色珠與人分享福音。。。。願福音種子能發芽生長願福音種子能發芽生長願福音種子能發芽生長願福音種子能發芽生長。。。。 

4. 本本本本堂將有五位肢體於聖誕節接受洗禮堂將有五位肢體於聖誕節接受洗禮堂將有五位肢體於聖誕節接受洗禮堂將有五位肢體於聖誕節接受洗禮，，，，分別為區美彩分別為區美彩分別為區美彩分別為區美彩(譚太譚太譚太譚太)、、、、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周周周周世世世世

豪豪豪豪、、、、梁詩雅及伍志豪梁詩雅及伍志豪梁詩雅及伍志豪梁詩雅及伍志豪。。。。願上帝保守他們信主的心志願上帝保守他們信主的心志願上帝保守他們信主的心志願上帝保守他們信主的心志，，，，並請為他們代禱並請為他們代禱並請為他們代禱並請為他們代禱、、、、守望守望守望守望。。。。 

5. 12 月月月月 25 日聖誕崇拜後有聯歡活動日聖誕崇拜後有聯歡活動日聖誕崇拜後有聯歡活動日聖誕崇拜後有聯歡活動，，，，歡迎肢體邀約親友出席歡迎肢體邀約親友出席歡迎肢體邀約親友出席歡迎肢體邀約親友出席，，，，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請請請請

盡早報名盡早報名盡早報名盡早報名。。。。 

6. 團契部將於團契部將於團契部將於團契部將於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舉行合團聚會舉行合團聚會舉行合團聚會舉行合團聚會 - 「「「「沐於主恩沐於主恩沐於主恩沐於主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2011，，，，

時間為晚上時間為晚上時間為晚上時間為晚上 7:00 – 9:00，，，，請各團契團友預留時間出席請各團契團友預留時間出席請各團契團友預留時間出席請各團契團友預留時間出席。。。。 

7. 本會信徒培育部主辦的本會信徒培育部主辦的本會信徒培育部主辦的本會信徒培育部主辦的「「「「將臨期聖樂崇拜將臨期聖樂崇拜將臨期聖樂崇拜將臨期聖樂崇拜」，」，」，」，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日期為 12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5:30 – 7:30，，，，於油麻地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於油麻地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於油麻地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於油麻地信義會真理堂舉行。。。。請肢體踴躍出席請肢體踴躍出席請肢體踴躍出席請肢體踴躍出席，，，，預備自己預備自己預備自己預備自己，，，，

迎接基督迎接基督迎接基督迎接基督。。。。 

8. 泰國連月豪雨成災泰國連月豪雨成災泰國連月豪雨成災泰國連月豪雨成災，，，，泰國信義會主教來函呼籲為災情代禱及泰國信義會主教來函呼籲為災情代禱及泰國信義會主教來函呼籲為災情代禱及泰國信義會主教來函呼籲為災情代禱及支支支支援援援援。。。。肢體若有肢體若有肢體若有肢體若有

感動感動感動感動，，，，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為抬頭為抬頭為抬頭為抬頭，，，，將奉獻交本堂轉交總辦將奉獻交本堂轉交總辦將奉獻交本堂轉交總辦將奉獻交本堂轉交總辦。。。。 



3 

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肢體消息 

1. 賴步雲伯伯早前曾跌倒至骨裂而不知賴步雲伯伯早前曾跌倒至骨裂而不知賴步雲伯伯早前曾跌倒至骨裂而不知賴步雲伯伯早前曾跌倒至骨裂而不知，，，，後因腳腫入院才被驗出後因腳腫入院才被驗出後因腳腫入院才被驗出後因腳腫入院才被驗出，，，，現已轉往大埔醫現已轉往大埔醫現已轉往大埔醫現已轉往大埔醫

院接受治療院接受治療院接受治療院接受治療。。。。 

2. 陳巧銀婆婆因雙腳無力及膝蓋退化陳巧銀婆婆因雙腳無力及膝蓋退化陳巧銀婆婆因雙腳無力及膝蓋退化陳巧銀婆婆因雙腳無力及膝蓋退化，，，，不能行動不能行動不能行動不能行動，，，，現由老人中心每天送上膳食現由老人中心每天送上膳食現由老人中心每天送上膳食現由老人中心每天送上膳食，，，，請請請請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3. 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骨裂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骨裂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骨裂鄧敏馨姊妹因工傷骨裂，，，，仍在治療中仍在治療中仍在治療中仍在治療中。。。。 

 

主前主前主前主前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1. 為為為為歐洲歐洲歐洲歐洲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惡化惡化惡化惡化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全球全球全球全球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2. 為為為為香港政制香港政制香港政制香港政制、、、、民生民生民生民生、、、、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是是是是明年特首選舉明年特首選舉明年特首選舉明年特首選舉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3. 為為為為本本本本堂肢體身堂肢體身堂肢體身堂肢體身心靈軟弱者心靈軟弱者心靈軟弱者心靈軟弱者、、、、聖誕預備洗禮者聖誕預備洗禮者聖誕預備洗禮者聖誕預備洗禮者的的的的信心信心信心信心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4. 為為為為教會來年教會來年教會來年教會來年聖工聖工聖工聖工、、、、肢體成長肢體成長肢體成長肢體成長，，，，求主復興求主復興求主復興求主復興。。。。 

 

 

    2011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012 年年年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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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     將臨期聖樂崇拜將臨期聖樂崇拜將臨期聖樂崇拜將臨期聖樂崇拜    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所有肢體 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信徒培育部 

18(日日日日)     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第二次教友大會    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本堂教友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19(一一一一)     柬埔寨聖誕短宣柬埔寨聖誕短宣柬埔寨聖誕短宣柬埔寨聖誕短宣 5555 天天天天    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本會信徒 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海外宣教部 

25(日日日日)     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28(三三三三)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常務委員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31(六六六六)     「「「「沐於主恩沐於主恩沐於主恩沐於主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2011    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本堂肢體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03(二二二二)     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牧師團會議    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本會牧師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15(日日日日)     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詩班員分享暨感恩會    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詩班員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6(一一一一)     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常委會會議    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本會常委 總辦總辦總辦總辦 

28(六六六六)     On FireOn FireOn FireOn Fire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團契導師、、、、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團契部 

29(日日日日)     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關顧部部會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 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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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斐濟短宣探訪八天團  
(尚餘兩個名額尚餘兩個名額尚餘兩個名額尚餘兩個名額, 倘有感動倘有感動倘有感動倘有感動, 不要遲疑不要遲疑不要遲疑不要遲疑!!)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3/2/2012 – 1/3/2012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認識工場及探訪宣教士  

 

 

 

 

主前代求主前代求主前代求主前代求: 

1.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海宣部財政不敷海宣部財政不敷海宣部財政不敷海宣部財政不敷，，，，加上支援泰國水災加上支援泰國水災加上支援泰國水災加上支援泰國水災，，，，極需你們的援手極需你們的援手極需你們的援手極需你們的援手，，，，支票抬頭祈支票抬頭祈支票抬頭祈支票抬頭祈

付付付付「「「「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背面註明背面註明背面註明背面註明「「「「奉獻支持海宣部奉獻支持海宣部奉獻支持海宣部奉獻支持海宣部」」」」。。。。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1. 為水災救援為水災救援為水災救援為水災救援、、、、災後重建及撫慰人的心靈代禱災後重建及撫慰人的心靈代禱災後重建及撫慰人的心靈代禱災後重建及撫慰人的心靈代禱。。。。 

2. 求主賜福泰國各堂會於聖誕節舉辦福音聚會求主賜福泰國各堂會於聖誕節舉辦福音聚會求主賜福泰國各堂會於聖誕節舉辦福音聚會求主賜福泰國各堂會於聖誕節舉辦福音聚會。。。。 

3. 歐陽雪玲姑娘已順利取得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歐陽雪玲姑娘已順利取得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歐陽雪玲姑娘已順利取得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歐陽雪玲姑娘已順利取得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柬埔寨金邊信義中心 

1. 為海宣部能派出語文課程老師為海宣部能派出語文課程老師為海宣部能派出語文課程老師為海宣部能派出語文課程老師，，，， 在中心開課教英文及普通話在中心開課教英文及普通話在中心開課教英文及普通話在中心開課教英文及普通話，，，， 藉此在這藉此在這藉此在這藉此在這

地區開荒播種傳佳音地區開荒播種傳佳音地區開荒播種傳佳音地區開荒播種傳佳音。。。。 

2. 19-23/12 香港短宣隊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香港短宣隊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香港短宣隊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香港短宣隊到金邊的孤兒院服侍。。。。 

3. 明年一月八日舉行的明年一月八日舉行的明年一月八日舉行的明年一月八日舉行的「「「「柬埔寨之友柬埔寨之友柬埔寨之友柬埔寨之友」」」」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斐濟斐濟斐濟斐濟 

1. 為聖誕短宣隊預備服侍的兒童及青少年心靈祈禱為聖誕短宣隊預備服侍的兒童及青少年心靈祈禱為聖誕短宣隊預備服侍的兒童及青少年心靈祈禱為聖誕短宣隊預備服侍的兒童及青少年心靈祈禱，，，，願兩個暑期營會及聖誕願兩個暑期營會及聖誕願兩個暑期營會及聖誕願兩個暑期營會及聖誕

