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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仰望                  謝詠雯傳道 

回顧頌恩堂過去三年，教會方向都以屬靈生命成長為嚮導，鼓勵信徒建立穩健的靈

修生命，2017 年「主話進心 靈裡更新」，鼓勵信徒著重靈修生命，屬靈生命靠上帝的話

漸漸成長。2018 年「立定主話 心意轉化」，強調信徒在上帝的話中經歷生命轉化，除去

舊我，換上新我。2019 年「承擔使命 作主見證」，上帝的話語會帶來生命的改變，從而

活出見證的生命。未知過去的三年，頌恩堂眾肢體在靈修操練中成長有多少？生命在主

裡又經歷了多少成長？ 

2020 年主題︰「效法基督 靈裡相交」，我們也知道凡接受耶穌基督作生命救主，都

承擔著主的吩咐，作基督的門徒，耶穌的門徒要效法基督，不是活在孤島，不能獨善其

身，耶穌的門徒無論是否參與教會事奉，或作家庭主婦、社會工作，退休人士、長者、

學生，甚至初生嬰孩，都是耶穌基督的門徒，或者眾人成長步伐各有長短，但身份卻是

一樣，都是回應同一召命，效法基督，活出召命，因此，信仰群體在聖殿大家相見，互

相守望，靈裡相交。正如腓立比書 1:9-11 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教導；我所禱告的，就是

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

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上帝。保羅提醒我

們，愛心的基礎是耶穌基督，祂也是愛的中心，信徒無論在理性及情感上都效法基督，

叫屬靈生命漸漸成長，達至成人階段，並看見生命結滿仁義的果子；仁義可作屬靈果子

的特質：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 5:22-23)。叫上

帝在我們的生命及聖教會中得榮耀。故此，2020年「效法基督，靈裡相交」；強調信徒的

團契生活，聚集不只關心各人的工作、生活，更要在靈命生命上彼此提醒，共同成長，

成為榮耀主的群體。今年，聖工特別關注門徒培訓及祈禱生活。 

另外，聖工反思現祈禱會的參與人數，明白在現實處境及時間上，不是一個最好的

時候讓弟兄姊妹抽空參與，就著過去參與祈禱會的肢體不多，面對教會發展、堂產問題、

聚會地方長期存著隱憂，頌恩堂有逼切的需要，同心祈禱，求問主的心意，經歷主給我

們開出路。 

正如奧古斯丁所說︰「祈禱是通往天國的鑰匙」；當馬利亞聽到從上帝而來的話語

時，她將上帝的話存在心中，反覆思想 (路二 19)；聖方濟︰「祈禱是相信上帝對人愛的

眷顧，人將自己的重擔交給上主」；聖依納爵︰「祈禱是朝向上主方向看每一件事。」 

故此，頌恩堂的祈禱會必須與時代接軌，由 2020年 1月開始，祈禱會由現時主日早

禱會及週三晚禱會，改為逢每月第二、四個主日崇拜後隨即進行，名為︰「全堂祈禱會」，

在不多於 30分鐘內，祈禱會亦會分兩部份，一方面係為個人屬靈生命成長反思祈禱，加

入門徒訓練元素，重整門徒的生命素質，建立完整的門徒觀，讓神的教會成為合神心意

的教會。 

馬丁路德話︰「如果有一天我忽略了禱告，我將失去信心之火」。本仁約翰話︰「禱

告是靈魂的盾牌，是對上帝的奉獻，是給撒但的皮鞭。」 

2020年，為關心信徒屬靈生命持續成長，教會鼓勵教友盡可能參與合適年齡的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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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契中學習肢體相交，聖工鼓勵各團契定立明年週會內容時，也關注門徒訓練的教材，

這方面，聖工會全力支援不同年齡層的門徒訓練教材，團契也學習開放團契，邀請身邊

所認識及慕道肢體參與其中，使「效法基督，靈裡相交」可以具體實踐出來。 

說是今日，不如說是未來三年，由 2020-2022年，主給眾同工同一領受，頌恩堂要進

入一個新的季度，眾人要效法耶穌建立基督的教會。 

2020年「效法基督 靈裡相交」(腓立比書 1:9-11)； 

2021 年「效法基督 同作主工」，信徒要效法基督，服事基督，認定門徒的身份，要

在世上作鹽和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2022 年「效法基督 作主門徒」，這一年強調作門徒，建立門徒，教會若能實踐門徒

