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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緬懷李泮松牧師 

主內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年近歲晚，古人云：光陰急促，歲殘年盡；急景殘年，能

不依依，能不緬懷？主曆一月三十一日的上午 5時 44分，我們敬愛的李泮松牧師於港島

東華東院息勞歸主，回到天父的懷裏。眾同工執事們也感慨萬千，羅燕萍執事的回應最

激勵我，她以提摩太後書 4章 7至 8 節歸納李牧師的一生：「那美好的仗李牧師已經打過

了，當跑的路李牧師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李牧師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李牧師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他的。不但賜給李牧師，也賜

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他日，張牧師的墓誌銘也當如此，那時在天之靈心謝主恩，口

誦：「讀聖經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早年從李牧師口中得知他慕道的經過，話說當年他路經上環聽到佈道佳音，頌主的

歌聲，聲聲入心，主的呼喚引領他加入教會。後來在西教士的鼓勵下，1956 年毅然入讀

樂育神學院(1955 年崇真會創立，設校於西貢，1966 年併入崇基神學院內)；同年被派到

剛建立的路德會頌恩堂(堂址租用彌敦道 205 號 5 樓的中國聖樂院)實習一年。期間協助

並充當何腓力牧師的翻譯。 

我認識李牧師始於 1994 年，那時，頌恩堂召請了李牧師回巢為全職同工。和他交談，

第一個印象他是沒有架子，很隨和的長者；而他事奉的經歷很不簡單，攀過高峰，又走

歷低谷，又跑過五湖四海–從香港出發，在澳門、台灣和美國三藩市也留下牧養的佳美

腳蹤！而 2000 年 2 月，因應教會的需要，再邀請已於 99 年退休的李泮松牧師「出山」。

2003 年 11月李泮松牧師轉任為本堂顧問牧師，直至 2016 年尾方才卸下重責，安心的退

休。 

說到「退休」，李牧師對頌恩堂愛護有加，盡忠職守，但感於歲月催人，他早在 2012

年就鼓勵後輩承擔使命，接班帶領發展教會的重任。當中沒有私心，有的是忠於上帝，

愛護教會的心思意念。他在此對本堂的無私奉獻，對上帝的順服忠信，確是頌恩堂的瑰

寶，是眾會友需要效法和學習的模範。 

今年本堂的主題「承擔使命、作主見證」，而李牧師一生的事奉上已承擔了主所交托

的使命，又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請各教友為師母和其家人祈禱，求主安慰和保守師母

一家。 

下星期二是大年初一，春滿樂乾坤，佳節喜洋洋，

在此祝大家： 

「一神信靠，萬象更新」，「一經開卷，八福臨門」    

祝 

新年蒙恩，靈命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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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馬太福音 5:3)      陳德權傳道 
筆者來到香港路德會頌恩堂侍奉剛一個月。十月初牧師吩咐我寫一篇分享文章，當天我已完成了初

稿。所謂 「初」就是有待更改和更新；就像書本的出版，修正和更新是必需的歷程。頌恩堂中，有初信

主的，也有與主走過三、四十年多的信徒，修正和更新是上主給我們恩典，為此，我們感恩。 

本次分享是來自馬太福音五章三節。這是登山寶訓中，耶穌講及「八福」的第一福。這一節是大家

耳熟能詳的經文：「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選擇這節分享，皆因在馬太福音的敘事

中，五章三節可算是耶穌向群眾的第一句清晰的教導。筆者的意思，不是耶穌在登山寶訓之前，沒有教

導。四章二十三節已指出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回到五章三節，於我們而言，這是很難明白的教導。何謂心靈貧窮？心靈是甚麼？事實上，聖經中

有很多用語，我們聽得多，講得多，卻明白得少！我們甚至假設自己已明白當中的意思，「代代相傳」，

教導下一代基督徒一種含混的明白！雖然已踏入十一月，但今年教會的年題：「立定主話，心意轉化」是

何等重要的教導和提醒。基督徒的「修正和更新」必須在上主的話語中作起始！所謂「心靈貧窮」，其實

是指到謙卑。因為猶太人是背誦五經成長的，當耶穌提到心靈貧窮謙卑，就會使當時的群眾想起民數記

十二章三節：「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地面上的任何人。」這樣看來，摩西的生平和性格則成為我們理