崇拜能成功把救恩好訊息帶給他們及家長崇拜能成功把救恩好訊息帶給他們及家長崇拜能成功把救恩好訊息帶給他們及家長崇拜能成功把救恩好訊息帶給他們及家長。。。。 

2. 記念短宣隊員有合一事奉的心記念短宣隊員有合一事奉的心記念短宣隊員有合一事奉的心記念短宣隊員有合一事奉的心, 並能適應斐濟的天氣並能適應斐濟的天氣並能適應斐濟的天氣並能適應斐濟的天氣，，，，有健康靈力來服侍有健康靈力來服侍有健康靈力來服侍有健康靈力來服侍。。。。 

3. 求主保守斐濟華人在聖誕期間出入平安求主保守斐濟華人在聖誕期間出入平安求主保守斐濟華人在聖誕期間出入平安求主保守斐濟華人在聖誕期間出入平安，，，， 免被打劫免被打劫免被打劫免被打劫！！！！ 

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傳栽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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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 

� 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你曾否因為被邀請參加佈道隊伍，，，，而感到而感到而感到而感到「「「「窒窒窒窒

息息息息」、」、」、」、不安不安不安不安，，，，想要找個理由來捥拒嗎想要找個理由來捥拒嗎想要找個理由來捥拒嗎想要找個理由來捥拒嗎？？？？ 

� 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當你想到要向人佈道，，，，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會否令你感到遙不可

及及及及，，，，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甚至為此而懷疑自己？？？？ 

� 你會否也曾想像你會否也曾想像你會否也曾想像你會否也曾想像「「「「自己無拘無束地自己無拘無束地自己無拘無束地自己無拘無束地、、、、自然地與自然地與自然地與自然地與

人分享福音人分享福音人分享福音人分享福音」」」」是多美好的事是多美好的事是多美好的事是多美好的事？？？？ 

 

2012 年開始，沐恩堂將推出 

「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關懷佈道」課程 
 

＜＜＜＜第一期第一期第一期第一期＞＞＞＞將是一個延續十將是一個延續十將是一個延續十將是一個延續十三三三三個黃昏的筵席個黃昏的筵席個黃昏的筵席個黃昏的筵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2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5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逢星期三) 

** 4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清明節假期清明節假期清明節假期清明節假期，，，，亦屬聖週亦屬聖週亦屬聖週亦屬聖週））））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 5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本會同工進修營本會同工進修營本會同工進修營本會同工進修營））））停課停課停課停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10:00    (2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3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9:00    (3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5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沐恩堂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6-12 人人人人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免費免費免費免費（（（（課本自費課本自費課本自費課本自費，，，，兩本合共約兩本合共約兩本合共約兩本合共約 HK$200）））） 

 
 
 
今期對象今期對象今期對象今期對象：：：：受洗滿兩年受洗滿兩年受洗滿兩年受洗滿兩年，，，，穩定出席主日崇拜穩定出席主日崇拜穩定出席主日崇拜穩定出席主日崇拜，，，，並且有恆常崗位事奉並且有恆常崗位事奉並且有恆常崗位事奉並且有恆常崗位事奉（（（（或穩定或穩定或穩定或穩定

出席團契出席團契出席團契出席團契））））的本堂成人會友的本堂成人會友的本堂成人會友的本堂成人會友 

 

畢業要求畢業要求畢業要求畢業要求：：：： 

(1) 出席課程總數不少於出席課程總數不少於出席課程總數不少於出席課程總數不少於 80%，，，，即十三課或以上即十三課或以上即十三課或以上即十三課或以上。。。。 

(2) 在課程終結時參加考核在課程終結時參加考核在課程終結時參加考核在課程終結時參加考核，，，，並取得並取得並取得並取得「「「「及格及格及格及格」」」」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3) 課程期間課程期間課程期間課程期間，，，，樂意參與討論樂意參與討論樂意參與討論樂意參與討論，，，，並努力完成每課之閱讀功課及練習並努力完成每課之閱讀功課及練習並努力完成每課之閱讀功課及練習並努力完成每課之閱讀功課及練習。。。。 

(4) 邀請兩位肢體作代禱者邀請兩位肢體作代禱者邀請兩位肢體作代禱者邀請兩位肢體作代禱者（（（（其中一位須為本堂的肢體其中一位須為本堂的肢體其中一位須為本堂的肢體其中一位須為本堂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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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 
 

行善不可喪志行善不可喪志行善不可喪志行善不可喪志         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李志雄弟兄 

  (關顧部部長關顧部部長關顧部部長關顧部部長) 
「「「「無數活著的人在相傳中無數活著的人在相傳中無數活著的人在相傳中無數活著的人在相傳中都都都都記住了他記住了他記住了他記住了他    ————————    蹬三輪蹬三輪蹬三輪蹬三輪

的老人白芳禮的老人白芳禮的老人白芳禮的老人白芳禮。。。。    

    

    這位老人在這位老人在這位老人在這位老人在 74747474 歲以後的生命中歲以後的生命中歲以後的生命中歲以後的生命中，，，，靠著一腳一腳地蹬靠著一腳一腳地蹬靠著一腳一腳地蹬靠著一腳一腳地蹬

三輪三輪三輪三輪，，，，掙下掙下掙下掙下 35353535 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捐給了天津的多所大學捐給了天津的多所大學捐給了天津的多所大學捐給了天津的多所大學、、、、中中中中

學和小學學和小學學和小學學和小學，，，，資助了資助了資助了資助了 300300300300 多名貧困學生多名貧困學生多名貧困學生多名貧困學生。。。。    

    

而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驚而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驚而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驚而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驚訝訝訝訝地發現地發現地發現地發現，，，，他的個人生活幾他的個人生活幾他的個人生活幾他的個人生活幾

近乞丐近乞丐近乞丐近乞丐，，，，他的私有財產帳單是個零他的私有財產帳單是個零他的私有財產帳單是個零他的私有財產帳單是個零。」。」。」。」    
 

 

「「「「對很多人來說對很多人來說對很多人來說對很多人來說，，，，患紅斑狼瘡症簡直是世界末日患紅斑狼瘡症簡直是世界末日患紅斑狼瘡症簡直是世界末日患紅斑狼瘡症簡直是世界末日，，，，而而而而鍾鍾鍾鍾惠玲惠玲惠玲惠玲博士患病期間博士患病期間博士患病期間博士患病期間，，，，反而體反而體反而體反而體

會到長期病患者所受到的身心折磨會到長期病患者所受到的身心折磨會到長期病患者所受到的身心折磨會到長期病患者所受到的身心折磨，，，，她她她她慶幸得到家人的支持慶幸得到家人的支持慶幸得到家人的支持慶幸得到家人的支持，，，，協助她戰勝病魔協助她戰勝病魔協助她戰勝病魔協助她戰勝病魔。。。。鍾博士鍾博士鍾博士鍾博士

病重時曾許下諾言病重時曾許下諾言病重時曾許下諾言病重時曾許下諾言，，，，若身體重獲生機若身體重獲生機若身體重獲生機若身體重獲生機，，，，一定加倍回饋社會一定加倍回饋社會一定加倍回饋社會一定加倍回饋社會，，，，所以病情受控後所以病情受控後所以病情受控後所以病情受控後，，，，她跟幾位她跟幾位她跟幾位她跟幾位

熱心人士熱心人士熱心人士熱心人士，，，，在在在在 1991199119911991 年成立非牟利年成立非牟利年成立非牟利年成立非牟利「「「「再生會再生會再生會再生會」」」」，，，，致力推廣身心健康的知識致力推廣身心健康的知識致力推廣身心健康的知識致力推廣身心健康的知識，，，，以及協助失去以及協助失去以及協助失去以及協助失去

健康的朋友重獲身心健康健康的朋友重獲身心健康健康的朋友重獲身心健康健康的朋友重獲身心健康。。。。」」」」    

    

「「「「軟件業巨頭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軟件業巨頭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軟件業巨頭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軟件業巨頭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蓋茨蓋茨蓋茨，，，，在退休之前在退休之前在退休之前在退休之前，，，，53535353 歲的蓋茨捐出了數額歲的蓋茨捐出了數額歲的蓋茨捐出了數額歲的蓋茨捐出了數額

驚人的財富驚人的財富驚人的財富驚人的財富，，，，全人投入慈善事業當中全人投入慈善事業當中全人投入慈善事業當中全人投入慈善事業當中。。。。他希冀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他希冀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他希冀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他希冀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首先就是建立首先就是建立首先就是建立首先就是建立

慈善慈善慈善慈善事業事業事業事業。。。。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裸捐裸捐裸捐裸捐””””行動的哲學基礎行動的哲學基礎行動的哲學基礎行動的哲學基礎，，，，在於慈善事業注定是民間的事業在於慈善事業注定是民間的事業在於慈善事業注定是民間的事業在於慈善事業注定是民間的事業，，，，是一種具是一種具是一種具是一種具

有矯正功能的事業有矯正功能的事業有矯正功能的事業有矯正功能的事業：：：：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通過市場力量為窮人服務，，，，應不僅依賴慈善應不僅依賴慈善應不僅依賴慈善應不僅依賴慈善，，，，市場激勵機制的創新市場激勵機制的創新市場激勵機制的創新市場激勵機制的創新

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也很重要。。。。這裡所稱的市場激勵機制這裡所稱的市場激勵機制這裡所稱的市場激勵機制這裡所稱的市場激勵機制，，，，與康德的與康德的與康德的與康德的““““行為的倫理會帶來財富行為的倫理會帶來財富行為的倫理會帶來財富行為的倫理會帶來財富””””的觀點如出的觀點如出的觀點如出的觀點如出

