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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祢必不輕着。
詩 51：17

2017 年教會主題：＜主話進心，靈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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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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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心聲 本欄由牧師分享
頌恩擴展之路

張鍾華牧師

各位主內的肢體，平安！
教會的大使命
在過去的二千年教會秉承耶穌基督大使命不斷擴展，而上帝的國度由耶路
撒冷直到各城各郷，各洲各國。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也是必然成就之事。
頌恩堂從建立的開始就不斷擴展。從借用彌敦道 208 號中國聖樂學院作為
堂址到 1963 年搬到彌敦道 80 號金鑾大廈一樓 C,D 座，再到 1971 年為了擴堂而
買了 E 座。感謝神，我們的家擴大了！
頌恩堂還有另一種的擴展，在六、七十年代，由一堂崇拜，擴展到分為中
文堂、晚堂、英語堂，後來還有聾啞堂崇拜。聾啞堂後來獨立為九龍聾啞堂，
並搬到啟聾學校進行崇拜。
植堂、建堂
我們還在 1973 年、1975 年、1976 年分別在石籬新區、沙田田心村還有黃
竹坑建立佈道所植堂。
1993 年頌恩堂在西灣河植堂，2000 年我們頌恩堂又協助分堂擴堂，易名為
長沙灣頌恩堂。今日長沙灣頌恩堂已經長大成人，我們頌恩堂仝人當然握手稱
慶，感謝上帝的恩典。
1998 年，因應內地教會的需要，我們支持嘉定馬家村頌恩堂重建，2002 年
又支持埔田鎮頌恩堂完成教會重建。
說到這裡，可歸納為一句，頌恩堂 60 年來是蒙福的，因為我們不斷參與上
帝國的擴展。
國度的另類擴展：神職聖僕的搖籃
另一方面，過去十多年本堂教友進修神學並成為牧師、傳道的屈指一數最
少有 17、18 人。平均一年一位，他們各自在不同的教會為鹽為光，為主作工，
感謝主！我們頌恩堂竟成為神職人員的搖籃，再次感謝主！
個人的領受
蒙上帝的恩寵，2000 年我開始在晚間進修神學，期間我有幸到不同的教會
參觀、訪問和實習。我發現那些發展得不錯的教會，除了組織嚴密，制度完善，
同工、執事、會友的委身奉獻等的「軟件」做得好之外，不可忽視的是「硬件」
他們也做得很好。除了崇拜正堂夠大，設備齊全外，副堂、祈禱室、多功能的
活動室、會議室的空間也很足夠，相比之下我們頌恩堂確有不足之處，配套設
施確是有更新、擴展的需求。
我們的需要：教會擴展空間
七、八年前，當時的黃傳道、馬教士已多次表示教會缺乏活動空間，阻礙
教會的發展，特別是兒區的發展。當時有參與過兒童主日學的弟兄姊妹都是清
楚的。期望有朝一日，我們的孩子有更寬敞的空間參與兒童崇拜和主日學，讓
他們可以笑著跑、跳、拍拍手、高聲讚美主，哈利路亞！保羅在以弗所書 6 章
11 節提點信徒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同一道理，教
會也要有齊備的設施，好讓頌恩堂在崇拜、牧養、宗教教育、社會服務方面能
完成上帝的旨意和回應教友的需要。願眾弟兄弟姊妹銘記哈該先知的預言：
「這
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上帝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哈該書 2 章 9 節）求主幫助我們，好讓主話進心，靈裡更新；無論
何時何地，我們能為主作工，榮神益人！
祝
身體健康，靈命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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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其他傳道同工分享
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
鄧迪豪教士
近來教會增添了不少生氣，青年們都開始誕生下一代了！先祝福每一
個家庭，如電視劇的對白所說：
「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說到電視劇，
近來一套關於親子關係的劇集，為家庭帶來不少話題：
「那些虎爸虎媽真的
很恐怖呢！」「將來我一定不會這樣對待我的兒女！」
懷念以往簡單的年代，一家人用電視機「送飯」
，大家有說有笑。現在
吃飯時，不止小孩子，甚至有些大人也埋首在自己的手機上。說到手機，
原來智能電話也發明不足十年，將來科技步伐之快，未必是我們追得及的。
十年之後，人與人之間會變得更疏離嗎？兩代之間會被科技隔得更遠嗎？
有很多家長埋怨，孩子們長大後都不與自己傾心事。在家不知道跟誰
講電話，放假不知道去了哪裡。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朋友之間沒有對對方
有要求，但家長是會對孩子有要求的。例如考試要考第幾名，課外活動要
參加幾多項。
其實將心比己，一個大人每天忙碌工作後，在工餘或假期時若被要求
上運動班、興趣班，若非自願，多數人也會拒絕吧。會拒絕，是因為不感
興趣，或覺得被迫。所以溝通很重要。
溝通是雙向的，家長說說對家子的抱負，孩子對家長說說自己的感受，
久而久之雙方就能站在同一陣線，向著標竿直跑。兩代隔膜是不能避免的，
但若多點包容和體諒，少批評、多關心，這一點點隔膜，絕不能隔開你們
的愛。鼓勵大家，有時間要一家人出外走走，或到餐廳吃吃美食，或到香
港不同地方探索新事物，或到國外旅行，一定會加增家人之間的感情。
曾俊華先生提到「獅子山精神」
，是同舟共濟、為理想奮鬥的精神。親
愛的弟兄姊妹，你有想過自己的將來嗎？有想過孩子的將來嗎？二十年之
後，你和孩子會變成怎樣的人？你和他們是視而不見的「同屋主」
，還是無
所不談的家人？你的孩子是窩在家裡足不出戶的蛀米大蟲，還是樂觀積
極，為理想奮鬥的年輕人？
改變將來，由今天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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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是由弟兄姊妹分享

