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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更靠靠著著耶耶穌穌基基督督結結滿滿仁仁義義的的果果子子，，  

歸歸榮榮耀耀稱稱讚讚給給上上帝帝。。  

腓腓立立比比書書 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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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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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信仰合作伙伴」— 執事           陳德權傳道 

於是十二使徒叫眾門徒，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膳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

應當從你們中間挑選七個有好名聲，滿有聖靈和智慧的人，我們要委派他們負起這個職責。我

們卻要專注於祈禱和傳道的職事。」（使徒行傳 6:2-4〉 

在主的恩典下，頌恩家在六月最後一個主日，選了新一屆執事，這是多麼值得弟兄姊妹們

向主感恩！我想，當我們年終數算恩典，「選執事」相信在感恩事項中，應佔一席位。疫情時，

教友大會曾兩次延後，上帝為頌恩家安排合適的時間，經歷祂的帶領和安排，願頌恩家的弟兄

姊妹永遠放在心中記念和回味！ 

相信弟兄姊妹對以上的經文，絕不陌生，一段有關初期教會成立執事團隊的起始與及要求。

我們很多時會這樣想，執事處理教會的行政事宜，傳道牧者就擔當聖工。如果我們嘗試向上帝

發問，經文真的跟我們說：「執事處理行政事宜嗎？」細讀經文，十二使徒只是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膳食，是不合宜的。」十二使徒為何有這樣想法呢？皆因他們跟從耶穌基督學習

和傳福音時，這班大男人的生活所需，與及飯食，都是一群婦女主動提供和協作，以致使徒和

婦女都可以專心跟拉比耶穌學習。這群婦女可以理解為執事的原型。可見執事不是負責行政，

而是「盡力」侍奉。如果忘記甚麼是 「盡力」，可重看筆者在頌恩堂月報的第一篇分享文章。 

我們又有另一想法，執事擔當起教牧同工「不作」的「工」！這就是牧者與執事在功能上

之別。真的嗎？假如是這樣，執事的資格就不需要「有好名聲，滿有聖靈和智慧的人」了！「滿

有聖靈」意味著是上帝有份揀選的，並參予在教會中；那七位執事對上帝話語的明白，與及對

祂的忠誠不亞於十二使徒。當我們翻看聖經，路加交待執事選舉的結果後，就提到司提反被捉

拿，與及講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聖道。從這一點看來，我們應該明白，上帝、十二使徒和眾門徒

對執事在教會和生活中的信仰及品格要求，是何其高！執事不僅要管理所屬群體的日常，還要

忠心上帝話語，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解釋聖經，將福音傳開。或許，傳道牧者和執事之間的分

別，只是時間分配在侍奉上之別，而非甚麼行政或聖工。我們必須細想，哪些行政不是聖工？！

哪些聖工不涉及行政？！行政可以非常神聖！聖工也可以非常世俗和事務！ 

初期教會，使徒們仍受「拉比侍奉文化」影響，他們不會長時間逗留在一聚會點作教導。

然而，當耶路撒冷城信徒增長速度之快，十二使徒不得不面對和回應；既要繼續向耶路撒冷城

以外傳福音，作教導，又要解決耶路撒冷教會的問題，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找「信仰合作伙

伴」 — 執事。執事須屬於這個群體，留守在其中，長時間服侍，除了管好飯食，還包括教導。

至於使徒，他們要努力思想和解釋耶穌是猶太信仰的神，比執事更要「盡心」明白希伯來聖經

和耶穌基督的教導，方能在往後的日子，去到其他猶太地區，具說服力解釋及傳講耶穌是主。 

從初期教會到現在，執事和傳道牧者都是協作侍奉上帝，而非互補不足，皆因我們都是上

帝所揀選和使用的器皿！他們都要在跟隨基督的路上，對主要有深刻和持續的明白。但願執事

不要以為自己只是教友所揀選，忘記了上帝！但願執事不要以為他們的角色僅僅處理教會行

政，忘記教導弟兄姊妹！而傳道牧者更要在聖經上持續紥根，讓執事和全堂教友明白上帝的話

語，免得整個信仰群體得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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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華幹事 
7.6.2020 