一轍一轍一轍一轍。」。」。」。」    

    

上述三則記載上述三則記載上述三則記載上述三則記載，，，，行善的人有富貴的行善的人有富貴的行善的人有富貴的行善的人有富貴的、、、、有貧窮的有貧窮的有貧窮的有貧窮的、、、、有知恩圖報的有知恩圖報的有知恩圖報的有知恩圖報的……………………，，，，他們都因著不他們都因著不他們都因著不他們都因著不

同原因去行善同原因去行善同原因去行善同原因去行善；；；；同樣有很多人同樣有很多人同樣有很多人同樣有很多人，，，，亦因著不同的原因亦因著不同的原因亦因著不同的原因亦因著不同的原因，，，，單顧自己的需要及享樂單顧自己的需要及享樂單顧自己的需要及享樂單顧自己的需要及享樂：：：：    

 
「「「「恆豐集團大股東兒子李建勤的離婚官司恆豐集團大股東兒子李建勤的離婚官司恆豐集團大股東兒子李建勤的離婚官司恆豐集團大股東兒子李建勤的離婚官司，，，，最近最近最近最近高等法院裁定他前妻曾昭穎高等法院裁定他前妻曾昭穎高等法院裁定他前妻曾昭穎高等法院裁定他前妻曾昭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獲得十二億二千多萬的贍養費獲得十二億二千多萬的贍養費獲得十二億二千多萬的贍養費獲得十二億二千多萬的贍養費，，，，是本港司法史上是本港司法史上是本港司法史上是本港司法史上，，，，在公開法庭判決的在公開法庭判決的在公開法庭判決的在公開法庭判決的最大宗贍養費最大宗贍養費最大宗贍養費最大宗贍養費。。。。法法法法

官認為兩夫婦離婚前的生活質素官認為兩夫婦離婚前的生活質素官認為兩夫婦離婚前的生活質素官認為兩夫婦離婚前的生活質素，，，，僅次於以美金計算的億萬富豪僅次於以美金計算的億萬富豪僅次於以美金計算的億萬富豪僅次於以美金計算的億萬富豪（（（（billionairebillionairebillionairebillionaire））））水平水平水平水平。。。。這這這這

麼大額的贍養費基於他們的生活奢華揮霍麼大額的贍養費基於他們的生活奢華揮霍麼大額的贍養費基於他們的生活奢華揮霍麼大額的贍養費基於他們的生活奢華揮霍。」。」。」。」    

 

我們應很熟識聖經的教導我們應很熟識聖經的教導我們應很熟識聖經的教導我們應很熟識聖經的教導：：：：    

    

「「「「我們行善我們行善我們行善我們行善，，，，不可喪志不可喪志不可喪志不可喪志；；；；若不灰心若不灰心若不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時到了時到了時到了時候候候候就要收成就要收成就要收成就要收成。」。」。」。」((((加加加加    6666    : 9): 9): 9): 9)；；；；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腓腓腓 2222    ::::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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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說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說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說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說：「：「：「：「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腓立比教會腓立比教會腓立比教會腓立比教會））））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仍有滿仍有滿仍有滿

足的快樂足的快樂足的快樂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8888    ::::    2222），），），），腓立比教會在自身極腓立比教會在自身極腓立比教會在自身極腓立比教會在自身極

窮的情形下窮的情形下窮的情形下窮的情形下，，，，仍樂意捐錢幫助別人仍樂意捐錢幫助別人仍樂意捐錢幫助別人仍樂意捐錢幫助別人，，，，這是他們給這是他們給這是他們給這是他們給大家留下的模範大家留下的模範大家留下的模範大家留下的模範。。。。    

    

聖經也有記載吝嗇自己錢財的人聖經也有記載吝嗇自己錢財的人聖經也有記載吝嗇自己錢財的人聖經也有記載吝嗇自己錢財的人，，，，並慨嘆他不能進入天國並慨嘆他不能進入天國並慨嘆他不能進入天國並慨嘆他不能進入天國：：：：年少的官年少的官年少的官年少的官來見耶穌說來見耶穌說來見耶穌說來見耶穌說：「：「：「：「夫夫夫夫

子子子子，，，，我該作甚麼善事我該作甚麼善事我該作甚麼善事我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纔能得永生纔能得永生纔能得永生？」「？」「？」「？」「……………………你若要進入永生你若要進入永生你若要進入永生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就當遵守誡命就當遵守誡命就當遵守誡命。。。。……………………」」」」

那少年人說那少年人說那少年人說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還缺少甚麼呢還缺少甚麼呢還缺少甚麼呢？」？」？」？」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你若願意作完全人你若願意作完全人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可可可

去變賣你所有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分給窮人分給窮人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那少年人聽見這那少年人聽見這那少年人聽見這

話話話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因為他的產業很多因為他的產業很多因為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對門徒說耶穌對門徒說耶穌對門徒說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財主財主財主

進天國是難的進天國是難的進天國是難的進天國是難的。。。。」」」」((((太太太太 19191919    ::::    16 16 16 16 ----    23)23)23)23)    

 
行善需要有心有力行善需要有心有力行善需要有心有力行善需要有心有力，，，，深深深深願我們能在行善的作為上願我們能在行善的作為上願我們能在行善的作為上願我們能在行善的作為上，，，，甘心樂意甘心樂意甘心樂意甘心樂意；；；；在愛心在愛心在愛心在愛心和金錢的善行和金錢的善行和金錢的善行和金錢的善行

上學習施予上學習施予上學習施予上學習施予。。。。主耶穌說主耶穌說主耶穌說主耶穌說：「：「：「：「無論何人無論何人無論何人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因為門徒的名因為門徒的名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

喝喝喝喝。。。。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這人不能不得賞賜這人不能不得賞賜這人不能不得賞賜。。。。」，」，」，」，讓我們都可以關顧身旁肢體讓我們都可以關顧身旁肢體讓我們都可以關顧身旁肢體讓我們都可以關顧身旁肢體、、、、鄰舍鄰舍鄰舍鄰舍，，，，從從從從

最微小的需要開始最微小的需要開始最微小的需要開始最微小的需要開始。。。。 

 
註註註註：：：：本堂的慈惠基金本堂的慈惠基金本堂的慈惠基金本堂的慈惠基金，，，，正是為有需要的肢體而設正是為有需要的肢體而設正是為有需要的肢體而設正是為有需要的肢體而設，，，，歡迎弟兄姊妹憑信心為此聖工奉獻歡迎弟兄姊妹憑信心為此聖工奉獻歡迎弟兄姊妹憑信心為此聖工奉獻歡迎弟兄姊妹憑信心為此聖工奉獻。。。。 

 
 

從崇拜詩歌說起從崇拜詩歌說起從崇拜詩歌說起從崇拜詩歌說起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本堂同工本堂同工本堂同工本堂同工) 
    

擔任牧職幾年來擔任牧職幾年來擔任牧職幾年來擔任牧職幾年來，，，，間中會有肢體提問間中會有肢體提問間中會有肢體提問間中會有肢體提問：：：：「「「「為何堂會的崇拜詩歌主要是從為何堂會的崇拜詩歌主要是從為何堂會的崇拜詩歌主要是從為何堂會的崇拜詩歌主要是從《《《《頌頌頌頌

主聖詩主聖詩主聖詩主聖詩》（》（》（》（或今年加入的或今年加入的或今年加入的或今年加入的《《《《頌主新詩頌主新詩頌主新詩頌主新詩》）》）》）》）裡選出來的呢裡選出來的呢裡選出來的呢裡選出來的呢？？？？坊間也有不少聽來更坊間也有不少聽來更坊間也有不少聽來更坊間也有不少聽來更

易易易易『『『『上口上口上口上口』，』，』，』，也很有也很有也很有也很有『『『『意思意思意思意思』』』』的詩歌的詩歌的詩歌的詩歌，，，，難道就不能難道就不能難道就不能難道就不能『『『『入圍入圍入圍入圍』』』』嗎嗎嗎嗎？」？」？」？」    

《《《《頌主聖詩頌主聖詩頌主聖詩頌主聖詩》》》》與與與與《《《《頌主新詩頌主新詩頌主新詩頌主新詩》（》（》（》（以下統稱作以下統稱作以下統稱作以下統稱作《《《《頌主頌主頌主頌主》）》）》）》）作為本宗派多位教牧作為本宗派多位教牧作為本宗派多位教牧作為本宗派多位教牧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信徒領袖花上浩大心力信徒領袖花上浩大心力信徒領袖花上浩大心力信徒領袖花上浩大心力，，，，對上帝呈獻的禮物對上帝呈獻的禮物對上帝呈獻的禮物對上帝呈獻的禮物，，，，它對教會與信徒的價值它對教會與信徒的價值它對教會與信徒的價值它對教會與信徒的價值

和地位自然舉足輕重和地位自然舉足輕重和地位自然舉足輕重和地位自然舉足輕重。。。。然而然而然而然而，，，，除了這個第一原因外除了這個第一原因外除了這個第一原因外除了這個第一原因外，，，，最少還有第二個原因最少還有第二個原因最少還有第二個原因最少還有第二個原因，，，，

使本會堂會應該以使本會堂會應該以使本會堂會應該以使本會堂會應該以《《《《頌主頌主頌主頌主》》》》作為重要的詩歌來源的作為重要的詩歌來源的作為重要的詩歌來源的作為重要的詩歌來源的。。。。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明白這個明白這個明白這個明白這個「「「「第第第第