靈修分享

李偉賢弟兄

曾聽過有智慧人說過：「你朝思暮想的，就是你的上帝。」
回望成長過程中，總有許多令人朝思暮想地掛念的事。例如在
讀書時朝思暮想地如何考得好成績；在工作時朝思暮想地如何做得
更好；在談戀愛時朝思暮想地如何成家立室；在家庭上朝思暮想地
如何令家人生活更舒適……日積月累地，才驚然發覺原來心中朝思
暮想的實在太多，擠擁得連給上帝的空間也沒有，最終「我們朝思
暮想的，就做了我們的上帝」，主宰了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感恩的
是上帝從沒有離開我們。
我在 1990 年初受洗。受洗後初期，靈命增長不大。承蒙當年
李忠榮弟兄的指導，得知教會存放着大量有關信仰的錄音帶。借回
家中作靈修之用，令我靈命不至枯乾。及後，在參與伉儷團的查經
聚會及參加平信徒神學課程，更令我明白上帝恩典的偉大。現在，
每朝上班或午飯的時間，我會收聽【靈情日記】作為靈修之用。當
我每天聽過經文，再加上牧者對經文的解說及提醒後，我深深明白
到原來我要朝思暮想的，應該是上帝的大愛。「上帝愛世人，甚至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正如詩篇及馬太福音所說：「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
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詩篇 1：2）「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盼望我們可以比那智慧人更具智慧地說：「我朝思暮想的，就
只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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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是由弟兄姊妹分享