解馬太福音五章三節的鑰匙。 

摩西在出埃及和在曠野漂流時，是不是一個「老好人」？是不是不惜一切只跟出埃及的群眾，建立

美好關係？他沒有這樣做！出埃及記中有一位 “Yes man”，企圖滿足群眾的需要，就是摩西的哥哥–亞

倫，金牛犢事件就是在群眾的要求下和 “Yes man”亞倫 “成就”出來的惡事。出埃及記三十二章二十五

節：「摩西見百姓放肆，因亞倫縱容他們，使這事成了敵人的笑柄…」摩西見到那些被上主已救贖的一群，

竟然不聽上主的教導；如果你是摩西，心情如何？須知道我們也是被救主已救贖的一群。那時摩西給了

他們回轉的機會：「凡屬耶和華的人，都到我這裡來！」可惜的是，只有利未人回轉。那天摩西下達上主

的命令：「你們各人把刀佩在腰間，從這門到那門，來回走遍全營，各人要殺自己的弟兄、鄰舍和親人。」

經文記載：「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約有三千人。」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摩西，如何可能成為上主口中「為

人極其謙和，勝過地面上的任何人」？ 

在民數記十二章後的發展，當我們讀到十六章時，應該會產生驚訝。「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子，以

斯哈的兒子可拉，連同呂便孫子中以利押兒子大坍和亞比蘭與比勒的兒子安，帶了以色列中的二百五十

個領袖，就是有名望、從會眾中選出來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太

過分了！全會眾人人都成為聖，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甚麼抬高自己，在耶和華的會眾之上呢？」

換轉今天的場景，就是堂會中的長老們、執事們、部長、團契組長們直斥教會的領袖：「我們都成為聖，

上主亦在我們當中，為何你們抬高自己？」事實上，在香港教會圈中，這種情況屢見不爽！過去多年作

為自由傳道的我，久不久就風聞相類似的事件。回到聖經，上主視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地面上的任

何人，何解群眾的理解不是這樣？當我們再細心閱讀民數記十六章一至三節時，可以有這樣的詮釋–摩

西和亞倫經常指責會眾這裡和那裡不聖潔，不符上主的教導，群眾才有這樣強烈的反響。 

細讀和細味上主的話，是非常重要的。金牛犢事件，上主大發烈怒，甚至說：「『你』從埃及領上來

的百姓已經敗壞了。」在聖經其他地方中，上主表示，是「祂」從埃及領祂的子民出來；現在卻說：「你」—

摩西！摩西深諳出埃及的那班人必定已闖了大禍！上主更向摩西表示，要使他成為大國。摩西沒有因此

而接受，相反，說了一番話，說服上主回心轉意。及後，摩西更表示：「求你赦免他們的罪；不然，就把

我從你所寫的冊上除名。」由此可見，在主眼中，摩西既不是弄權，和滿有權力慾的人，亦不是口不對

心地表達一些「偽」「屬靈」的言辭；摩西的謙和，明顯是展現出對上主的話之看重為首要，其次便是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將自己和性命置於所有人之下。目的只有一個，放下自己，與群體共同成就上主的

話語。這個先後次序，是不可倒轉的。 

「天國是他們的」意思是，上主作王掌權的時候。願意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應放下身段，看上主話

語為首，其次是視別人的生命比自己更重要，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可無條件交出。因為我們已全然地伏

在祂的權柄之下，這樣才是活出上主眼中有意義的人生–有福的人。 

我是一個初職傳道同工，是跟頌恩堂弟兄姊妹一起學習信仰，一起認識上主的一員。傳道同工必須

做的，是先要讓弟兄姊妹們明白上主的話，並一起在主的話語中被祂更新和建立–學習作謙和的祭司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們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章 14-16節 