二原因二原因二原因二原因」，」，」，」，將有助我們更容易體會將有助我們更容易體會將有助我們更容易體會將有助我們更容易體會「「「「第一原因第一原因第一原因第一原因」」」」的份量的份量的份量的份量。。。。故此故此故此故此，，，，容許筆者先集容許筆者先集容許筆者先集容許筆者先集

中討論這個中討論這個中討論這個中討論這個「「「「第二原因第二原因第二原因第二原因」。」。」。」。    

作為一個牧者作為一個牧者作為一個牧者作為一個牧者，，，，筆者在選取一首崇拜詩歌時筆者在選取一首崇拜詩歌時筆者在選取一首崇拜詩歌時筆者在選取一首崇拜詩歌時，，，，主要考慮到的是一首詩歌的主要考慮到的是一首詩歌的主要考慮到的是一首詩歌的主要考慮到的是一首詩歌的

「「「「敬拜功能敬拜功能敬拜功能敬拜功能」」」」與它的與它的與它的與它的「「「「牧養功能牧養功能牧養功能牧養功能（（（（或作信仰培育功能或作信仰培育功能或作信仰培育功能或作信仰培育功能）」，）」，）」，）」，以下的討論也是循以下的討論也是循以下的討論也是循以下的討論也是循

這兩方面這兩方面這兩方面這兩方面去分享的去分享的去分享的去分享的。。。。    

在禮儀教會談到崇拜詩歌在禮儀教會談到崇拜詩歌在禮儀教會談到崇拜詩歌在禮儀教會談到崇拜詩歌，，，，自然會牽涉到自然會牽涉到自然會牽涉到自然會牽涉到「「「「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崇拜禮儀進程崇拜禮儀進程崇拜禮儀進程崇拜禮儀進程」」」」

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但這些概念卻與這篇文章的討論焦點並無直接關係但這些概念卻與這篇文章的討論焦點並無直接關係但這些概念卻與這篇文章的討論焦點並無直接關係但這些概念卻與這篇文章的討論焦點並無直接關係，，，，故此處暫且又故此處暫且又故此處暫且又故此處暫且又

不作介紹不作介紹不作介紹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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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首詩歌面對一首詩歌面對一首詩歌面對一首詩歌，，，，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詞句和音樂詞句和音樂詞句和音樂詞句和音樂。。。。詞句方面詞句方面詞句方面詞句方面，，，，作為在上作為在上作為在上作為在上

帝跟前呈獻的崇拜詩歌帝跟前呈獻的崇拜詩歌帝跟前呈獻的崇拜詩歌帝跟前呈獻的崇拜詩歌，，，，其神學上之其神學上之其神學上之其神學上之「「「「正確性正確性正確性正確性」」」」是首要的是首要的是首要的是首要的────────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上帝是上帝是上帝是上帝是

個靈個靈個靈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註註註註：：：：藉聖靈藉聖靈藉聖靈藉聖靈））））和誠實和誠實和誠實和誠實（（（（註註註註：：：：真理真理真理真理／／／／聖道聖道聖道聖道））））拜拜拜拜

祂祂祂祂。」（。」（。」（。」（約約約約 4:244:244:244:24））））崇拜中崇拜中崇拜中崇拜中，，，，頌唱一首正確地表述上帝的偉大頌唱一首正確地表述上帝的偉大頌唱一首正確地表述上帝的偉大頌唱一首正確地表述上帝的偉大、、、、作為的詩歌作為的詩歌作為的詩歌作為的詩歌，，，，

可以讓上帝得着當得的榮耀可以讓上帝得着當得的榮耀可以讓上帝得着當得的榮耀可以讓上帝得着當得的榮耀。。。。相反相反相反相反，，，，頌唱一首在神學上錯謬的詩歌頌唱一首在神學上錯謬的詩歌頌唱一首在神學上錯謬的詩歌頌唱一首在神學上錯謬的詩歌，，，，就彷似就彷似就彷似就彷似

是兒女回家給父親賀壽是兒女回家給父親賀壽是兒女回家給父親賀壽是兒女回家給父親賀壽／／／／拜拜拜拜年年年年，，，，卻是成群的在家中向父親胡言亂語卻是成群的在家中向父親胡言亂語卻是成群的在家中向父親胡言亂語卻是成群的在家中向父親胡言亂語、、、、言不及言不及言不及言不及

義義義義，，，，這位父親豈不是要被氣得七竅生煙這位父親豈不是要被氣得七竅生煙這位父親豈不是要被氣得七竅生煙這位父親豈不是要被氣得七竅生煙？？？？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禮儀教會作為禮儀教會作為禮儀教會作為禮儀教會，，，，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

崇拜詩歌的歌詞也需顧及到要優雅而不粗鄙低俗崇拜詩歌的歌詞也需顧及到要優雅而不粗鄙低俗崇拜詩歌的歌詞也需顧及到要優雅而不粗鄙低俗崇拜詩歌的歌詞也需顧及到要優雅而不粗鄙低俗，，，，要達意而不艱澀難明要達意而不艱澀難明要達意而不艱澀難明要達意而不艱澀難明。。。。我我我我

們可以探求叫遣詞用字來得更合乎現代習慣們可以探求叫遣詞用字來得更合乎現代習慣們可以探求叫遣詞用字來得更合乎現代習慣們可以探求叫遣詞用字來得更合乎現代習慣，，，，卻決不可隨世界落入下流卻決不可隨世界落入下流卻決不可隨世界落入下流卻決不可隨世界落入下流、、、、淺淺淺淺

薄的陷阱薄的陷阱薄的陷阱薄的陷阱。。。。    

至於音樂方面至於音樂方面至於音樂方面至於音樂方面，，，，對崇拜詩歌的韻律對崇拜詩歌的韻律對崇拜詩歌的韻律對崇拜詩歌的韻律、、、、美感等各方面因素也有照顧美感等各方面因素也有照顧美感等各方面因素也有照顧美感等各方面因素也有照顧、、、、考慮的考慮的考慮的考慮的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才能配合崇拜的意義才能配合崇拜的意義才能配合崇拜的意義才能配合崇拜的意義；；；；但說到底但說到底但說到底但說到底，，，，筆者並非受召做一個筆者並非受召做一個筆者並非受召做一個筆者並非受召做一個「「「「音樂人音樂人音樂人音樂人」，」，」，」，縱縱縱縱

使有些微的分辨能力使有些微的分辨能力使有些微的分辨能力使有些微的分辨能力，，，，也還是讓有這方面召命和恩賜的肢體作分享吧也還是讓有這方面召命和恩賜的肢體作分享吧也還是讓有這方面召命和恩賜的肢體作分享吧也還是讓有這方面召命和恩賜的肢體作分享吧。。。。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讓我們現在把焦點從詩歌的讓我們現在把焦點從詩歌的讓我們現在把焦點從詩歌的讓我們現在把焦點從詩歌的「「「「敬拜功能敬拜功能敬拜功能敬拜功能」」」」轉移至其轉移至其轉移至其轉移至其「「「「牧養功能牧養功能牧養功能牧養功能」。」。」。」。

對信仰群體而言對信仰群體而言對信仰群體而言對信仰群體而言，，，，詩歌對信徒所發揮的影響是不容輕視的詩歌對信徒所發揮的影響是不容輕視的詩歌對信徒所發揮的影響是不容輕視的詩歌對信徒所發揮的影響是不容輕視的。。。。自古以來自古以來自古以來自古以來，，，，兒歌兒歌兒歌兒歌

如何藉節奏韻律把倫理準則灌輸孩童心裡如何藉節奏韻律把倫理準則灌輸孩童心裡如何藉節奏韻律把倫理準則灌輸孩童心裡如何藉節奏韻律把倫理準則灌輸孩童心裡，，，，修士如何藉吟誦禱文操練靈性修士如何藉吟誦禱文操練靈性修士如何藉吟誦禱文操練靈性修士如何藉吟誦禱文操練靈性，，，，

詩歌的內容和觀念也同樣乘駕着扣人心弦的音樂詩歌的內容和觀念也同樣乘駕着扣人心弦的音樂詩歌的內容和觀念也同樣乘駕着扣人心弦的音樂詩歌的內容和觀念也同樣乘駕着扣人心弦的音樂，，，，刻在人心刻在人心刻在人心刻在人心。。。。信徒接觸怎樣信徒接觸怎樣信徒接觸怎樣信徒接觸怎樣

的詩歌的詩歌的詩歌的詩歌，，，，也有力地影響着他也有力地影響着他也有力地影響着他也有力地影響着他／／／／他們有怎樣的信仰他們有怎樣的信仰他們有怎樣的信仰他們有怎樣的信仰。。。。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對牧者而言對牧者而言對牧者而言對牧者而言，，，，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是施行牧養是施行牧養是施行牧養是施行牧養、、、、教導的工具之一教導的工具之一教導的工具之一教導的工具之一；；；；對信徒而言對信徒而言對信徒而言對信徒而言，，，，則是他們靈性生命所賴以得孕則是他們靈性生命所賴以得孕則是他們靈性生命所賴以得孕則是他們靈性生命所賴以得孕

育的重要養份之一育的重要養份之一育的重要養份之一育的重要養份之一。。。。詩歌質素的優劣詩歌質素的優劣詩歌質素的優劣詩歌質素的優劣，，，，其成份之有益或有害其成份之有益或有害其成份之有益或有害其成份之有益或有害，，，，必大大影響信必大大影響信必大大影響信必大大影響信