稱義的聯合聲明

祝棣華弟兄

因信稱義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又是當年馬丁路德與羅馬教庭決裂的問題之一，今日希
望透過《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合一中文譯本）讓大
家更加認識「因信稱義」及現今天主教會在「因信成義」的基本真理與信義宗已取得共識，
雖然彼此在解釋上有部份差異，但不構成教義上互相譴責的機會。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和世界信義宗聯
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制定了《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
表達兩間教會對成義／稱義教義的理解和共識。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世界循道衞理
宗 協 會 發 表 了 《 The World Methodist Council Statement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並與天主教會和世界信義宗聯會共同簽署三方
承認的《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樹立了三間教會在合一對話上的
里程碑。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和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各自將上述
兩份文件翻譯成為互相承認的中文譯本。
以下內容只是節錄部份條文（《聯合聲明》全文共 44 項）。
文字引用 35-54 頁基督新教用語版本。
全文可瀏覽網上版本：http://www.hsscol.org.hk/LIBRARY/JDDJ2014/JDDJ.h.pdf
前言
5. 《聯合聲明》有以下的意向：表示在對談的基礎上，簽署這聲明的信義宗教會和羅馬
天主教會如今能表達雙方所達成的共識，就是我們因著的恩典藉信基督而被稱為義這
教義。這聲明雖然沒有涵蓋簽署教會對稱義的所有教導，但卻顯示彼此在稱義教義的
基本真理上已取得共識，且顯示彼此在闡釋上的其餘差異，不再構成教義上互相譴責
的機會。
一、稱義的聖經信息
11. 稱義就是罪得赦免（參看羅 3：23-25；徒 13：39；路 18：14）
，是從罪惡與死亡的權
勢中（羅 5：12-21）和從律法的咒詛中得釋放（加 3：10-14）。稱義是上帝悅納人與
他共融，如今已經開始，並將會在他的國度降臨時得以完全（羅 5：1-2）。
12. 被稱為義的人是因信由基督而來的話語而活（羅 10：17）
，而這信心使人生發仁愛（加
5：6）
，就是聖靈的果子（加 5：22）。
二、稱義教義作為合一的課題
13. 十六世紀對聖經中有關稱義的解釋與應用南轅北轍，是西方教會分裂的主因，並且也
引致在教義上的互相譴責。所以，對稱義的共同理解，是修復教會分裂的基礎。
三、稱義的共識
17. 我們共同宣認：稱義的信息以獨特的方式指引我們進入新約見證的核心，就是上帝在
基督裏的救贖作為。這信息告訴我們：作為罪人，我們的新生命唯獨是因著上帝赦免
和更新的慈愛，是上帝施予的恩賜，而我們只能在信心裏領受，卻永不能以任何方式
賺取的。
四、稱義共識的闡述
A. 在稱義的事上人的無能與罪性
19. 我們共同宣認：所有人的得救，都完全依靠上帝救贖的恩典。人對這世界的人和物所
擁有的自由，並不表示他們對救恩有自由，因為作為罪人，他們都在上帝審判之下，
都不能靠自己歸向上帝，尋求救助，使他們在上帝面前賺取稱義，或靠自己的能力獲
得救贖。
20. 當天主教一方說：人在同意上帝稱人為義的行動上「合作」，以準備和接受稱義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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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們看這種同意本身是恩典的果效，而非出於人的內在能力。
21. 按信義宗的教導，人類在自己得救的事上沒有合作的能力，因為作為罪人，他們主動