4 

靈修專欄 

由六月開始，一連十二個月，教會以蔡貴恆先生《歸回

安息–生活中的靈程手記》作為每月靈修分享，鼓勵繁

忙生活中的信徒，以默想，力求安靜，進入與上帝同在

的寧靜中。在忙亂的生活中，仍可操練心靈的安息，並

踏上朝聖之路。  

牧師之死 

死死生生，生生死死。 

我還清楚記得那天晚上的說話。我對管仲連說，我想寫本小說描繪一下牧師的心路

歷程並命名為《劍客之死》。管兄回應說，何不直稱為《牧師之死》，我當時大稱︰「妙！」 

今天晚上舉筆之際，我非常清楚我對死仍末認識透徹，不得不承認我衝動寫書意念

中的浮誇成分。起初，我以為對「死」已把握得相當透徹、生活也受過考驗、心靈也常

自省，誰知我仍是「死」的陌生朋友。若我在心靈中未曾細味過「死」，也未細想主的死

路，我又如何談死與生呢？ 

於是，我得到一份突如其來的死亡禮物-----父親的重病！ 

四年前，六四的打擊在心靈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今天，主允許家人的病苦成為

心靈的重負，很重很重。 

六四讓我看清極權統治的可怖，但也帶給我一份對民族悲劇命運的虧欠感。家人的

痛苦與孤單在心中也刻下深痕，叫我看見在死亡權勢下我的無能與無助。 

雨中仰望彩虹，當我以為我能選擇生命的那一剎，死亡卻忽然的逮住我。我只能說

彩虹可望而不可即。 

進出醫院的日子，我見到很多命運與我一樣的人，永遠拖著疲乏的身軀，逃避目光、

對話，只自責地希望這些事能過去，又或者從沒有發生過。遭逢厄運的若非只我一人，

我又憑甚麼說我能分享面對死亡之心路歷程呢？ 

和艾略特的《荒園》(Wasteland)–代表著一個痛苦的追尋–相比，《牧師之死》不單

未夠深度，甚至是太高估了自己；和梅頓1寫作的心情相比，我就更感無地自容。在回覆

教宗的邀請主講「默觀生活」的函件中，梅頓一開始便說︰「這只是一個罪人寫給另一

個罪人的信而已。」 

或者泰澤的羅哲弟兄2的話多少代表了我的愧意:「我怎能告訴你我的生平及作為

呢？……因為我們從來不是一個人去創造，總是神行在一切的事情之前、引路開路……」 

因此我只能告訴你的就是:「我死了。」 

死亡是如此的遙遠，又如此的接近，是如此的可怕，但又使人不得不想它、反而想

了解它；但我們真的可以分析死亡嗎？其實、死亡常常是意外臨到的！那時我們才忽然

明白活著多好的道理。或者，曾經歷大災難而仍然活著的人更能明白活著多好的真諦。

德國集中營中的猶太人、大戰中保家衛國的戰士、搶救生命的醫護工作者……都是死亡

的良師。 

活著時有多少怨恨與不和，有多少過失與懊悔，在生命結束的那一剎，卻有一種力

量，要改變這一切。原來死亡化解一切的怨恨、死亡叫人徹底的覺悟，一個面對死亡仍

無動於衷的人，我們還能稱他為一個人嗎？ 

                                                 
1 梅頓可稱為近代最偉大的神秘主義者(mystic)之一，因為他對默觀生活有深刻的體驗。但梅頓同時也是一個和平

主義者、一個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有深遠的影響。 
2 羅哲弟兄(Brother Rogers)是法國泰澤(Taize)靈修運動及共融析禱的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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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2019年的全年聖工主題：「承擔使命、作主見證」，主題經文：「我
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詩篇116︰13)本堂的牧養強調
信徒須承擔作門徒的使命，無論在教會內外，活現基督的見證。求主
幫助我們成為熱心的門徒，盡忠的服侍主，幫助有需要的人；又要無
時無刻，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證，傳揚平安的福音，領人歸主。 

2.  成人主日學「約翰福音研讀」將於1月6日開課，逢星期日上午9:30-10:30

在E房舉行，共10堂。導師為李炳森傳道，簡介及報名表已張貼在報
告版上，歡迎會友參加。 

3.  李泮松牧師於1月31日上午5時44分於港島東華東院息勞歸主，已回到
天父懷裏，願主安慰李師母及家人。 

4.  環球聖經公會於2月26日，周二晚上7：30－9：30，在本堂舉行「同
志釋經解讀」課程，講師是黎永明博士。詳情請參閱有關海報，歡迎
弟兄姊妹參加。 

5.  教會將於2月24日主日崇拜後，隨即舉行「堂產及擴堂第二次諮詢交
流會」，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6.  截至2019年12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231元，港幣定期戶口
結存2,500,000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691,095元，合計結存為3,271,326

元。 
 

 