的召命，必然看見上帝的祝福，教會復興。馬太福音 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展望未來三年，頌恩堂將會進入充滿挑戰的季度，呼籲眾弟兄姊妹逢二、四個主日

崇拜後為主抽出 30分鐘，祈禱守望教會。讓我們的生命與我們的教會一同經歷更新轉化。 

屈指一數，新一屆執事將於 3 月誕生，我們感謝今屆執事一直以來為上帝的家所作

的默默服事，他們作了上帝的執事，願上帝的話語成為他們安慰。約翰福音 12:26「若有

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

重他。」 

在此，聖工也引用保羅給提摩太的勉勵話，給準執事一些勉勵話︰「同樣，作執事

也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酒，不貪不義之財；要存清白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奧秘。

這些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才讓他們作執事。同樣，女執事也必須端莊，

不說閒話，有節制，凡事忠心。執事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兒女和自己的家。因

為善於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無懼地堅信在基督耶穌裏的信仰。」(提

摩太前書 3︰8-13)。 

願主激勵人心，也願眾教友同心守望，在未來願主興起為主發熱心，活出見證的執

事們，樂意委身的執事，與聖工同心建立基督的身子。 

信徒群體有如一副大併圖，信徒手執一片，各按恩賜，發揮不同功效，正如保羅在

提摩太前書 12章的教導，眾人在不同的崗位服事基督的身體，揍合成一副美麗的拼圖。

在主給與的新季度上，願我們一同服事耶穌基督，彼此建立，成為屬靈的軍隊。展望頌

恩堂處處聽見證，常常談論主及祂的作為。一天，當新朋友到來，聽見看見我們的見證，

便確信天國在人間，以至我們能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天上的父，叫父的名在我們當中得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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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樂欣姊妹洗禮見證 

各位主內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剛剛聖誕節受洗的何樂欣。 

我大約在讀幼稚園 K3 的時候認識主耶穌，當時我媽媽帶我去一間在深水埗的教會，我每逢

星期日都會和媽媽一起返崇拜。媽媽跟我說，當時的我很喜歡返教會，返教會的時候，我會和

其他小朋友一起上主日學，透過故事學習聖經的道理，還會背誦金句。到現在還記得，我曾經

將詩篇 23篇倒背如流，所以我從小便認識主耶穌。 

還記得升小學的時候，媽媽幫我報了一間天主教小學，一間基督教小學，到了有派位結果，

雖然媽媽很想我入那一間天主教小學，但我派不到，她還說可能是上帝希望我入讀基督教學校

呢。後來我轉了在小學返教會，從而更加認識上帝的話。但在小六的時候，因為逢星期六都要

回學校補課，心想：「假若我星期日都回校我便沒有自由時間了。」於是心中起了一個念頭，星

期日還是不要返教會了，漸漸地我開始遠離了教會這個群體。其實我心中一直都確信上帝，但

心中卻有很多的理由去拒絕和逃避，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是魔鬼作怪。 

後來，清叔叔帶我返頌恩堂的聚會，我再一次回到天父的家中。我很慶幸自己再一次回到

天父的家中，沒有讓魔鬼令我消沉下去。十分感激清叔叔帶我來頌恩堂，令我對返教會不會有

厭倦的感覺；現在我還在教會事奉，希望藉着事奉去更加認識和親近主。 

信主後，我感覺自己有一個強大的後盾在我背後，雖然信主的路兜兜轉轉，有高低起伏，

但我仍然確信主耶穌。明白祂是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並流出寶血救贖我們，引領我們得到永

生的上帝。因為有主耶穌，我心中有平安、有喜樂，亦盼望祂以後可以繼續警惕我，無論在學

業上、家庭上、或者教會上，都提醒我要做好基督徒的身份，努力學習去事奉祂，用敬拜去讚

美祂，好令我心中常存平安、喜樂，正如聖經約翰福音 14章 27節：「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

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阿們！ 

 