下一站@恩典♡ 

恩典是無聲，無味，觸摸不到，看不到，只能用心體

會感受和回味♡ 

 

這場世紀疫症風暴，到底能為生命帶來怎麼樣的衝擊

呢？ 

 

在“疫襲”下，多間神學院在有限的資源下，仍提供

免費課程和講座，為的是盡心、盡意、盡力侍奉主，造就信徒。讓我更深體會甚麼是憑著信心

踏出一步。願我們堅握永約恩典的上帝，把握學習祢話語的機會，生命被祢的教導和愛所改變。 

 

於我而言，這是一個新經歷、新嘗試，新挑戰，藉祢

的恩典，進入無牆教室，研讀祢的話語。只有祢話，才能

填補我心靈的憂鬱；只有祢的話，才使我有力與祢同行！ 

 

在疫襲下，人與人之間變得非常有距離！然而，祢卻

讓我經歷無障礙的學習。原來祢與我們可以那麼近！這樣

的經歷，令我深刻難忘！我懷著感恩的心獻祭給祢，學習

數算主恩。疫襲反成為祢的恩典記號，刻在我的心版上，願我永遠不忘記祢的厚恩！ 

 

祢的恩典有如海沙上的腳印，輕風一吹，好像不留下一點痕跡；原來往往只是我們在忙碌

中，不察覺祢和祢的恩典已經在我們身旁！感謝祢！是祢一直守約，施慈愛看顧著我們！ 

 

我們只要放慢腳步，用心專注聆聽祢的話，就必能體會祢的恩典；心中必泛起歡呼讚美之

聲，皆因祢已更新了我們的生命! 

 

在這段日子，我還學了一課：「等候……是要付出代價的，默默堅持，不放棄！可以等候，

也是祢賜給我們的恩典！」在疫症蔓延，正當院舍面對封院之際，停止一切對外探訪，感謝神，

施恩憐憫，讓我能以特別的方式，見到爸爸！ 

 

在祢大能的手中，豈有難成的事；在祢的愛中，豈有隔絕。祢就是那位常施恩，常看顧，

以祢的竿引領我們。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祢愛，祢手，將我們緊緊抓住。一步又一步，

這是盼望之路，祢愛，祢手，牽引我們走這人生路。 

 

就在當下，讓我們好好數算祢的恩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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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權傳道 

14.6.2020 

希律式油燈 

今天我們可能只須要按按手提電話，家中的電燈就會亮起

來。這種生活的便捷，讓我們對「燈」的理解，從實質功能，轉

到家居裝飾；現在又從裝飾，轉化為光藝設計的家居美學…人們

漸漸遺忘燈的實用功能。 

圖中的兩件東西，我想中國人的第一反應：「那是夜壺和瓶

子嗎？」當我們細心看，那個像「夜壺」的東西又未免太小了唄！

至於另一個，確實是一個瓶子！其實大標題已點出那是一盞油

燈！對於新一代，除非看過粵語長片，或是走訪過上環和西營盤

的一些老舖，否則，相信對於油燈會感到陌生。 

簡單介紹圖中的油燈，它甚有來頭！叫做「希律式油燈」。那款油燈是用陶土所造，小巧，

扁平圓型，燈嘴被刀削，向外彎，這就是它的最大特色。這款油燈，大概出現於公元前 37 年至

公元 135 年之間，正直希律家族管治猶大地時期，加上，這款油燈設計只能在當時的猶大地區

才能找到，真的可算是「土產」。當時猶太人設計這款油燈和油瓶，簡單直接，沒有多餘的美學

設計，只講求實用，便攜就是其中一個元素，油瓶可以綁在身上，盛滿油後，隨時隨地可為油

燈添加油！多麼方便啊！ 

當提到油燈，相信大部份基督徒都會想起「斗底下的燈」或是「十個童女的比喻」。不如，

就讓我們再思「十個童女的比喻」吧！ 

經文一開始提到「天國好比…」，原來這是有關天國的比喻，意思是上帝掌權作王時，祂的

子民應怎樣行事為人的教導。比喻中提到有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她們是新娘所安排，