 

 
 

 

 

 
 

 
 

 
 

 
 

 

 
 

0 2019年1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0 0 
 
 

 
 

 

六日 129人 十三日 120人     

廿日 131 人 廿七日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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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家事消息 

感謝馮卓欽牧師在本堂主講由協同神學

院舉辦之希伯來書平信徒普及神學課

程，造就信徒生命，願主繼續賜福他及他

的事奉。 

主樂團祝福各人主內蒙福！ 

←←←←←←←←←← 

眾執事與路德總會戎子由會

長晚膳，一同探索堂會發展。

願眾人同心守望教會發展。 

 

 

↓↓↓↓↓↓↓↓↓↓↓ 

外展探訪隊前往社區探訪街

坊，將愛主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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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韋俊彥弟兄及鍾敬兒姊妹在天父及眾人的見

證下，立下婚盟，成為夫婦。 

願我們同心守望一對新人，踏入人生新階段，一生愛主，

彼此相愛，在這世代裡，見證主，活現基督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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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0  

一、 為世界代求 

1.  內地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網上商店更停止售賣聖經。求主保
守眾教會有智慧去面對新修訂的條例。 

二、 為教會守望 

1.  2019年的全年聖工主題：「承擔使命、作主見證」，主題經文：「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稱揚耶和華的名。」(詩篇 116︰13)本堂的牧養強調信徒須承擔作門徒的使命，無論
在教會內外，活現基督的見證。求主幫助我們成為熱心的門徒，盡忠的服侍主，幫助
有需要的人；又要無時無刻，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證，傳揚平安的福音，領人歸主。 

2.  為現屆執事與同工禱告，求主加添眾人愛主的心，運用主賜的恩賜，建立基督的身體，
叫基督的福音得興旺。 

3.  擴堂委員會的擴堂建議已提交執事會討論及通過。求聖靈賜教友智慧，在擴堂事工
上，同心合意，推動本堂的發展，願頌恩堂繼續為主發光，榮耀耶穌聖名。 

4.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周三崇拜祈禱，願在此崇拜裡，讓榮耀頌讚歸與
神，平安喜樂歸與人！ 

5.  請為W夫婦及P區代禱： 
 P區同工同心服事，同得美好果效，求主繼續帶領團隊，領受神的異象和引導。 
 感恩近況︰經過一年多的祈禱服事，現穩定出席聚會人數有50人。弟兄姊妹懇切祈
禱的屬靈操練，經歷聖靈的印證，看見群體中的生命改變，也激勵眾人靈裡合一向
主的心。 

 P區重點事工： 
1. 1月舉行了省外旅行，參與人數約50人。願友誼佈道發揮生命見證果效。 
2. 栽培班：透過英文班、信仰成長班、建立牧養平台。 
3. 恆常祈禱探訪服事。 
4. 詩班培訓，包括指揮及司琴訓練課程，提升崇拜的內容。 

請繼續以代禱及行動記念 W 家庭、P 區事工及新同工薪酬需要，求主感動人心，使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叫上帝的國度得擴展。 

三、 為肢體禱告 

請為弟兄姊妹和家人身心靈代禱：鍾玉芬傳道(求主保守復康階段穩定)、陳仙寬（心

臟毛病，求主看顧）、黃笑添（求主保守他身心靈靠主安穩）、周惠玲（病患疼痛

得舒緩）、何竹筠（長期神經痛毛病，靠主心得安穩）、鄭少瑛（腰痛得醫治）、蔣

美蘭（盼早日康復）、鄧月鳳（盼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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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精彩  
 

038 心眼小 

如果我們的心眼小，我們的人生就少有大驚奇。 

「眾人都驚奇，也歸榮耀給上帝，並且滿心懼怕，說：「我們今日看見不尋常
的事了！」。」（路加福音 5章 26節） 
 

主要啟發你：能力使你優秀，品格使你偉大，渴慕使你謙卑、順服使你跨越。 
節錄自《句句精彩》；作者：郭昭南牧師；出版︰保羅文化 

 

 每月金句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水旁，
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毫不察覺，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一無掛慮，並
且結果不止。」(耶利米書 17:7-8) 

2019年 2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2月 2日 愛筵 （13/2）團契 ― （3/2）英文班 