薛必莉姊妹洗禮見證 

我成長在一個拜神的大家庭，我父母每天早上都會念經拜佛。中國節日我父母都會買水

果和燒豬燒雞來還神。父母又不時到黃大仙拜神。家裡還會問風水，當我結婚時，父母更會

看通勝擇吉日。 

去年經好朋友介紹，說尖沙咀有間教會，不會好像之前返的那間教會，一定要朋友安靜，

是容許小朋友玩，於是我開始參與頌恩堂聚會。剛來的時候，朗朗還未適應，所以也不是常

常參與。年中時因一些不愉快的事，讓我又想起教會，而且，返到教會覺得整個人都很舒服。

教會更有姊妹們及謝姑娘常常花時間和我聊天，每次聊天之後，我心情也都好多了。 

由於我兒子一直都不太適應所讀學前班的學校，與教會姊妹分享，她又介紹我兒子入讀

路德會幼稚園，在過程中又給與幫忙，我真的很感謝天父，也感謝姊妹的，面試能夠成功，

我們都很開心。現在，朗朗可以在基督教幼稚園上課，認識更多關於主耶穌的事。自從我返

教會認識上帝之後，也發現自己比以前開心多了，我會常常禱告，不會放棄跟隨耶穌。 

信主後，自己也改變了，待人處事的觀念都有所改變。當不開心的時候，我會禱告交托

主。我先生小時候已經參與教會，是一位基督徒，所以與先生的共同話題也多了。認識耶穌，

了解多了祂偉大及無私的愛，所以我一家決定跟隨主耶穌，我與兒子朗朗願意接受洗禮，成

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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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  

一、 為世界代求 

1.  求主憐憫整個香港社會，我們是“被罪”者；我們不自覺地建立，並參予結構性罪惡，卻

被綑綁其中。願主祢的國降臨，使我們從“被罪”中得釋放。亦為著社會撕裂情況而祈求

，願信徒遵行上主的誡命－愛我們的鄰人，以愛款待跟我們有差異的群體。 

2.  內地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求主保守眾教會有智慧去面對修訂的條例。 

二、 為教會守望 

1.  2020年教會主題為＜效法基督、靈裡相交＞。 

鼓勵弟兄姊妹效法基督、靈裡相交，願上帝得著我們，願我們都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存心謙卑，效法耶穌，顯明基督。我們不單是要得着基督，效法基督，還

要活着就是基督。「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哥林多前書 11:1） 

2.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每天養成祈禱的習慣，並為香港今日混亂無序的社會代禱。我

們的口號：「每天五分鐘，守望香港不放鬆」----其實禱告的功課，就是信心的交

託，多禱告，多有力量，祈求主保守我們的家♡香港。 

3.  請為本堂兒童事工招募導師祈禱，如有感動委身兒童事工的弟兄姊妹，請與謝姑

娘聯絡。 

4.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1月15日周三崇拜禱告，願在此崇拜裡，讓榮

耀頌讚歸與神，平安喜樂歸與人！ 

5.  本年度聖誕節聚會有眾多信徒及親友出席，願福音臨到眾人。 

6.  請為W夫婦及P區代禱： 

 同心為P區代禱，記念W家庭在宣教路同心同道服事主。請守望W家庭和同工

、信徒領袖堅守靠主同行，牧養群羊！ 

 請以代禱及奉獻支持W家庭、P區事工及同工薪酬需要。 

 P區最新近況： 

2019年教會主題︰「順著聖靈而行」，鼓勵弟兄姊妹讀上帝的話。 

有鑑於聚會人數增加，已租用同座單位進行聚會，長遠方向仍尋求主帶領，以

購堂為長遠發展，減低長遠租金開支，求主指引。 

10月及11月分別帶領2人及1人信主。神蹟在我們中間！曾向一位說話不清的患

病婆婆傳福音，她不願接受，但主在她孫女禁食禱告時，聖靈催促她向外婆傳

福音。外婆對答流暢，決志信主。於是我們便為她洗禮。求主堅固她的信心，

一生跟從主！ 

三、 為肢體禱告 

1.  請為弟兄姊妹及其家人身心靈代禱，求主保守看顧︰鍾玉芬傳道（復康穩定)、黃

笑添（病患疼痛中經歷平安）、周惠玲（病患疼痛得舒緩）、何竹筠（長期神經痛

毛病）、鄭少瑛（腰痛得醫治）、蔣美蘭（復康路）、鄧月鳳（復康路）、范澤褀（

復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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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主恩 12月 