的反對上帝和他的救贖行動。信義宗一方並不否定人能拒絕恩典的作為。當他們強調
人只能（單單被動的）接受稱義的時候，其意思是排除個人對自身稱義有任何貢獻的
可能性，卻不否定信徒乃是藉上帝聖道所產生的信心，全人全然地參與其中。
B. 稱義就是罪得赦免與使人成為義人
22. 我們共同宣認：上帝施恩典赦免人的罪，且同時把人類從罪的轄制中釋放出來，賜予
他們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當人因信在基督裏分享這一切，上帝就不再歸罪於他們，反
倒藉聖靈在他裏面生發活潑的愛心
23. 當信義宗一方強調基督的義是我們的義的時候，他們主要的意思是要堅持：罪人在上
帝面前是在基督裏藉赦罪的宣告獲得義，並且唯獨與基督聯合，人的生命才得著更新。
24. 當天主教一方強調個人內在的更新是透過接受賜給信徒的恩典的時候，他們乃是希望
堅持上帝赦罪的恩典是往往帶來新生命的恩賜
C. 因信稱義與藉著恩典
25. 我們共同宣認：在上帝在基督裏救贖的行動中，罪人因信被稱為義。聖靈在聖洗的行
動中，把救恩賜予罪人，作為整個基督徒生命的基礎。他們藉稱義的信心，信靠上帝
恩慈的應許，這信心包括對上帝的盼望和愛。這樣的信心在愛心裏活現出來，以致基
督徒既不能也不應沒有善工。但無論被稱為義的罪人在白白獲賜信心以前或之後，都
沒有稱義的基礎或可以賺取稱義的條件。
26. 按信義宗一方的理解，上帝唯獨因著信心（sola fide）稱罪人為義。在信心裏他們完
全信靠他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並生活在與他共融之中。上帝自己藉著他具創造力的
聖道生發信心，成就這種信靠。因上帝的作為就是新的創造，影響到人的各層面，並
引導人過盼望與愛的生活。在唯獨因信成義的教義中，必須分辨而不是分割的，是成
義本身和成義以後必然產生的生活更新；沒有這樣的生活更新，便表示沒有信心。
27. 天主教一方的理解也視信心為成義之根本。因為沒有信心，就不會有成義的出現。人
是因聽道和信道藉洗禮而成義的。罪人成義就是藉成義的恩典，人的罪得以赦免並成
為義人、成為上帝的兒女。在成義裏，那義人從基督裡得着信、望和愛，並因此與祂
共融。
D. 成義的人同時是罪人
28. 我們共同宣認：在洗禮中聖神使人與基督聯合、使人成義，並確實地使人更新。但成
義的人必須一生恆常仰望上帝無條件的成義的恩典。因他們仍會繼續暴露於罪的權勢
中，隨時受到攻擊（參羅 6：12-14），在老亞當的私慾裏，一生不能倖免於在違抗上
帝的事上掙扎（參加 5：16；羅 7：7-10）。那成義的人也必須如主禱文所言，每天祈
求上帝的赦免（太 6：12；約壹 1：9）
，經常不斷被呼召歸正和悔改，也經常不斷得
到赦免。
29. 信義宗一方看這種基督徒的境況為「同時的義人與罪人」。信徒是完全的義人，因為
他們在信心裏得上帝藉著聖道與聖事赦免他們的罪，並賜予他們基督的義。在基督
裏，上帝使他們成為義人。然而，若按律法來看，他們確知自己還是不折不扣的罪人。
30. 天主教一方認為，在洗禮中所賜下的耶穌基督的恩典，除去所有「按正確意義說的」
罪，和「配得的詛咒」
（羅 8：1）
。然而，在人裏面仍然有由罪而來並引致犯罪的傾向
（邪情私慾）。由於天主教一方確信，人的罪離不開個人因素，而這傾向卻不包含個
人因素，因此天主教一方並不看這傾向為真正的罪。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否認這傾向與
上帝創造人的原意不符，是客觀地反對上帝的，也是人一生要持續對抗的仇敵。
E. 律法與福音
31. 我們共同宣認：人在福音裏因信稱義，
「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 3：28）
。基督已經成全
了律法，藉著祂的死亡與復活克勝了以律法作為救贖之路。我們也共同宣認：上帝的
誡命對於被稱為義的人還是有效的，而基督藉祂的言教和身教也表達了上帝的旨意，
正是被稱為義的人行為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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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義宗一方認為分辨律法與福音和它們的正確次序，對理解稱義是不可或缺的。律法
在神學的功用上就是命令與控告。包括基督徒在內，所有人一生都是罪人，都要面對
