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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哉 ！ 聖 哉 ！ 聖 哉 ！ 

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啟示錄 4：8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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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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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靈魂誰屬  上帝恩賜 

頌恩堂在五月份主持了兩個安息禮拜，當中有些親友不約而同向我詢問：人的靈魂是什

麼的一回事，又查問天堂、地獄的存在與否？作為牧師自然會盡我所知的回答並以此安慰亡

者的家人。所謂「死者長已矣,生者常戚戚」,而對遺屬最大的解慰就是宣告：他們至懷念的

親友已完成人生這一段「旅程」跑到終點，並得到「冠冕」的獎賞。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的：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

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 4:7-8) 所以無論是誰，只要他因信耶穌基督的話 ：「信而受洗

的必然得救！」（馬可福音 16：16）並從此走上當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箴言 22:6) 

如此，終有一天，當信徒的靈魂與必會腐朽的肉體分離之後，靈魂就會返回他的來源地，就

是天父的懷中。耶穌說：「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

裏，叫你們也在哪裏。」(約 14:2-3)這是主對我們的應許。 

靈魂是什麼？在 3500 年前，那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他在詩篇九十篇對上帝

的祈禱，給我們有明確的答案。他說：「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

地與世界祢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祢是上帝。祢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在祢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神人摩西提醒世人：上帝是創天造地的

神，也是創造我們的上帝。上帝用地上的塵土及祂的靈即是生命的氣息，創造了萬物之靈的

人類 。 

聖經話：「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的氣息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

靈魂的活人。」（創世記 2：7）又根據科學的研究，構成人體的平均的元素如下：「氧 65%、

炭 18%、氯 10%、還有氮、鈣、鉀、鈉、鐵、鎂等 14種元素組成。」而巧合地，泥土裏也

同樣有這 14種元素。 

但人能行走、思想、創作、還會笑、會喊、會關愛他人，還會敬拜上帝；但泥土卻沒有

生命，那麼人與泥土有何分別？從聖經即上帝的話語，讓我們明白，人與泥土的分別在於我

們有沒有從上帝賜予的靈魂。或許以電腦作比喻，假設電腦的硬件是我們的肉體，而當中的

軟件、程式，就似是人的靈魂，當然那位「程式開發員」是上帝祂自己。 

上帝是造物主，他創造了宇宙，也創造了我們。好讓我們學習管理這個神造的世界，也

學習如何去管理自己的生命，聖經傳道書 12 章 7節：「塵土仍歸於地，像原來一樣，氣息(靈

魂)仍歸於賜氣息的上帝。」我們的肉身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甚至一百歲，但終必歸於塵

土，而我們的靈魂最終有面對上帝的一日，古人說：「人死留名，雁過留聲」，聖經話：「草

就枯乾，花也凋謝。」（賽 40：7）唯有信靠主耶穌的，才是得救的唯一道路。這是上帝美好

的安排。 

願弟兄弟姊妹立定主話，心意更新而變化，一生信靠主的話，跟隨祂的腳蹤，打那人生

美好的勝仗；並在主裡成為一位有使命，有喜樂，有平安，有見証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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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需要被祝福                           張敬軒 

感謝謝姑娘邀請我寫這篇分享。在我剛開始思考，要如何寫這篇分享時，頌恩堂的許多

事情立刻在我腦中浮現。的確，在教會面臨種種變化之時，我們十分需要上帝祝福和帶領。 

來到 2018 年 6 月，頌恩堂經歷了諸多的變化及起伏。在此，容我簡短地列出近來的事

情吧。 

1. 東輝助理幹事及鄧教士會於 5 月底及 6月底相繼離任。在聘請新的教牧同工時，除了需

要「聘傳委員」們的辛勞工作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上帝的指引及祝福。上帝會安排什麼

人來到頌恩堂? 從招聘廣告中可見，本堂招聘的條件包括主動、成熟、委身……等多項

條件。坦白說，在香港找到這樣的人並不難，但要找到一個有不滅的熱情、表裡如一的，

絕對需要上帝對頌恩堂的祝福及引領。當年神帶了鄧教士來，今日會帶誰? 