聚餐前後 

(左上) 青少年們為聚餐當日程序商討細節 

(右上) 導師與孩子為當中排練耶穌水變酒事蹟 

(左中) 為每一位嘉賓送上一點心意 

(右中) 喜樂團團友當日獻唱詩歌作準備及當天獻唱 

(左下) 執事同工敬酒 

(右下) 當天來賓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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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2日(主日) 

兒區主題︰親親孩子親親家 

在準備迎接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與一眾 

暑期聖經班的孩子一起預祝耶穌降生。 
 
 

 
 

頌讚主恩 12月洗禮篇 

嬰孩洗禮：(左上)吳錫芠、(右上)曾正朗、(左中)吳貝兒 

成人聖洗禮：(中右圖)由左三至右二排列)梁正國、何樂欣、周義德、羅婉珊、歐笑容、薛必莉、陳九 

堅振禮：梁耀生(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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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為配合教會發展，教會祈禱會將會改動，2020年一月開始，週三晚祈禱會及主日早上
9:00祈禱會，將會取消，祈禱會將改為逢二、四(主日)崇拜後舉行，名為︰「全堂祈禱
會」(30分鐘內)，崇拜後隨即進行，鼓勵全堂弟兄姊妹參與，以禱告守望、關心頌恩
家的發展。而1月5日主日上午9:30，特設「歲首早禱會」，歡迎弟兄姊妹參與，為教會
守望、代禱。 

2.  願耶和華保守你，祝福你，在新的一年中滿有祂的恩惠，平安和喜樂，生命更加散發
基督馨香之氣，在世上為鹽為光。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與你同在，與
你的家人同在。 

3.  為了保持教會聚會後的整潔︰「教會是我家，我要愛護祂」，鼓勵一人一行動；各團
各部使用場地後，請自行整理，將設施還原及將物品放回原處，讓下一個使用者能有
效享用教會的設施，同心維持上帝家的整潔。 

4.  逢主日崇拜前10分鐘（早上10:50）在正堂有「教會事工祈禱會」。願弟兄姊妹參與其
中，以禱告交託，並在祈禱中，看見上主的禾場等待我們收割的迫切，盼望上主的悅
納和保守眾弟兄姊妹的愛心侍奉。 

5.  金鑾大廈進行裝修工程，外牆搭建棚架，大廈內部亦有維修工程，請教友出入小心，
工程預計至今年6月完成。 

6.  有關金鑾大廈1B單位，因租用條款雙方未能有共識，所以暫時擱置。 

7.  本堂開始派發福音揮春，每家庭一份；歡迎教友多取一份送給未信主的親友，散會後
請到招待處索取，送完即止。 

8.  1月5日主日崇拜後在副堂設有茶聚，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會後清潔及整理工作由姊妹
團負責。 

9.  教會於1月7日（星期二）下午7時30分在頌恩堂E座舉行執事會議，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有關會議議程已張貼在執事會報告版上，歡迎弟兄姊妹閱覽。 

10.  張牧師將於1月17日至23日放假外遊，求上帝保守他和師母旅途平安！ 

11.  教會於1月19日舉行社區探訪，探訪無家者。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當日下午1:30

在教會正堂集合。 

12.  環球聖經公會於1月7日至21日(共3堂），逢周二晚上7:30－9:30在本堂舉行「但以理書
解讀」聖經課程，講師是莫鉅智博士。詳情請查閱有關海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13.  截至2019年12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387元，港幣定期戶口結存3,000,000

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332,275元，合計結存為3,332,275元。 

14.  2019聖誕聚餐收支表 

收入 支出 

成人餐券$180（109張） 19,620.00 聖誕聚餐（17席） 52,660.00 

長╱兒童餐券$100（82張） 8,200.00 聚餐禮物 3,521.00 

教會津貼 30,961.00 同工紀念禮物 2,600.00 

總收入 $58,781.00 總支出 $58,781.00 
 

 
 2019年 12 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一日 99 人 八日 103 人 十五日 132 人 