徒的生命徒的生命徒的生命徒的生命。。。。且別談坊間那些內容含糊且別談坊間那些內容含糊且別談坊間那些內容含糊且別談坊間那些內容含糊、、、、錯謬的錯謬的錯謬的錯謬的「「「「詩歌詩歌詩歌詩歌」（」（」（」（或是內容蒼白或是內容蒼白或是內容蒼白或是內容蒼白，，，，唱了唱了唱了唱了

等如沒唱的等如沒唱的等如沒唱的等如沒唱的「「「「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即使是一些頗優美的詩歌即使是一些頗優美的詩歌即使是一些頗優美的詩歌即使是一些頗優美的詩歌，，，，有時候還是會隱伏着危機有時候還是會隱伏着危機有時候還是會隱伏着危機有時候還是會隱伏着危機

────────雖然我們很願意相信填詞人是愛主的雖然我們很願意相信填詞人是愛主的雖然我們很願意相信填詞人是愛主的雖然我們很願意相信填詞人是愛主的。。。。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容許筆者藉兩首詩歌為例容許筆者藉兩首詩歌為例容許筆者藉兩首詩歌為例容許筆者藉兩首詩歌為例，，，，

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    

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筆者在某聚會中唱了一首調子輕快的詩歌筆者在某聚會中唱了一首調子輕快的詩歌筆者在某聚會中唱了一首調子輕快的詩歌筆者在某聚會中唱了一首調子輕快的詩歌────────《《《《普通的人普通的人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在在在在

初唱之時初唱之時初唱之時初唱之時，，，，筆者已感覺到對個別詞句有所抗拒筆者已感覺到對個別詞句有所抗拒筆者已感覺到對個別詞句有所抗拒筆者已感覺到對個別詞句有所抗拒，，，，但未能立時指出問題所在但未能立時指出問題所在但未能立時指出問題所在但未能立時指出問題所在。。。。

之後之後之後之後，，，，整整一星期整整一星期整整一星期整整一星期，，，，這首詩歌在腦際間縈繞不去這首詩歌在腦際間縈繞不去這首詩歌在腦際間縈繞不去這首詩歌在腦際間縈繞不去────────也許調子實在吸引也許調子實在吸引也許調子實在吸引也許調子實在吸引，，，，叫叫叫叫

人啷啷上口的人啷啷上口的人啷啷上口的人啷啷上口的，，，，其中也有許多美好句子如其中也有許多美好句子如其中也有許多美好句子如其中也有許多美好句子如「「「「就算多寒微就算多寒微就算多寒微就算多寒微，，，，祂不介意祂不介意祂不介意祂不介意，，，，全盡我全盡我全盡我全盡我

心思心思心思心思」」」」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為此為此為此為此，，，，筆者反覆思量着以下兩個問題筆者反覆思量着以下兩個問題筆者反覆思量着以下兩個問題筆者反覆思量着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歌詞中有一句歌詞中有一句歌詞中有一句歌詞中有一句「「「「在這一世裡不管錯對在這一世裡不管錯對在這一世裡不管錯對在這一世裡不管錯對，，，，讓我再奔跑讓我再奔跑讓我再奔跑讓我再奔跑。」。」。」。」誠然誠然誠然誠然，，，，一種一種一種一種

不問成敗不問成敗不問成敗不問成敗，，，，勇往直前的魄力和朝氣是勇往直前的魄力和朝氣是勇往直前的魄力和朝氣是勇往直前的魄力和朝氣是叫人嚮往的叫人嚮往的叫人嚮往的叫人嚮往的，，，，但但但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管錯對不管錯對不管錯對不管錯對」」」」

嗎嗎嗎嗎？？？？有需要有需要有需要有需要「「「「不管錯對不管錯對不管錯對不管錯對」」」」嗎嗎嗎嗎？？？？這豈不是在為世界的這豈不是在為世界的這豈不是在為世界的這豈不是在為世界的「「「「相對主義相對主義相對主義相對主義」」」」開路開路開路開路，，，，把人把人把人把人

生說成生說成生說成生說成「「「「沒有錯對沒有錯對沒有錯對沒有錯對、、、、善惡之分善惡之分善惡之分善惡之分」」」」嗎嗎嗎嗎？？？？    

不錯不錯不錯不錯，，，，我們不應我們不應我們不應我們不應「「「「論斷論斷論斷論斷」」」」他人他人他人他人，，，，不應按個人的心意喜好去界定善惡對錯不應按個人的心意喜好去界定善惡對錯不應按個人的心意喜好去界定善惡對錯不應按個人的心意喜好去界定善惡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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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審判的乃是主上帝因為審判的乃是主上帝因為審判的乃是主上帝因為審判的乃是主上帝。。。。可是可是可是可是，，，，上帝卻不是要信徒失卻上帝卻不是要信徒失卻上帝卻不是要信徒失卻上帝卻不是要信徒失卻「「「「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非之心」，」，」，」，肆意肆意肆意肆意「「「「顛顛顛顛

倒黑白倒黑白倒黑白倒黑白」！」！」！」！信徒要做的是盡一生的信徒要做的是盡一生的信徒要做的是盡一生的信徒要做的是盡一生的，，，，不斷努力的去明白在上帝眼光中的不斷努力的去明白在上帝眼光中的不斷努力的去明白在上帝眼光中的不斷努力的去明白在上帝眼光中的「「「「對對對對

／／／／錯錯錯錯」。」。」。」。否則否則否則否則，，，，何來何來何來何來「「「「自我省察自我省察自我省察自我省察」，」，」，」，何來何來何來何來「「「「悔罪求赦悔罪求赦悔罪求赦悔罪求赦」？」？」？」？斷不能斷不能斷不能斷不能「「「「不管錯對不管錯對不管錯對不管錯對」，」，」，」，

乃要正確地乃要正確地乃要正確地乃要正確地「「「「管錯對管錯對管錯對管錯對」！」！」！」！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副歌說副歌說副歌說副歌說「「「「我是個普通的人我是個普通的人我是個普通的人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可誇口沒有可誇口沒有可誇口沒有可誇口。。。。但我什麽都有可能但我什麽都有可能但我什麽都有可能但我什麽都有可能，，，，神在神在神在神在

我背後我背後我背後我背後。」。」。」。」可以相信填可以相信填可以相信填可以相信填詞人的原意是詞人的原意是詞人的原意是詞人的原意是「「「「…………但我什麽都有可能但我什麽都有可能但我什麽都有可能但我什麽都有可能，，，，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神在我神在我神在我神在我

背後背後背後背後。」。」。」。」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問題是問題是問題是問題是：：：：有多少領唱這詩歌的肢體曾花功夫把有多少領唱這詩歌的肢體曾花功夫把有多少領唱這詩歌的肢體曾花功夫把有多少領唱這詩歌的肢體曾花功夫把

所省去的三個字所省去的三個字所省去的三個字所省去的三個字「「「「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的因果重要性說出來的因果重要性說出來的因果重要性說出來的因果重要性說出來，，，，而不讓詩歌轉化成而不讓詩歌轉化成而不讓詩歌轉化成而不讓詩歌轉化成「「「「我什我什我什我什

麽都有可能麽都有可能麽都有可能麽都有可能」」」」和和和和「「「「神在我背後神在我背後神在我背後神在我背後」」」」兩句兩句兩句兩句「「「「自我膨脹自我膨脹自我膨脹自我膨脹」」」」的說話的說話的說話的說話，，，，使福變為禍使福變為禍使福變為禍使福變為禍？！？！？！？！    

說上述是一個說上述是一個說上述是一個說上述是一個「「「「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神在我背後神在我背後神在我背後神在我背後」」」」乃是乃是乃是乃是「「「「更大的更大的更大的更大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這語句套用今天的通俗說法可以是這語句套用今天的通俗說法可以是這語句套用今天的通俗說法可以是這語句套用今天的通俗說法可以是「「「「神撐我神撐我神撐我神撐我，，，，在我背後撐我在我背後撐我在我背後撐我在我背後撐我」」」」────────多麽叫人多麽叫人多麽叫人多麽叫人

温暖温暖温暖温暖、、、、窩心窩心窩心窩心、、、、壯膽的描述壯膽的描述壯膽的描述壯膽的描述！！！！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假如信徒假如信徒假如信徒假如信徒／／／／慕道者真的把時下的慕道者真的把時下的慕道者真的把時下的慕道者真的把時下的「「「「撐我撐我撐我撐我」」」」

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轉賬轉賬轉賬轉賬」」」」至詩歌中至詩歌中至詩歌中至詩歌中，，，，後果將會是如何呢後果將會是如何呢後果將會是如何呢後果將會是如何呢？？？？    

「「「「撐你撐你撐你撐你」」」」是會被黑社會是會被黑社會是會被黑社會是會被黑社會／／／／童童童童黨用於招攬黨用於招攬黨用於招攬黨用於招攬「「「「新血新血新血新血」」」」的技倆的技倆的技倆的技倆────────「「「「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無論如何」」」」

「「「「大佬大佬大佬大佬」」」」都都都都「「「「撐你撐你撐你撐你」，「」，「」，「」，「不問原因不問原因不問原因不問原因／／／／是非是非是非是非」」」」總之總之總之總之「「「「班兄弟班兄弟班兄弟班兄弟」」」」都在都在都在都在「「「「背後撐你背後撐你背後撐你背後撐你」。」。」。」。