擔當的任務，就是當新郎快來到迎接新娘時，點起油燈，不僅是營造喜慶氣氛，更讓新郎在夜

間行走時，認出正確位置。當時的習俗，婚禮當天新郎跟外父「努力傾禮金」，這是漫長的「還

價」過程，甚麼時候新郎和外父「商議」好，甚麼時候新郎才出發接新娘，難怪童女要預備燈

和油！ 

十個童女中，五個是愚拙的，究竟她們有沒有帶油呢？我曾問過一些信徒，十居其九都說：

「五個愚拙的沒有帶油！」當我們細讀經文，不難察覺她們是有預備油的啊！五個愚拙和五個

聰明的，都在等候中睡著了；她們的分別在於五個聰明的，帶備了更多的油，以防萬一新郎要

更晚才到，而愚拙的，只是帶備了「心目中『足夠』」的份量。 

這個比喻，常常被理解為「有預備和沒有預備」的信徒，這是錯誤的！上文已提到，十個

童女都有預備油。其實耶穌講這個天國比喻，是關乎作僕人/天國子民的侍奉態度：「不僅是有預

備，而是預備『有餘』！與及自覺不足！」 

今天一些弟兄姊妹視洗禮為「入會」和「獲得上帝救恩的入場券」，然而，耶穌講的這個比

喻，提醒我們，上帝可以招聚我們一起侍奉，你我都已是祂的僕人—「童女」，主是否邀請我們

進到家中坐席參加婚禮，還是請我們食閉門羹，這永遠是上帝最終極的主權。 

跟從主這段日子，我們有沒有「對主的明白，常有自覺不足呢？所以努力預備『有餘』」的

油在自己身上，面見突然來臨的上帝；還是僅僅足夠的油，就滿足呢？我們可以望著家中的燈，

作簡單內省：「信主一年，自己對上帝和聖經的明白是怎樣呢？五年後，是否仍是這樣呢？十年

後，別人跟你談信仰，會否都是認信時的內容…繼續老掉牙式表達上帝好愛我！」如果真的這

樣…是時候在信仰上重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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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詠雯傳道 
21.6.2020 

有一種追求 

「那真正拜父的，要以靈和真理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約翰福音 4:23) 

早前與路德會同工們一同前往夏達華聖殿世界參觀聖經文物，那

裡放置 600 多件新舊約時期的聖經文物。我們可從中認識聖經世界的

寶物，提升對聖經時代深一層的認識。今次，我選擇右上角圖片的手

提神像來作信仰反思。 

這是一件古代近東世界的手提神像，舊約時期，每當人們遠行，

便會携帶這類輕便神像，隨時插進沙漠或石頭，用來向他們的神明敬

拜。 

近來，留意到網上一則增值財富的廣告，鏡頭前是一名從事教育

界導師，拍攝地昰他居住的超級豪宅，內容是宣傳他的成功之道；如

何建立一個不受時間、外圍經濟、地域限制，能讓財富自動走進來的賺錢策略！ 

進入 21世紀全球綱絡化時代，人在尋求不受地域限制的商機，這會否也是今日信徒的心聲？

除了增值財富，我們可有思考賜與我們生命的造物主？祂對我們生命有何期望？ 

最近每當新聞提及中美貿易戰的緊張局勢時，我不期然想起電影再見瑩火蟲，內容題及一

對在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兄妹，如何經歷逃避戰爭時的悲慘際遇，故事的結局也叫人心傷，這雙