廿二日 100 人 廿五日 212 人 廿九日 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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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句句精彩 0  
 

049 生命像水壼 

生命像水壼，必須倒出許多祝福，才能盛裝更多的福氣。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 

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章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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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每月金句 0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使你們能分

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更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

稱讚給上帝。」（腓立比書 1:9-11） 

 

2020年 1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1月 4日 查經-帖後第四課 ― ― 英文班 

1月 11日 改選 ― 團契 查經 

1月 18日 跟著回憶去導賞 ― ― 英文班 

1月 25日 暫停 ― ― 查經 

1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7人 ― ― 2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1月 3日 ― 暫停 ― 

1月 10日 ― ― 生日週暨團契 13週年 

1月 17日 回顧與前瞻 ― ― 

1月 24日 ― ― 查經 

1月 31日 ―  ― 

1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20 人 7人 12人 
 
2020年 1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天父抱抱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1月 5日 
真理的帶子 

@合團崇拜 

漸文叔叔 

Ivy姨姨 

漸文叔叔 

(助)青少年敬拜隊 

Ivy姨姨 

(助)青少年敬拜隊 
Ivy姨姨 

1月 12 日 
(小)上帝希望我們順服 

(彩)為主作見證 
貝茵姐姐 謝姑娘 Sandy姐姐 潔麗姨姨 

1月 19日 九龍公園戶外崇拜 貝茵姐姐 謝姑娘 青少年敬拜隊 家長們 

1月 26日 
(小) 上帝的愛沒有分別 

(彩)歡迎耶穌 
謝姑娘 Wing Wing姐姐 寶玲姨姨 Simon 叔叔 

2020 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1月份兒區會教導兒童認識全副軍裝之真理帶子，求主幫助孩子認識上帝是真理，在生活中實踐。 

(請為兒童事工尋覓導師祈禱，求主感動人心，為兒區預備樂意委身服侍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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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週六崇拜 

日期 1月 4日 1月 11日 1月 18日 1月 25日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陳德權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講員 謝詠雯 張鍾華 雷建輝 

敬拜 王浩翔 MMO 馮威霖 

點燭 王浩翔 王浩瀚 王浩翔 

招待 陳秀慧 王鵬忠 林海雯 

插花 梁潔精 吳宇曦 李潔麗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邱萬慧 馮威霖 王鵬忠 

備註   
聖餐崇拜 

講員：長沙灣頌恩堂牧師 

基督徒合一主日 

插花：吳慧倩 

 

2020年 1月主日崇拜 

主日 1月 5日 1月 12日 1月 19日 1月 26日 

節期 
聖誕後第二主日 

（白） 

顯現後第一主日 

（白） 

顯現後第二主日 

（綠） 

顯現後第三主日 

（綠） 

舊約 王上 3：4-15 賽 42：1-9 賽 49：1-7 賽 9：1-4 

書信 弗 1：3-14 羅 6：1-11 林前 1：1-9 林前 1：10-18 

福音 路 2：40-52 太 3：15-17 約 1：29-42上 太 4：12-25 

聖詩 

頌主 188 

頌主 342 

頌主 43 

頌主 122 

頌主 41 

頌主 340 

頌主 318 

頌主 486 

頌主 126 

頌主 474 

頌主 431 

頌主 263,262 

頌主 306 

頌主 128 

頌主 309 

頌主 132 

頌主 391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朱泰和 張鍾華 

講員 謝詠雯 張鍾華 雷建輝 陳德權 

襄禮 范澤祺 徐嘉榮 羅燕萍 韋四順 

讀經 陳秀慧 梁家碧 劉家麟 林潔冰 

入壇前詞 韋四順家庭 陳志樑家庭 李偉賢家庭 何漸文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王浩翔 林潔麗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梁正國 梁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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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蔭莉 陳志樑、梁家碧 李偉賢、呂小燕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岑蔭莉 陳志樑、梁家碧 李偉賢、呂小燕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姊妹團 
 

聖餐崇拜 

講員：長沙灣頌恩堂牧師 

基督徒合一主日 

 

 

敬請注意：各部負責人如未能按以上編排出席，務請通知鄭幹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