「「「「我做什麽都有可能我做什麽都有可能我做什麽都有可能我做什麽都有可能────────因為神撐我因為神撐我因為神撐我因為神撐我！」！」！」！」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真理的主上帝真理的主上帝真理的主上帝真理的主上帝」」」」會不問情由的會不問情由的會不問情由的會不問情由的「「「「撐人撐人撐人撐人」」」」嗎嗎嗎嗎？？？？倘若人間的一些父母倘若人間的一些父母倘若人間的一些父母倘若人間的一些父母

尚且懂得尚且懂得尚且懂得尚且懂得「「「「大義滅親大義滅親大義滅親大義滅親」，」，」，」，讓人間存留正義讓人間存留正義讓人間存留正義讓人間存留正義，，，，為後代立下準繩為後代立下準繩為後代立下準繩為後代立下準繩，，，，何妨我們在天上何妨我們在天上何妨我們在天上何妨我們在天上

的父的父的父的父？！？！？！？！祂愛惜人祂愛惜人祂愛惜人祂愛惜人，，，，卻不會卻不會卻不會卻不會「「「「不問情由不問情由不問情由不問情由」」」」的的的的「「「「撐罪人撐罪人撐罪人撐罪人」；」；」；」；乃會責打罪人乃會責打罪人乃會責打罪人乃會責打罪人，，，，使他使他使他使他

能知悔改能知悔改能知悔改能知悔改，，，，能被挽回能被挽回能被挽回能被挽回────────這才是天父的愛的流露這才是天父的愛的流露這才是天父的愛的流露這才是天父的愛的流露。。。。    

再問再問再問再問，，，，聖經哪曾說聖經哪曾說聖經哪曾說聖經哪曾說「「「「上帝在人背後上帝在人背後上帝在人背後上帝在人背後」」」」呢呢呢呢？？？？詩人曾說詩人曾說詩人曾說詩人曾說「「「「上帝的恩惠如盾牌四上帝的恩惠如盾牌四上帝的恩惠如盾牌四上帝的恩惠如盾牌四

面環繞他面環繞他面環繞他面環繞他」（」（」（」（詩詩詩詩 5:125:125:125:12），），），），也曾說也曾說也曾說也曾說「「「「上帝在他右邊使他不致上帝在他右邊使他不致上帝在他右邊使他不致上帝在他右邊使他不致動搖動搖動搖動搖」（」（」（」（詩詩詩詩 16:816:816:816:8），），），），但但但但

總不是總不是總不是總不是「「「「在背後在背後在背後在背後」！」！」！」！聖經的重要信息和教導聖經的重要信息和教導聖經的重要信息和教導聖經的重要信息和教導，，，，一再強調一再強調一再強調一再強調「「「「上帝在人前面上帝在人前面上帝在人前面上帝在人前面」」」」────

────詩人說詩人說詩人說詩人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詩詩詩詩 16:816:816:816:8），），），），又說又說又說又說「「「「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祢的話是我腳前的

燈燈燈燈，，，，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詩詩詩詩 119:105119:105119:105119:105），），），），主耶穌呼召門徒時說主耶穌呼召門徒時說主耶穌呼召門徒時說主耶穌呼召門徒時說「「「「來來來來跟從跟從跟從跟從我我我我，，，，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又吩咐又吩咐又吩咐又吩咐「「「「若有人要跟從我若有人要跟從我若有人要跟從我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就當捨己就當捨己，，，，背起他的背起他的背起他的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十字架來十字架來十字架來跟從跟從跟從跟從我我我我。」。」。」。」    

唯一一處提及上帝的使者在人的唯一一處提及上帝的使者在人的唯一一處提及上帝的使者在人的唯一一處提及上帝的使者在人的「「「「背後背後背後背後」，」，」，」，是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當以色列人出埃及，，，，走近紅走近紅走近紅走近紅

海時海時海時海時，，，，被法老的追兵威脅被法老的追兵威脅被法老的追兵威脅被法老的追兵威脅，，，，上帝的使者和雲柱就移至以色列人的背後上帝的使者和雲柱就移至以色列人的背後上帝的使者和雲柱就移至以色列人的背後上帝的使者和雲柱就移至以色列人的背後，，，，阻隔阻隔阻隔阻隔

追兵追兵追兵追兵，，，，保護他們保護他們保護他們保護他們。。。。整段經文重點仍是以色列人整段經文重點仍是以色列人整段經文重點仍是以色列人整段經文重點仍是以色列人「「「「跟隨跟隨跟隨跟隨」」」」上帝上帝上帝上帝，「，「，「，「跟隨跟隨跟隨跟隨」」」」雲柱雲柱雲柱雲柱、、、、

火柱的引領下前往應許之地火柱的引領下前往應許之地火柱的引領下前往應許之地火柱的引領下前往應許之地，，，，與與與與「「「「上帝在人背後撐他上帝在人背後撐他上帝在人背後撐他上帝在人背後撐他，，，，使他做什麽都可能使他做什麽都可能使他做什麽都可能使他做什麽都可能」」」」

是扯不上關係的是扯不上關係的是扯不上關係的是扯不上關係的。。。。再進一步再進一步再進一步再進一步，，，，舊約聖經每當提到以色列人把上帝舊約聖經每當提到以色列人把上帝舊約聖經每當提到以色列人把上帝舊約聖經每當提到以色列人把上帝／／／／上帝的話上帝的話上帝的話上帝的話

丟在背後丟在背後丟在背後丟在背後，，，，都是上帝藉先知指控他們的叛逆都是上帝藉先知指控他們的叛逆都是上帝藉先知指控他們的叛逆都是上帝藉先知指控他們的叛逆、、、、行惡行惡行惡行惡。「。「。「。「把上帝放在背後把上帝放在背後把上帝放在背後把上帝放在背後」」」」是一是一是一是一

點也不妥當的點也不妥當的點也不妥當的點也不妥當的！！！！    

至於另一首詩歌至於另一首詩歌至於另一首詩歌至於另一首詩歌，，，，也是筆者在頭一次聽到也是筆者在頭一次聽到也是筆者在頭一次聽到也是筆者在頭一次聽到，，，，便已十分喜歡的詩歌便已十分喜歡的詩歌便已十分喜歡的詩歌便已十分喜歡的詩歌────────「「「「因因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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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信著信著信著信」。」。」。」。這詩歌的內容引領人回顧聖經這詩歌的內容引領人回顧聖經這詩歌的內容引領人回顧聖經這詩歌的內容引領人回顧聖經中有如雲彩的見證人中有如雲彩的見證人中有如雲彩的見證人中有如雲彩的見證人，，，，對信心的激勵大對信心的激勵大對信心的激勵大對信心的激勵大

有幫助有幫助有幫助有幫助。。。。可是可是可是可是，，，，末段的原有歌詞末段的原有歌詞末段的原有歌詞末段的原有歌詞「「「「憑信憑信憑信憑信，，，，我們懷着憑據我們懷着憑據我們懷着憑據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因信因信因信，，，，同尋着了應同尋着了應同尋着了應同尋着了應

許許許許」」」」卻存留了一點問題卻存留了一點問題卻存留了一點問題卻存留了一點問題，，，，叫筆者每次都把它改為叫筆者每次都把它改為叫筆者每次都把它改為叫筆者每次都把它改為「「「「同承受了應許同承受了應許同承受了應許同承受了應許」」」」的的的的。「。「。「。「應許應許應許應許」」」」

（（（（例如赦罪例如赦罪例如赦罪例如赦罪，，，，救恩救恩救恩救恩，，，，土地土地土地土地，，，，子孫等子孫等子孫等子孫等））））從來是上帝所賜下的從來是上帝所賜下的從來是上帝所賜下的從來是上帝所賜下的，，，，叫人歡歡喜喜地叫人歡歡喜喜地叫人歡歡喜喜地叫人歡歡喜喜地

憑藉憑藉憑藉憑藉「「「「信信信信」」」」去領受去領受去領受去領受，，，，卻不是憑人力可以卻不是憑人力可以卻不是憑人力可以卻不是憑人力可以「「「「尋着尋着尋着尋着」」」」的的的的。。。。在聖經中在聖經中在聖經中在聖經中，，，，也從來不用也從來不用也從來不用也從來不用

「「「「尋找尋找尋找尋找」」」」去形容人對上帝去形容人對上帝去形容人對上帝去形容人對上帝「「「「應許應許應許應許」」」」的得着的得着的得着的得着，，，，而總是用而總是用而總是用而總是用「「「「領受領受領受領受」，「」，「」，「」，「承受承受承受承受」，「」，「」，「」，「接接接接

受受受受」」」」等詞語等詞語等詞語等詞語。。。。這一點正是和應着這一點正是和應着這一點正是和應着這一點正是和應着「「「「唯獨恩典唯獨恩典唯獨恩典唯獨恩典」」」」這重要的神學觀念這重要的神學觀念這重要的神學觀念這重要的神學觀念，，，，並清楚地並清楚地並清楚地並清楚地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人可以憑己意人可以憑己意人可以憑己意人可以憑己意、、、、己力去得着救恩己力去得着救恩己力去得着救恩己力去得着救恩」」」」之說之說之說之說。。。。例如坊間強調人的決志使他例如坊間強調人的決志使他例如坊間強調人的決志使他例如坊間強調人的決志使他

成為基督成為基督成為基督成為基督徒徒徒徒，，，，卻並非順服地卻並非順服地卻並非順服地卻並非順服地「「「「領受領受領受領受」」」」主耶穌所吩咐的主耶穌所吩咐的主耶穌所吩咐的主耶穌所吩咐的「「「「信而受洗信而受洗信而受洗信而受洗」」」」的拯救的拯救的拯救的拯救；；；；