2月 9日 戶外分享 ― （8/2）盆菜宴 （10/2）查經 

2月 16日 聖經人物介紹 （17/2）團契 ― （17/2）英文班 

2月 23日 有你參與更好 ― （22/2）查經 （24/2）查經 

1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8人 9.5 人 6.5人 3 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2月 9日 ― 新春團拜 ― 

2月 14日 ― ― 團拜 

2月 16日 敬老午餐會 ― ― 

2月 28日 ― ― 對對踫 

1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14人 15人 11.5 人 

2019年 2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天父抱抱 小種子 小門徒 彩虹精兵 

2 月 3 日 
我的救贖主…… 

耶穌@合團崇拜 

謝姑娘 

Ivy姨姨 
貝茵姐姐 

謝姑娘 

(助)桂芳姨姨 

Ivy姨姨 

(助)Wing Wing姐姐 
(助)青少年敬拜組 

2 月 10日 
(小門徒) 大能的耶穌 

(彩虹精兵) 流行 
謝姑娘 桂芳姨姨 

Sandy姐姐 

(助)耀生 
Shirley姨姨 

2 月 17日 
(小門徒) 信心的攔阻 

(彩虹精兵) 選邊站 
貝茵姐姐 謝姑娘 

Ivy姨姨 

(助)樂欣 
Alex叔叔 

2 月 24日 
(小門徒) 最重要的事 

(彩虹精兵) 全力以赴 
貝茵姐姐 

寶玲姨姨 

(助)樂欣 

桂芳姨姨 

(助) Bobby 
Shirley姨姨 

2019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1. 求主看顧眾導師，在百忙工作中，賜與事奉動力，加添各項賜恩，互相配搭，作孩子的生命導師。 

2. 求主使用全年信息，開啟小孩悟性，認識真理，在真道上扎根，一生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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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周六崇拜  

 

 

 

日期 2月 2日 2 月 9日 2月 16日 2月 23日 

主禮 張鍾華 張鍾華 陳德權 陳德權 

講員 李錦定 李志廣 張鍾華 黃家聲 

敬拜 MMO 王浩瀚 王浩翔 馮威霖 

點燭 王浩瀚 王浩翔 林海雯 王浩翔 

招待 陳秀慧 鍾尚志 張美麗 林海雯 

插花 梁潔精 吳宇曦 吳慧倩 李潔麗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馮威霖 羅燕萍 王鵬忠 邱萬慧 

備註 講員：MMO牧師 講員：聖腓力堂牧師 聖餐崇拜 講員：生命堂佈道所教士 

 

 

 

 2 月主日崇拜  
 

 

 

主日 2月 3日 2月 10日 2月 17日 2月 24日 

節期 
顯現後第四主日 

（綠） 

顯現後第五主日

（綠） 

顯現後第六主日

（綠） 

顯現後第七主日

（綠） 

舊約 耶 1：4-10 賽 6︰1-8 耶 17︰5-8 創 45：3-15 

書信 
林前 12：31下- 

13：13 
林前 14︰12下-20 林前 15︰12-20 

林前 15：21-26、

30-42 

福音 路 4：31-44 路 5︰1-11 路 6︰17-26 路 6：27-38 

聖詩 

頌主 127 

頌主 241 

頌主 411 

頌主 431 

頌主 190 

頌主 188 

頌主 410 

頌主 427 

頌主 499 

頌主 129 

頌主 415 

頌主 265,258 

頌主 397 

頌主 044 

頌主 125 

頌主 417 

頌主 433 

主禮 張鍾華 張鍾華 朱泰和 陳德權 

講員 陳德權 李志廣 張鍾華 李鴻標 

襄禮 邱萬慧 盧銘南 韋四順 譚麗娟 

讀經 劉家麟 梁家碧 林潔冰 陳秀慧 

入壇前詞 范澤祺家庭 韋四順家庭 宋天民家庭 何漸文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王浩翔 張敬軒 

點燭 韋俊彥 何樂欣 劉家麟 梁正國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司事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祝棣華 李偉賢、梁家碧 陳志樑、呂小燕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岑蔭莉 李偉賢、梁家碧 陳志樑、呂小燕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主恩團 
講員；聖腓力堂牧師 聖餐崇拜 講員；香港三福主席 

 

敬請注意：各部負責人如未能按以上編排出席，務請通知蔡幹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