2. 在兩位同工離任後，新的同工又未到位前，教會的人手短缺。在將來的數個月，蔡嘉華

幹事、牧師、傳道的工作量必然加重。除了需要各位教友的諒解及支持外，更需要神帶

領大家，度過這個不便的日子。求神在教會同工人力資源不足，而工作又被打亂的日子

裡，大家能彼此磨合、遷就。 

3. 至於教會的擴堂事工。在寸金尺土的尖沙咀，想擴堂真的毫不容易；尤其是在多年前，

我們已錯過了擴堂的良機 (這是我家父的看法)，至於尋找新方向更是困難……但真的

困難嗎? 在上帝的眼中，凡事都能，成敗得失只在於我們對神的信心和依靠。所以，在

耐心等候神的旨意之時，願我們能恆常禱告紀念。機會是要等的，但最緊要的是，頌恩

堂要有上帝的祝福及帶領。 

在分享的下半部份，讓我用一首較古老的英國聖詩“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去祝福頌恩堂的各位。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unto you. 

The Lord lift up the light of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歌詞複製自 The Order of Service for Prince Harry and Ms. Meghan Markle’s wedding) 

即使你不太懂得英文也完全不要緊，歌詞的中文版本你每個星期日都一定聽到：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來自民數記 6:24-46) 

在 5月 27日的主日中，我曾經使用了這首歌作殿樂，祝福離任的東輝助理幹事。不過

在此刻閱讀本文的你，即使完全忘記了 5 月尾崇拜的殿樂是什麼樣子也不要緊。在 6月 10

日，即是 6 月第二主日的殿樂，我將會再次用這首樂曲，祝福即將離任的鄧教士。希望到時

除了鄧教士知道發生什麼事外，所有教友在再聽到這首樂曲時，都能了解到，尖沙咀頌恩堂

十分需要上帝的祝福。 

好像超出字數了? 但最後我必須提醒大家，崇拜司琴選擇的所有序樂、殿樂，都是有特

定的意思，不是被人用作聽音樂會似的、作舒展、陶醉之用的。如果你知道彈奏的歌曲內容，

請慢慢咀嚼歌詞；若是未知，仍請各位安靜等候點燭、熄燭的進行。這是上帝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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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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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與神同在的

寧靜中。在忙亂的生活中，仍可操練心靈的安息，

並踐上朝聖之道。  

 

靈根自植 
 

一邊是歷史，是昨天的教訓； 

另一邊是今天，是魄力的未來。 

 

楊煉 

 

開始提筆寫道系列文章，就像啟程往一未知之處，心中不期然地忐忑。我希望文字載

著真摯的感受及體驗，能溝通更多的心靈。在這飄搖的世代，願文字能鼓舞我們不妥

協地活出扎根於永恆的生活形態。 

窄路上的過客(sojourner)1流離無依，因此他必須同時作一個朝聖者(pilgrim)。過客

徘徊於文化及歷史的大道上，他的感傷，正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使他更孤獨。

他的孤獨使他漸漸明白除了腳下的國土外，他還得瞻望永恆的夢土。他的心靈植根於

上天下地。 

靈根自植，就是心靈的再開發。過客心中的折磨及創傷要被撫平，他的心不再錮

於世途險惡，也不再偏執於一己的成敗得失，反而是勇毅的自我栽植及自我承擔。 

心靈要開發，就得行心靈的路。心靈的路往天、心靈的路在地。心路有時盤旋而

上，有時急轉直下，有時更是迷濛一片，沒法前進。屬靈人卻並不退後，他的心對他

說︰「站住！」 

過去四五年，香港教會面對巨大衝擊，無法站住。當中的辛酸及痛楚的眼淚，惟

有神全知道。經歷憂患的你可能已很疲累，不欲啟航。太多的聲音使你的心靈不得安

頓。 

你漂流、你失位．你對生命的隔絕有更大的體會。你知道不能再以事奉、功業、

名利、成功來補償。你心須闖開一新境界，在各種張力中尋得一平衡點，進退有據的

創造未來。 

因此「勇闖新境界，植根新天地」，就是我在本書要和各位讀者共同經歷的一個過

程。 

 

                                                 
1 sojournerner: One Who Sojourns; wanders; an alienl a stranger ;即無地之民、漂泊、無根的人，流離失所。但聖經同時用

pilgrim說明朝聖的歷程．創世記記載亞伯拉罕的經歷．正是聖經形容的朝聖人生．雖然顛沛流離．卻永恆地注目於天地

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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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2018年教會主題為＜立定主話，心意轉化＞。鼓勵弟兄姊妹立定主話，
將主話實踐在生活中，認清老我，身心靈靠主轉化。「所以，我們應當
離開基督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6：1上） 