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保羅所說的保羅所說的保羅所說的保羅所說的「「「「立志為善由得我立志為善由得我立志為善由得我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卻由不得我只是行出來卻由不得我只是行出來卻由不得我只是行出來卻由不得我」，」，」，」，正道出一個正道出一個正道出一個正道出一個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人的立志人的立志人的立志人的立志、、、、決志又豈可與上帝堅定不移的應許相提並論決志又豈可與上帝堅定不移的應許相提並論決志又豈可與上帝堅定不移的應許相提並論決志又豈可與上帝堅定不移的應許相提並論？！？！？！？！    

上世紀初上世紀初上世紀初上世紀初，，，，當希特勒在德國政壇崛起之初當希特勒在德國政壇崛起之初當希特勒在德國政壇崛起之初當希特勒在德國政壇崛起之初，，，，並未即時高舉納粹霸權的旗並未即時高舉納粹霸權的旗並未即時高舉納粹霸權的旗並未即時高舉納粹霸權的旗

幟幟幟幟；；；；但他透過不斷重覆廣播其民族主義但他透過不斷重覆廣播其民族主義但他透過不斷重覆廣播其民族主義但他透過不斷重覆廣播其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等思想反猶太主義等思想反猶太主義等思想反猶太主義等思想，，，，終於成功地替終於成功地替終於成功地替終於成功地替

多數德國人民多數德國人民多數德國人民多數德國人民「「「「洗腦洗腦洗腦洗腦」，」，」，」，控制了政府控制了政府控制了政府控制了政府；；；；相反相反相反相反，，，，當當當當 1522152215221522 年威登堡因宗教改革一年威登堡因宗教改革一年威登堡因宗教改革一年威登堡因宗教改革一

事而引致動亂時事而引致動亂時事而引致動亂時事而引致動亂時，，，，馬丁路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當時他正被羅馬帝國通輯當時他正被羅馬帝國通輯當時他正被羅馬帝國通輯當時他正被羅馬帝國通輯））））卻豁出性命卻豁出性命卻豁出性命卻豁出性命，，，，潛返潛返潛返潛返

威登堡威登堡威登堡威登堡，，，，連續八天向市民宣講上帝聖道連續八天向市民宣講上帝聖道連續八天向市民宣講上帝聖道連續八天向市民宣講上帝聖道，，，，教化人心教化人心教化人心教化人心，，，，最終藉真理把動最終藉真理把動最終藉真理把動最終藉真理把動亂平息亂平息亂平息亂平息

下來下來下來下來！「！「！「！「水能載舟水能載舟水能載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亦能覆舟亦能覆舟亦能覆舟」，」，」，」，我們決不可輕看語言的力量我們決不可輕看語言的力量我們決不可輕看語言的力量我們決不可輕看語言的力量。。。。外面塗了蜜糖外面塗了蜜糖外面塗了蜜糖外面塗了蜜糖

的慢性毒藥的慢性毒藥的慢性毒藥的慢性毒藥，，，，不單未因蜜糖而減其惡不單未因蜜糖而減其惡不單未因蜜糖而減其惡不單未因蜜糖而減其惡，，，，反倒是愈甜愈可怕反倒是愈甜愈可怕反倒是愈甜愈可怕反倒是愈甜愈可怕。。。。繞樑三日的調子繞樑三日的調子繞樑三日的調子繞樑三日的調子，，，，

使人啷啷上口的歌詞使人啷啷上口的歌詞使人啷啷上口的歌詞使人啷啷上口的歌詞，，，，若其中混含着對信仰的誤解若其中混含着對信仰的誤解若其中混含着對信仰的誤解若其中混含着對信仰的誤解、、、、誤導誤導誤導誤導，，，，其惡果實在是絶其惡果實在是絶其惡果實在是絶其惡果實在是絶

對不小的對不小的對不小的對不小的！！！！    

此刻此刻此刻此刻，，，，我們可以明白這個對我們可以明白這個對我們可以明白這個對我們可以明白這個對「「「「詩歌詩歌詩歌詩歌」」」」謹慎選擇的謹慎選擇的謹慎選擇的謹慎選擇的「「「「第二原因第二原因第二原因第二原因」，」，」，」，如何承託如何承託如何承託如何承託

着我們教會重視着我們教會重視着我們教會重視着我們教會重視《《《《頌主頌主頌主頌主》》》》的的的的「「「「第一原因第一原因第一原因第一原因」。」。」。」。翻開兩本翻開兩本翻開兩本翻開兩本《《《《頌主頌主頌主頌主》》》》的序言讀一讀的序言讀一讀的序言讀一讀的序言讀一讀，，，，

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為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為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為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為《《《《頌主頌主頌主頌主》》》》貢獻心力的本宗的牧長貢獻心力的本宗的牧長貢獻心力的本宗的牧長貢獻心力的本宗的牧長、、、、同工和肢體同工和肢體同工和肢體同工和肢體。。。。他們憑他們憑他們憑他們憑

藉上帝所賜他們在本宗神學造詣的基礎上藉上帝所賜他們在本宗神學造詣的基礎上藉上帝所賜他們在本宗神學造詣的基礎上藉上帝所賜他們在本宗神學造詣的基礎上，，，，或在文詞表達的學養上或在文詞表達的學養上或在文詞表達的學養上或在文詞表達的學養上，，，，為我們為我們為我們為我們

作了第一層篩選作了第一層篩選作了第一層篩選作了第一層篩選、、、、鑑別的功夫鑑別的功夫鑑別的功夫鑑別的功夫，，，，這都是我們所能信賴的這都是我們所能信賴的這都是我們所能信賴的這都是我們所能信賴的。。。。這並不是說兩本詩這並不是說兩本詩這並不是說兩本詩這並不是說兩本詩

集都已經完美無瑕了集都已經完美無瑕了集都已經完美無瑕了集都已經完美無瑕了；；；；相反相反相反相反，，，，其中實在也有一些已知的漏洞其中實在也有一些已知的漏洞其中實在也有一些已知的漏洞其中實在也有一些已知的漏洞，，，，有待我們在日有待我們在日有待我們在日有待我們在日

後逐一改正後逐一改正後逐一改正後逐一改正。。。。不過儘管如此不過儘管如此不過儘管如此不過儘管如此，，，，它們仍是作為教牧的筆者它們仍是作為教牧的筆者它們仍是作為教牧的筆者它們仍是作為教牧的筆者，，，，在眾多堂會事務需在眾多堂會事務需在眾多堂會事務需在眾多堂會事務需

要處理的同時要處理的同時要處理的同時要處理的同時，，，，所最能信賴的詩歌來源所最能信賴的詩歌來源所最能信賴的詩歌來源所最能信賴的詩歌來源！！！！當然當然當然當然，，，，若真的有某些美好的若真的有某些美好的若真的有某些美好的若真的有某些美好的，，，，又符又符又符又符

合本宗神學的詩歌合本宗神學的詩歌合本宗神學的詩歌合本宗神學的詩歌，，，，也同樣有機會被用於崇拜當中的也同樣有機會被用於崇拜當中的也同樣有機會被用於崇拜當中的也同樣有機會被用於崇拜當中的。。。。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容筆者從容筆者從容筆者從容筆者從「「「「崇拜詩歌崇拜詩歌崇拜詩歌崇拜詩歌」」」」這題目再跨前一步這題目再跨前一步這題目再跨前一步這題目再跨前一步，，，，向大家作出挑戰向大家作出挑戰向大家作出挑戰向大家作出挑戰。。。。無可無可無可無可

否認否認否認否認，，，，我們始終會在某些時候成為別的信徒的我們始終會在某些時候成為別的信徒的我們始終會在某些時候成為別的信徒的我們始終會在某些時候成為別的信徒的「「「「路標路標路標路標」；」；」；」；你你你你（（（（尤其是作導師的尤其是作導師的尤其是作導師的尤其是作導師的））））

所教導所教導所教導所教導／／／／牧養的牧養的牧養的牧養的「「「「靈裡的孩子靈裡的孩子靈裡的孩子靈裡的孩子」」」」所唱的是什麽詩歌呢所唱的是什麽詩歌呢所唱的是什麽詩歌呢所唱的是什麽詩歌呢？？？？你又向他們介紹些什你又向他們介紹些什你又向他們介紹些什你又向他們介紹些什

麽詩歌呢麽詩歌呢麽詩歌呢麽詩歌呢？？？？是我們自己認為有是我們自己認為有是我們自己認為有是我們自己認為有意思意思意思意思，，，，調子優美的詩歌調子優美的詩歌調子優美的詩歌調子優美的詩歌，，，，還是我們相信能對他還是我們相信能對他還是我們相信能對他還是我們相信能對他

們的靈性有益的詩歌們的靈性有益的詩歌們的靈性有益的詩歌們的靈性有益的詩歌？？？？我們是否願意花一點心思我們是否願意花一點心思我們是否願意花一點心思我們是否願意花一點心思，，，，把其中有問題的內容改正把其中有問題的內容改正把其中有問題的內容改正把其中有問題的內容改正

過來過來過來過來，，，，才向我們的屬靈下一代推介呢才向我們的屬靈下一代推介呢才向我們的屬靈下一代推介呢才向我們的屬靈下一代推介呢？？？？我們所建立的我們所建立的我們所建立的我們所建立的，，，，是建立在蜜糖般的沙是建立在蜜糖般的沙是建立在蜜糖般的沙是建立在蜜糖般的沙