兄妹亦因飢餓以先後離世。每次觀看結局也不禁被殘酷的戰爭及可憐的兄妹情而哭成淚人。 

商機與雙飢，可說是兩種極端人性的對照，商機為人增進財富名譽，一旦人心被野心佔據，

商機隨時變成侵略、籌碼。歷史告訴世人，戰爭是從人的野心而起，以為人能掌管及控制一切，

最終引發戰爭，受苦的是無辜的生命。 

曾為參議院議員的已故作家野坂昭如，因內疚自己在戰亂時沒有好好照顧乾妹妹，最後乾

妹妹因營養不良逝去，致令他寫成《再見螢火蟲》小說，並贏得 1967 年的日本文學界大獎「直

木獎」。戰爭下的苦難，常常喚醒世人反思生命的價值。 

今日疫情影響下的經濟影響，中美角力的世界不穩，國安法立法後可呼吸的自由空氣，都

迫使我們思考人生的最終價值。上帝賜與我們生命，遠超於一切價值之上，是世界價值不能奪

去的，但耶穌卻提醒門徒︰「那真正拜父的，要以靈和真理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約

翰福音 4:23) 真正即真的不是假的，真是撇除內心一切的偏差，正如純潔沒有雜質的清泉。 

上帝喜悅內裡誠實的敬拜，聖靈會光照我們內心的污穢，一旦內心被聖靈光照，便要求信

徒行在真理中，聖經從沒有記載耶穌呼召教友，而是呼召門徒！今日耶穌仍然呼召信徒活出內

裡真誠的敬拜，這是每一個信徒成聖的功夫，也成為我們生命的果子。願眾信徒活出主喜悅的

生命，在不安的世代裡，進入主的同在，讓真理引導我們活出主喜悅的生命，在仇恨中傳下愛，

在不安中播下憐憫，並以心靈誠實跟隨主。主是真實的，祂樂意天天與我們同行，是值得我們

窮一生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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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鍾華牧師 
28.6.2020 

同坐一條船 

今年五月，雖然疫情未減，我們一班「聖地遊蹤」的學員浩浩蕩蕩到粉嶺參觀夏達華聖經

世界。據負責人黃德光傳道所講，它成立的目標為要幫助信徒走進聖經的場景，親自體會聖經

裏的風俗文化，親手觸摸跟聖經有關的文物和植物，藉此讓上主向信徒解開祂的話語。 

聖經世界現有一所文物展館和一個聖經植物培植場，展館分為五區：會堂、舊約展館、新

約展館、藏經閣和模型室，館內收藏的文物及仿製品共五百多件。當中的加利利漁船的展覽模

型，讓我勾起到以色列朝聖時，所見過的古漁船實物，人稱它為「耶穌號漁船」(見下圖 1)。 

新約四福音書記載了許多有關耶穌在加利利湖呼召門徒和跟門徒坐船渡海的事。(如路五

1-3、太十四 25，可四 37，約六 19 等)但考古學家一直拿不出耶穌時代的漁船實物給世人觀看，

甚至有人懷疑當時的漁船，可有空間讓耶穌和十二門徒共坐一條船？ 

在 1986 年的冬天，因天氣異常乾旱，加利利湖水降至歷來的最低水平。有一天，兩個業餘

考古學者路經加利利湖西岸，在靠近抹大拉(Magdala)附近的海床中發現了一艘古漁船。這消息

如野火一般蔓延開來，不久報章上就有頭條新聞「耶穌的船被發現了！」驚動整個考古學界。

這真是耶穌坐過的船嗎？因沒有十足証據，我只能說：我不知道！但是，經過考古學家的研究，

這艘船的確是耶穌時代的船。船身長 8.2 米，可乘載 15 個人。挖掘過程非常複雜，最終將船尾

的下半身給保存下來(見下圖 2)。這艘船現存吉努薩爾海船博物館(Yigal Alon Museum)，供遊客

參觀。根據研究，可以肯定，這艘船就算不是耶穌坐過的船，也是同類型的。 

話說那一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門徒離開眾人，耶穌已在船上，

他們就請他一同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他，說：「老師！我們快沒命了，你不管嗎？」耶穌醒

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見下圖 3)。耶穌對他們說：

「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可四 35-40) 

為何耶穌責備那些小信的門徒？非因他們怕耶穌沒有救他們的能力，而是他們不明白所信

的神，在任何時候，就算是睡著了，也有保護他們的大能。其次，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否邀請

耶穌同坐一條船，住在我們生命之中？ 

這個神蹟，不單彰顯神子耶穌有掌管及駕馭大自然的能力，也顯示祂就是創造主。太初的

創造，神以分開混沌的大水為開始(創一 6) ；此際，耶穌也對翻騰的海水作出整治，令之回復秩

序。創造之重點不是從無到有，而是從亂到有序的治理。上帝以說話創世，「說有光，就有了光」；

耶穌也說了句話就平靜風浪，完成「創造」。願眾會友邀請耶穌坐在你的「船」上(見下圖 4)，在

患難的日子呼求祂的拯救，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讚美祂的恩惠慈愛！ 
 

 
圖表 1 

 
圖表 2 

 
圖表 3 

 
圖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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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分享文章 