2.  5月23日張牧師家訪蕭鋭坤弟兄（蕭艷群的父親），期間認信接受聖洗禮
，求上帝堅固和保守他的信心。 

3.  兒童暑期聖經班現已接受報名，日期於7月17-20、22日（二至五及日）
共五天，詳情請參閱報名表，報名方法可向謝姑娘查詢。 

4.  2018年澳門短宣報告事項： 

簡介 

主題：從「新」起動 

日期：7月26-29日（星期四至日） 

內容：認識賭場，探訪喇合、監獄及街頭攤位佈道，參與青年福音戒毒中心聚會等 

籌款方法 

1. 奉獻封（請註明「澳門短宣」） 

2. 食物義賣（6月3日及7月1日主日崇拜後） 

3. 賣物會（6月17日及7月15日主日崇拜後） 

短宣會議（所有短宣隊員務必出席） 

5月27日(今天)、6月10日、7月22日（主日）下午1：30-3：30 
 

5.  截至2018年4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199元，港幣定期户口結
存2,000,000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681,590元，合計結存為2,761,789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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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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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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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紅色暴雨警告：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舉行。 

4. 其他警告訊號：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舉行。 

 

 

 

02018年5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0 0 
  

三日 132人 十日 150人     

十七日 129人 廿四日 135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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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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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條例。 

二、 為教會守望 

1.  2018年教會主題為＜立定主話，心意轉化＞。鼓勵弟兄姊妹立定主話，將主
話實踐在生活中，認清老我，身心靈靠主轉化。「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
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 6：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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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基督的福音得興旺。 

3.  請為頌恩堂擴堂委員會代禱，成員包括︰張鍾華、范澤祺、韋四順、劉美儀、
羅燕萍及張國輝。求主賜他們持守愛主的心，常敏感主心意，並賜各人智慧
與謀略，商討擴堂事項，能尋求共識，並清楚向會眾傳遞異象。 

4.  為籌備 2018年 7月 26至 29日（4日 3夜）澳門短宣前工作祈禱，願上帝引
導各導師與聖靈同工，同心合一。為物色澳門服事機構祈禱，過程順利。為
有意參與短宣的弟兄姊妹祈禱，準備他們的心，能經歷上帝的帶領。 

5.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周三崇拜祈禱，願此崇拜讓榮耀歸與神，
平安歸與人！ 

6.  請為 W夫婦及 P區代禱： 
6.1 P 區同工同心服事，同得美好果效，領受神的異象和引導。 
6.2 求主賜能力給 W夫婦，因新同工要出外學習，祝福他們事奉得力。 
6.3 P 區重點事工： 
一） 接觸鄰近民工、青年學子，祈禱服侍。 
二） 栽培班：透過英文班、信仰成長班、建立牧養平台。 
三） 定期有祈禱會和探訪活動。 
四） 建立詩班，提供指揮及司琴訓練課程，提升崇拜的內容。 

6.4 為 P區初信者祈禱，求主保守他們在真理上扎根，永不離開主。 
6.5 教士求主賜她清純的動機去服侍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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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上帝的國度得以擴展。 

三、 為肢體禱告 

陳仙寬（排期作心臟搭橋手術）、黃笑添（求主保守他身心靈靠主安穩）、謝漢
輝（謝婉靜父親，膀胱腫瘤得醫治）、李少榮（身體漸漸康復）、黃蘭桂（心臟
功能穩定）、周惠玲（腎病，求主引領她接受福音）、何竹筠（長期神經痛毛病，
靠主心得安穩）、林慕蘭（長期心臟不適，心臟容易積水的毛病得舒緩）、韓穎
根（行動不便，賜她身心靈靠主安穩）、鄭少瑛（腰痛得醫治）、蔣美蘭（身體
虛弱得改善）、鄧月鳳（心臟病昏迷，盼早日康復）。 

四、 感恩事項 

1.  4 月 2 日黃蓮姊妹（林潔冰母親）在府上接受聖洗禮。願主賜姊妹平安與喜
樂！ 

2.  4 月 6 日邱美軒弟兄（邱萬慧父親）在府上接受聖洗禮。願主賜弟兄平安與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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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精彩  
 

030 柔軟的心 

用柔軟的海綿吸水，用柔軟的心吸引人。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 

（雅各書 3章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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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6月 2日 查經 （3/6）工福派糭 小組 （3/6）英文班 