土上土上土上土上，，，，還是建立在上帝話語的不朽磐石上還是建立在上帝話語的不朽磐石上還是建立在上帝話語的不朽磐石上還是建立在上帝話語的不朽磐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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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我們都學習去惟願我們都學習去惟願我們都學習去惟願我們都學習去「「「「愛愛愛愛」」」」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屬靈下一代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屬靈下一代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屬靈下一代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屬靈下一代。。。。幾年前的幾年前的幾年前的幾年前的「「「「三三三三

聚氰氨聚氰氨聚氰氨聚氰氨」」」」事件中事件中事件中事件中，，，，受害家庭的父母們都受害家庭的父母們都受害家庭的父母們都受害家庭的父母們都「「「「愛愛愛愛」」」」他們的嬰孩他們的嬰孩他們的嬰孩他們的嬰孩，，，，可惜他們的可惜他們的可惜他們的可惜他們的「「「「愛愛愛愛」」」」

保不住他們的孩子保不住他們的孩子保不住他們的孩子保不住他們的孩子，，，，經過長時間的毒害經過長時間的毒害經過長時間的毒害經過長時間的毒害，，，，娃娃的頭都娃娃的頭都娃娃的頭都娃娃的頭都「「「「大大大大」」」」了了了了！！！！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求主憐憫，，，，

幫助我們像所羅門王一樣幫助我們像所羅門王一樣幫助我們像所羅門王一樣幫助我們像所羅門王一樣，，，，存謙卑的心存謙卑的心存謙卑的心存謙卑的心，，，，向向向向祂祂祂祂求智慧求智慧求智慧求智慧。。。。    

（（（（註註註註：：：：文章中對兩首詩歌的評論文章中對兩首詩歌的評論文章中對兩首詩歌的評論文章中對兩首詩歌的評論，，，，文責自當由筆者負上文責自當由筆者負上文責自當由筆者負上文責自當由筆者負上。）。）。）。）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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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99 88 92 --- 93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93 --- 18 --- --- 56 

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兒童級主日學 18 18 18 16 --- 18 

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長者級主日學 8 9 7 10 --- 9 

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安得烈團契 11 1 13 10 --- 9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5 3 4 8 --- 5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4 1 3 9 --- 4 

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提摩太團契 3 2 6 9 --- 5 

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以諾團契 --- 5 12 --- --- 9 

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雅各團契 --- 8 4 4 3 5 

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以斯帖團契 60 48 54 60 53 55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10 10 12 --- --- 10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9 7 10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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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生生日快樂日快樂日快樂日快樂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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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12 
 

2/12 
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李金玉 

3/12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4/12 5/12 
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王欣穎 

6/12 7/12 
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黃翠琴 

*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方承恩 

8/12 9/12 
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劉啟光 

10/12 

11/12 12/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13/12 
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聶燕萍 

14/12 15/12 16/12 
黎黎黎黎  英英英英 

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張振雄 

17/12 

18/12 
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王玉珍 

19/12 20/12 21/12 
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李漢珏 

22/12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陳悅兒 

23/12 24/12 
*張靜張靜張靜張靜 

25/12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31/12 

1/1 2/1 3/1 4/1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5/1 6/1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7/1 

8/1 
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彭樹傑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9/1 10/1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林杏仙 

11/1 

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李世鍾 

12/1 13/1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14/1 

*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黃頌怡 

15/1 16/1 
林林林林志雄志雄志雄志雄 

17/1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18/1 
*黎彥黎彥黎彥黎彥彤彤彤彤 

*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李寶霖 

19/1 20/1 21/1 

22/1 23/1 24/1 25/1 26/1 27/1 28/1 

29/1 30/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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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月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7/12 24/12 31/12 7/1 14/1 21/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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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

恩恩恩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團契新團契新團契新團契新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遊花市遊花市遊花市遊花市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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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Party 
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聖經問答答答答 

「「「「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

恩恩恩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寶劍練習 墨黙墨黙墨黙墨黙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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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00 
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電影週 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報佳音 

「「「「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

恩恩恩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新年展望新年展望新年展望新年展望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服務週服務週服務週服務週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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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 
「「「「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

恩恩恩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2012 究竟究竟究竟究竟

應該點應該點應該點應該點? 
因著信因著信因著信因著信 

年廿八年廿八年廿八年廿八 

洗邋遢洗邋遢洗邋遢洗邋遢 

團拜在團拜在團拜在團拜在 

初六初六初六初六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二次二次二次二次 --- --- 
「「「「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

恩恩恩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新一年新一年新一年新一年 ---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每月聚會 

三次三次三次三次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16/12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5/12 日日日日) 

「「「「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沐於主

恩恩恩恩」」」」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組組組組 

(13/1 五五五五) 

 

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弟兄組 

(20/1 五五五五) 

 

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大團契 

(29/1 日日日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4/12 21/12 28/12 4/1 11/1 18/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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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故溫故溫故溫故 

知新知新知新知新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齊歡笑齊歡笑齊歡笑齊歡笑,

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學金句 

彼此彼此彼此彼此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喜迎春喜迎春喜迎春喜迎春 

初三初三初三初三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8/12 25/12 1/1 8/1 15/1 22/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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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聯歡聯歡聯歡聯歡 

新年新年新年新年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 
總複習總複習總複習總複習 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農曆年假農曆年假農曆年假農曆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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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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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 

為教會各為教會各為教會各為教會各

層面見證層面見證層面見證層面見證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禾禾禾禾

信信信信/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 

為本堂各為本堂各為本堂各為本堂各

部部部部,執事事執事事執事事執事事

奉及家人奉及家人奉及家人奉及家人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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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至二至二至二至二○○○○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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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 25/12 1/1 8/1 15/1 22/1 29/1 

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教會年    

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將臨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紫紫紫紫))))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白白白白))))    

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聖誕後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白白白白))))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第一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第二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第三主日    

((((綠綠綠綠))))    

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顯現期    

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    

((((綠綠綠綠))))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何俊威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溫家浩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梁淑美    ------------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    ------------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陳錫妹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劉其盛牧師劉其盛牧師劉其盛牧師劉其盛牧師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    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方克信牧師    ------------    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吳麗卿牧師    ------------    ------------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周貝如    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鄭翠瓊    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林惠誠    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盧韻怡    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鄺嘉欣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撒下撒下撒下撒下 7:1-11, 

16 

羅羅羅羅 16: 25-27 

路路路路 1: 26-38 

賽賽賽賽 52:7-10 

來來來來 1: 1-12 

約約約約 1: 1-14 

賽賽賽賽 61:10 - 

62 : 3 

加加加加 4 : 4 – 7 

路路路路 2: 22-40 

創創創創 1 : 1 – 5 

徒徒徒徒 19 : 1 – 7 

可可可可 1 : 4 - 11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 3:1-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6:12-20 

約約約約 1: 43 - 51 

拿拿拿拿 3:1-5, 1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7:29-31 

可可可可 1:14-20 

申申申申 18:15-20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8:1-13 

可可可可 1: 21-28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李恩諾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廖淑卿    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黃德康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梁希瑤    ------------    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黃佩珍    ------------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    ------------    

司獻司獻司獻司獻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李銘生 

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李恩蓓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方偉儉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彭采瑜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區美彩 

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譚淑婷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    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黃頌謙    ------------    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陳天賜    ------------    ------------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黃日勝    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鄭賦然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冼慧珊    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周貝蔚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吳君德    

六樓六樓六樓六樓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胡礎雯    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譚志雄    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黃碧瑤    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張少芳    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李思哲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陳敏嫺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46, 81,46, 81,46, 81,46, 81,    

549,549,549,549,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6161616    

101, 322101, 322101, 322101, 322    

321,321,321,321,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65,65,65,    

115115115115    

24,24,24,24,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7,17,17,17,    

43, 42043, 42043, 42043, 420    

52, 128,52, 128,52, 128,52, 128,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19,19,19,19,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265, 438265, 438265, 438265, 438    

52, 416,52, 416,52, 416,52, 416,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0,90,90,90,    

438438438438    

52, 335,52, 335,52, 335,52, 33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88,88,88,88,    

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這是餅,,,,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65656565,,,,    

189189189189    

187, 505,187, 505,187, 505,187, 505,    

頌新頌新頌新頌新 94,94,94,94,    

543543543543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佳佳佳佳 19191919 佳佳佳佳 69696969    

佳佳佳佳 20202020    
------------    

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    

佳佳佳佳 19191919 佳佳佳佳 127127127127    
------------    

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同心聚集,,,,    

佳佳佳佳 63636363 佳佳佳佳 127127127127    
------------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李李李            慈慈慈慈            英英英英            廖廖廖廖                            淑淑淑淑                                卿卿卿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劉劉劉劉        珠珠珠珠    ------------    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梁笑琼    ------------    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黃詠琪    ------------    ------------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    ------------    
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李志雄    

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連珮瑩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王中真    
------------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    

崇拜代禱崇拜代禱崇拜代禱崇拜代禱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朱婉婷    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周于琴    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黃鳳玲    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林志雄    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李慈英    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梁詩雅    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趙仕傑    

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司事執事    李李李李        志志志志        雄雄雄雄    蔡蔡蔡蔡                            志志志志                            明明明明    

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音響小組    梁梁梁梁        健健健健        華華華華    劉劉劉劉                            健健健健                            鋒鋒鋒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