為鼓勵教友建立效法基督、靈裡相交的信仰生命，2020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教會將舉行《創世記的福音》，以下為講員黃德光傳道

的生命故事，見證神改變生命的大能。 

黃德光（Peter Wong）夏達華研道中心導師 

 
專題：文物啟蒙如臨聖地 

「夏達華聖經文物博物館」的收藏豐富而珍貴，約有 500多件文物（真品和仿製品），包括生活用

品、錢幣、模型、聖經抄本等。Peter花了十年時間，從以色列、土耳其、埃及和敘利亞等地搜尋文物。

許多物品甚為昂貴，要經過多番議價後才能購得。 

文物 

多年前 Peter在以色列古董店內，見到聖經時代的油燈，想起耶穌講述十個童女拿著油燈，預備迎

接新郎的比喻（馬太福音 25章），心中非常興奮想買下，可是價錢太貴。幸得領隊教授以希伯來語跟

店主商討，價格突然有所下調，才能將該油燈買下。後來，Peter想起比喻中有五個聰明的童女，同時用

油壺預備了油，於是翌年往以色列時又買了油壺。 

此後，Peter努力搜購文物，在教導聖經時用來幫助信徒理解內容。例如老底嘉城的水是從城外用水

管引入的，Peter在耶路撒冷舊城中找到羅馬時代的水管，被人用來飼養白鴿。當議價時，主人卻開天殺

價，唯有作罷，翌年再去，價錢仍然太貴。第三年再去時，因為是唯一的買家，一開價便成交了。搜購

文物的過程艱辛，卻體會到上帝豐富的恩典。 

館內展出多種用品。有用石造的洗腳盆，盆底有四個洞用來去水。當年的人穿涼鞋，主人會吩咐僕

人為客人在入屋前先洗腳。主耶穌是老師，卻也曾為門徒洗腳。館內也有家庭用的石磨，當時有些大石

磨，是供全村人使用的，用以磨穀成粉，或將橄欖搾油等。 

以色列人重視聖經，每逢安息日都會頌讀。館內展出多篇手抄本，可以看到當年文士非常工整的字

體，就像印刷出來。會堂內有張石椅，稱為「摩西座位」，是讓教導聖經的人坐著解釋經文的。椅上刻

有文字：求上主記念某位捐款人。不過，聖經的教導是作善事不需要被人知道。 

洗腳盆 

館內也有借來的罕見文物，例如美索不達米亞時期的陶像，由「方

濟會聖經博物館」（Terra Sancta Museum； 

http://www.terrasanctamuseum.org/en/）借出，四年展覽期後便要歸還。該

陶像有四千年歷史，聖經記載拉結逃走時從父親偷來的神像便屬此類。

（詳情請參閱「夏達華研道中心」網頁的文章「拉結為甚麼要偷她父親

的神像？」） 

模型 

館內最大的模型，是耶穌時代的耶路撒冷城，以 1：1,000 的比例呈現了大衛城、聖殿山、橄欖山、

汲淪谷、客西馬尼園、各各他等，參觀者可以從中想像當年的事件：大衛王見到拔示巴沐浴、猶太人帶

著牲畜去聖殿獻祭、主耶穌被兵丁捉拿、被釘十字架的過程……。 

會幕和第二聖殿的模型製作精緻，展示了祭壇、洗濯盆、帷子、外院、廊子、聖所等。會幕和聖殿

象徵神與人同在，用金銀銅及當年最珍貴的材料建成，是以色列人向神敬拜獻祭的地方，也是民族的象

徵。 

真正的主角 

博物館的展品琳瑯滿目，但 Peter強調文物不是主角，主耶穌才是。導賞員不單介紹展品，亦會深

入解釋屬靈意義，盼望帶領現代讀者進入聖經時代的現場，幫助他們明白永恆的真理。 

文章轉載自︰http://hk.cchc-herald.org/?page_id=18742_2016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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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維州傳道 