6月 9日 查經(歌羅西書) （10/6）開會 小組 （10/6）祈禱會 

6月 16日 學普通話傳福音- （17/6）戀愛故事 小組 （17/6）英文班 

6月 23日 專題 （23/6）愛筵歡送 
（24/6） 

科大郊遊團 
（24/6）待定 

6月 30日 愛筵 ― ― ― 

5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8人 6.5人 3人 7.5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弟兄小組 姊妹團 

6月 02日 ― 查經 ― ― 

6月 14日 ― ― ― 查經 

6月 15日 生日會(1-6月) ― ― ― 

6月 28日 ― ― 查經 詩歌分享 

5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19人 10人 4人 10.5人 

2018年 6月崇拜講員 

6月 2日 謝詠雯傳道 6月3日 謝詠雯傳道 

6月 9日 鄧迪豪教士 6月10日 鄧迪豪教士 

6月 16日 張鍾華牧師 6月17日 張鍾華牧師 

6月 23日 潘新良教師(協同神學院講師) 6月24日 朱泰和聖職教師 

6月 30日 謝詠雯傳道   

2018年 6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6月 3日 良善@合團崇拜 
Jimmy 

哥哥 
桂芳姨姨 青少年敬拜隊 青少年敬拜隊 

6月 10日 
(小) 睚魯愛護女兒 

(彩) 彼得傳講耶穌 

謝姑娘 

(助)John 

Sandy姐姐 

(助)耀生 
Shirley姨姨 

6月 17日 
(小) 兄弟互相幫助 

(彩) 腓利給太監施洗 

謝姑娘 

(助)樂欣 

美香姨姨 

(助)Bobby 
Simon叔叔 

6月 24日 
(小)媽媽為女兒求醫  

(彩) 彼得與哥尼流 

IVY 姨姨 

(助)謝姑娘 

Wing Wing姐姐 

(助)John 
潔麗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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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周六崇拜  

 

日期 6月 2日 6月 9日 6月 16日 6月 23日 6月 30 日 

主禮 鄧迪豪 張鍾華 謝詠雯 謝詠雯 鄧迪豪 

講員 謝詠雯 鄧迪豪 張鍾華 潘新良 謝詠雯 

敬拜 鄧迪豪 王浩瀚 馮威霖 林海雯、黃泳琳 青少敬拜隊 

點燭 王浩瀚 王浩翔 王浩瀚 林海雯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黃泳儀 張美麗 林海雯、蘇景言 鍾尚志 

插花 梁潔精 吳宇曦 吳慧倩 馮詠嫻 李潔麗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王鹏忠 羅燕萍 馮威霖 邱萬慧 徐嘉榮 

備註   聖餐崇拜 講員;協同神學院講師  
 

 

 6 月主日崇拜  
 

主日 6月 3 日 6月 10 日 6月 17日 6 月 24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二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三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四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綠） 

新/舊約 申 5：12-15 創 3：8-15 結 17：22-24 伯 38：1-11 

書信 林後 4：5-12 林後 4：13-5：1 林後 5：1-10 林後 6：1-13 

福音 可 2：23-28 可 3：20-35 可 4：26-34 可 4：35-41 

聖詩 

頌主 113 

頌主 266 

頌主 367 

頌主 237 

頌主 114 

頌主 349 

頌主 488 

頌主 219 

頌主 183 

頌主 441 

頌主 420 

頌主 260,262 

頌主 413 

頌主 121 

頌主 115 

頌主 467 

頌主 198 

主禮 張鍾華 張鍾華 朱泰和 鄧迪豪 

講員 謝詠雯 鄧迪豪 張鍾華 朱泰和 

襄禮 羅燕萍 范澤祺 韋四順 盧銘南 

讀經 劉家麟 梁家碧 陳秀慧 劉家麟 

入壇前詞 宋天民家庭 何漸文家庭 李偉賢家庭 范澤祺家庭 

司琴 王浩翔 張敬軒 林潔麗 林潔麗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梁正國 韋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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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賢 陳志樑、梁家碧 何子烽、呂小燕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岑蔭莉 陳志樑、梁家碧 何子烽、呂小燕 

備註 
澳門短宣美食籌款 

會後整理：短宣隊 
 聖餐崇拜  

 

 

敬請注意： 各部負責人如未能按以上編排出席，務請通知蔡幹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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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月 1133 日日各各團團各各部部就就職職禮禮後後大大合合照照  

55 月月 1133 日日執執事事就就職職禮禮後後與與同同工工合合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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