夏達華的體會 

去年 7月，我在頌恩堂開了一季「聖地遊踪」課程，課堂上我除了和大家分享我私人珍藏

的聖地物品，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看聖地物品，加深對聖經的認識，因此我建議了一個課外活動：

參觀「夏達華聖經世界」，多謝鵬忠和張牧師多番努力，終於得償所願，在 10/5/20 成行了。 

很多同學都未能踏足聖地，卻可以在這次旅程中大開眼界，三小時的導賞很豐富詳細，但

仍只是瞎子摸象，只能一瞥一小部份的展品而已，真的需要再去多一兩次才可以盡窺全豹。 

我欣賞 Peter 黃德光傳道很有心，為了推廣聖地文化，花了不少積蓄、在十多年間來回聖地

不知多少次！鑽研希伯來文和聖經背景資料、收集了五百多件聖地物品或仿製品，包括聖經古

卷、耶穌時代的用具、不同聖地植物的花園、開辦聖地查經班.... 

在這租金高昂的時代，神為他預備了粉嶺崇謙堂這地方、保持著高水準的裝修和維修、網

頁宣傳、提供給各教會免費入場參觀、訓練導賞義工....這種無私分享的精神，令人欽佩。 

很多人領受了一個從上主而來的感召，就會不惜一切去達成心願，無論有多少困難、傾家

盪產、破斧沉舟，都要完成這使命的！ 

耶穌說：「天國就好像人遇見了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太 13:46) 

你已信主多年，主耶穌為你受苦犧牲，你為自己已經做了很多，你可曾想過要用自己的餘

生，去為主達成一些福音目標？有什麼目標你是可以或可能達到的呢？ 

 

 

「創世記的福音」是以創世記 1-3章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去啟發思考我們從來沒有留意的

部份，藉此帶我們認識上主話語的深層意思，上主話語的豐富，並重新燃燒我們愛主的心。歡

迎教友邀請朋友同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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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  

一、 為世界代求 

1.  新冠肺炎仍然在許多國家中肆虐，在社區出現零星的小規模疫症爆發，更令一些人膽

怯不安。我們都是軟弱和無知的人，求主憐憫，並管教我們！好讓普世經歷祢的話語

和醫治大能！阿爸父，啊！重拾祢與我們的關係，始於三一的主；護佑和再創造這個

世界，亦始於祢！願祢的福音成為世界的修復與再創造的恩言！願祢的國度和旨意臨

到祢的創造中。 
 

2. 在上主眼中，所有創造物都是美好的！然而，我們總是帶著偏見，沒有善待祢所創

造的！懇求主更新我們的屬靈視角和生命，跟祢的創造物，共融生活！願我們身處

的世界，被祢的話語更新改變！願這裡再沒有歧視，再沒有欺凌和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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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得著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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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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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同工及執事禱告，求主加添眾人謙卑愛主，各按各職，恩賜配搭，服事教會，

叫基督的福音得以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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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漸漸在港有退卻跡象，為此，主啊！我們獻上感恩！願祢的平安和安慰臨到祢

所創造的世界中，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請弟兄姊妹同心仰望，祈求我們的主，再

次召聚我們在祢的恩翼之下 — 在頌恩堂一起崇拜，好讓我們能夠親近祢！願祢因

我們渴慕祢的話語，施恩給我們。 

5. 請為教友劉國良弟兄(劉燕儀長兄)的家人代禱。願主親自安慰他家人和親友憂傷的心

靈。 

 

三、為肢體禱告 

請為弟兄姊妹及其家人身心靈代禱，求主保守看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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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九 

(復康路)。 

 

四、宣教 

請為 W夫婦及 P區代禱： 

 同心為P區代禱，記念W家庭在宣教路上同心同道服事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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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禾場已開始祈禱小組事工，求主使用，讓參予的弟兄姊妹同心為教會事工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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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恢復實體崇拜後的守聖餐主日 

(中左圖)聖餐崇拜後之團契相交_成人福音班 

(中右圖)聖餐崇拜後之團契相交_喜樂團契 

(下圖) 6月 28日教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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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恩 6月消息@ 

疫情下的教會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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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教會聚會最新消息：  

 教會內的團契活動已於6月27日起恢復進行。 

 兒童崇拜已於6月28日起恢復舉行。 

 周六崇拜於7月4日起恢復崇拜聚會。 

 周六教會開放時間為4:30pm-6:30pm。 

 成人主日學及成人福音班7月5日起恢復舉行。 

 主日教會開放時間為9:00am-1:00pm。 

2.  6 月 28 日特別教友大會，已於上主日崇拜後完滿結束。感謝主！大會已通過「修訂

與現行教會行政運作有出入的公司章程(共十一條)條款；大會亦選出 2020至 2022年

度的１０位執事（羅燕萍、韋四順、李偉賢、蔡偉光、曾永光、吳慧倩、宋天民、 

陳秀慧、張志安、劉家麟）。當中韋四順弟兄被選為執事會主席，請為新一屆執事禱

告。新一屆執事會議將於 7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2時 30分在頌恩堂副堂舉行。 

3.  本堂教友劉國良弟兄(劉燕儀教士長兄)於 6月 17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 7月 9日 

(星期四）晚上 8 時假九龍殯儀館地下德望堂舉行，請為他的家人禱告，求上帝安慰他

們。 

4.  成人主日學【工作與安息】7月 5日開課，逢主日上午 9:30-10:30在 E房舉行，共五堂。

導師是陳傳道。簡介及報名表已張貼在報告版上，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2020年暑期聖經班現已接受報名，年齡由 N1(幼童)至中三(少年)，舉辦日期︰3/8-7/8(全

日)及 9/8(上午)，費用$200。教會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津貼，報名表格已放在接待處，填

妥後請交予謝姑娘。 

6.  本堂 2019年至 2020年度奉獻收據開始派發，已經郵寄至各教友家中，仍未收到的教友，

請向幹事索取。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7.  有關本堂最新的「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教會聚會指引」敬請教友留意。 

a.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所有教會聚會均會取消。 

 如警告訊號於聚會開始二小時或以前除下，該聚會將照常舉行。 

b. 黑色暴雨警告： 

 所有教會聚會均會取消。 

 如警告訊號於聚會開始二小時或以前除下，該聚會將照常舉行。 

c. 紅色暴雨警告：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舉行。 

d. 其他警告訊號：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舉行。 

8.  截至2020年6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10,447元，港幣定期戶口結存2,624,160.37元

，港幣來往戶口結存776,509.40，合計結存為3,411,116.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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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崇拜聚會網上及實體崇拜出席人次  
 

七日 79 人 十四日 85 人 

二十一日 95 人 二十八日 111 人 
 
 

 

 句句精彩  
 

055 難過的事 

今日讓我們難過的事，很可能是明日讓我們成功的墊腳石。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詩篇 118篇 22節） 

主要啟發你：能力使你優秀，品格使你高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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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

的嘆息替我們祈求。」                                             (羅馬書8:26) 
 

2020年 7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7月 4日 電影欣賞 ― ― 待定 

7月 11日 壁報換新裝 ― ― 待定 

7月 18日 詩歌分享 ― ― 待定 

7月 25日 查經-帖後第五課 ― ― 待定 

6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6人 因疫情聚會暫停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7月 4日 ― 感恩分享會 ― 

7月 9日 ― ― 生日週 

7月 17日 天國福音 ― ― 

7月 23日 ― ― 待定 

6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因疫情聚會暫停 

 
2020年 7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天父抱抱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7月 5 日 福音的鞋子@合團崇拜 謝姑娘 謝姑娘 謝姑娘 謝姑娘 

7月 12日 
(小)傳講耶穌的愛 

(彩)無悔跟祂走 
謝姑娘 謝姑娘 

Wing Wing 

(助)青敬 
Simon 叔叔 

7月 19日 
(小)差派宣教士 

(彩)誠懇的勸告 
謝姑娘 謝姑娘 

Sandy 

(助)青敬 
潔麗姨姨 

7月 26日 
(小)幫助宣教士 

(彩)真正的寛恕 
貝茵 寶玲姨姨 Wing Wing 謝姑娘 

2020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兒童崇拜於 6月 29日重新開放，求主看顧疫情下的崇拜生活，孩子與家長同在主裡成長，建立基督化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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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 月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崇拜奉獻 84,636.50 同工薪津（4人） 83,700.00 管理費 (C-E座) 3,750.00 

感恩奉獻 37,600.00 同工強積金 4,185.00 PCCW（電話費+上網費） 1,961.00 

租金收入 20,000.00 社區關顧援助金 1,000.00 水費（爆水喉） 3,840.10 

現金回撥 

(青少年敬拜) 
900.00 聖壇用品 1,809.00 Canon 影印費 308.15 

  講員費（主日） 600.00 清潔費用 3,556.30 

  同工進修津貼 900.00 暑期聖經班教材 1,700.00 

  導師培訓津貼 900.00 其與印務 (信封) 500.00 

  敬拜導師費（胡文傑） 1,500.00 父親節禮物 504.00 

  飲水機保養費(1/8/2020-31/7/2021) 3,810.00 
李永楨牧師帛金 

(支持基督教教育基金用) 
500.00 

  冷氣保養費 (5/7/2020-4/7/2022) 1,780.00 教友大會 (茶點) 259.00 

  雜項 (更換水波、直播用 hdmi) 958.40 
郵費(寄教友大會信及月報)

及文具 
468.4 

  
對外奉獻 (生命使者、媒體綠洲、 

環球聖經公會) 
9,000.00   

總收入 $143,136.50 總支出 $127,489.35 本月結餘 $15,647.15 

 

 

 2020年 6 月差傳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差傳奉獻 2,000.00     

總收入 $2,0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2,000.00 

 

上月結存 $206,380.87 本月結餘 $2,000.00 本月總結存 $208,380.87 

 

 2020年 6 月建堂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建堂奉獻 19,000.00     

總收入 $19,0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19,000.00 

 

上月結存 $2,351,550.21 本月結餘 $19,000.00 本月總結存 $2,370,550.21 

  

 2020年 6 月慈惠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慈惠奉獻 500.00 慈惠津助 0.00   

總收入 $5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500.00 
 

上月結存 $48,630.00 本月結餘 $500.00 本月總結存 $49,130.00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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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周六崇拜 
日期 7月 4日 7月 11日 7月 18日 7月 25日 

主禮 張鍾華 張鍾華 陳德權 張鍾華 

講員 
高寶儀 

(呈獻教會司琴培訓事工同工) 

黃家聲 

(聖雅各堂傳道) 
張鍾華 陳德權 

敬拜 OCP 王浩翔 馮威霖 王浩瀚 

點燭 王浩瀚 王浩翔 林海雯 王浩翔 

招待 陳秀慧 鄭麗華 林海雯 鄭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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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禮 陳德權 馮威霖 韋四順 陳秀慧 

備註   聖餐崇拜  

 

2020年 7月主日崇拜 
主日 7月 5日 7月 12日 7月 19日 7月 26 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六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七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八主日（綠） 

舊約 亞 9:9-12 賽 55:10-13 賽 44:6-8 申 7:6-9 

詩篇 詩 145:1-14 詩 65:1-8 詩 119:57-64 詩 125 

書信 羅 7:14-25上 羅 8:12-17 羅 8:18-27 羅 8:28-39 

福音 太 11:25-30 太 13:1-9、18-23 太 13:24-30、36-43 太 13:44-52 

聖詩 

頌主 13 

頌主 416 

頌主 383 

頌主 21 

頌主 408 

頌主 411 

頌主 44 

頌主 454 

頌主 263, 266 

頌主 478 

頌主 16 

頌主 419 

頌主 477 

主禮 陳德權 張鍾華 朱泰和 張鍾華 

講員 

柳鎮平 

(聯合佈道事工義務總幹事    

燃點福音的火有限公司創始人) 

李恩德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堂主任) 
張鍾華 陳德權 

襄禮 李偉賢 羅燕萍 韋四順 蔡偉光 

讀經 陳秀慧 吳慧倩 陳秀慧 劉家麟 

入壇前詞 何漸文家庭 李偉賢家庭 陳志樑家庭 宋天民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林潔麗 張敬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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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鳳珍 李偉賢、祝棣華 陳志樑、姚偉剛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黃鳳珍 李偉賢、祝棣華 陳志樑、姚偉剛  

備註   聖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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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