這控告，使他們的罪惡原形畢露，以致藉信靠唯獨使他們稱義的福音，他們就義無反
顧地在基督裏轉向上帝的慈愛。
33. 因為律法作為救贖之路已經被福音所成全和克勝，天主教一方認為基督不是摩西那樣
的律法頒佈者。當天主教一方強調義人必須遵守上帝的誡命時，他們並沒有因此否定
上帝藉耶穌基督已經慈悲地應許祂兒女有永生的恩典。
F. 救恩的確據
34. 我們共同宣認：信徒能靠賴上帝的慈悲和應許。縱然自身有軟弱和信心也受多方威
脅，但靠著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的力量，在聖道與聖禮之有效應許上，他們能夠確信和
建基於上帝的恩典。
35. 這一點是改革家們特別強調的：在試探當中，信徒不應注視自己，而是單單仰望基督，
唯獨信靠祂。只要信賴上帝的應許，他們就有救恩的確據；反之，注視自己則永遠沒
有得救的確據。
36. 天主教一方也能分享改革家們的關注，把信心建基於基督應許的客觀事實上，而不注
視自己的經驗，並且單單信靠基督赦罪的話語（參太 16：19；18：18）。與梵蒂岡第
二次大公會議一致，天主教一方指出：有信心就是把自己完全交託給上帝，祂從罪與
死亡的黑暗權勢裏把我們釋放出來，並喚醒我們走向永生。這意思是人不能在相信上
帝的同時，又認為上帝的應許不可靠。任何人都不能懷疑上帝的慈愛和基督的功勞。
只是，每當人注視他自己的軟弱和毛病時，都難免對自身的得救感到不安。然而，當
他承認自己的失敗，信徒仍可以肯定上帝要拯救他。
G. 得稱為義者的善工
37. 我們共同宣認：基督徒活在信、望、愛中，善工乃跟隨稱義而來，並且是其果實。當
被稱為義的人活在基督裏，在所領受的恩典中行事為人，就結出聖經所說的好果子。
由於基督徒一生都要與罪搏鬥，這個稱義的後果也是他們必須實踐的本分。因此，在
聖經裏耶穌並使徒都勉勵基督徒活出愛心的行為。
38. 按天主教一方的理解，因著恩典和聖靈的工作而來的善工有助於在恩典中的成長，以
致從上帝而來的義得以保存，且與基督的共融也得以加深。當天主教一方肯定善工有
「功勞」性質的時候，他們想指出：根據聖經的見證，有這樣的善工會按應許獲得天
上的賞賜。他們的意思是要強調人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而不是要爭辯那些善工的恩
賜性質，更不是要否定稱義從來都是出於恩典，是人不配得的恩賜。
39. 對恩典的保守與在恩典和信心裏成長，也是信義宗一方堅持的看法。他們確實強調：
義就是蒙上帝悅納與分享基督的義；這義常常是完整的。與此同時，他們也認為在基
督徒生活中，義的影響是會增長的。當他們把基督徒的善工看為稱義的果子和表徵，
而不是個人功勞的時候，與新約的看法一致，就是認為永生乃不配得的賞賜，是上帝
給信徒應許的應驗。
五、達致共識的意義與範圍
40. 在這個《聯合聲明》所公佈有關稱義教義的理解，表示在信義宗、路德宗與天主教之
間對有關稱義教義的基本真理存在著共識。在這共識的亮光下，在 18 至 39 段所描述
有關理解稱義在用語上的餘下分歧、神學的闡述與重點強調，都可以接受。因此，信
義宗與羅馬天主教對稱義的解釋雖然存在差異，但仍彼此開放，並不破壞在基本真理
上的共識。
41. 因此，十六世紀關乎稱義教義的教義譴責出現了新的亮光：在這《聯合聲明》中呈現
的信義宗教會的教導，不受到天特會議的譴責下；而信義宗信條的譴責也不適用於羅
馬天主教會在這《聯合聲明》中所發表的教導。
42. 對於關乎稱義教義的譴責，其嚴肅性並不因此而減少；有些內容也並不是沒有道理
的。對於我們來說，這些譴責是「有益的警告」
，是我們在教導和實踐上必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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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專欄（一）本欄出自＜沙漠教父的處世藝術＞，作者︰陳國權牧師
成長
故事
一位神長曾這樣說：
「修道者的隱廬正如巴比倫的熔爐，在那裏三位孩子遇
見了上帝的兒子；它也是雲柱，上帝從那裏向摩西說話。」
一位弟兄來到塞比斯（Scetis）
，探望摩西院長（Abba Moses）
，並要求他惠
賜一言。院長則對他說：
「你去，坐在你的隱廬之中，你的隱廬要教導你一切事
情。」

現代意義
教會一位青年人兩年前到英國升學，去年暑假回港探望家人。其間，他參
加團契、出席崇拜、還參與事奉。在舉止談吐上，他表現得異常穩重和得體，
前後判若兩人。他在生命上的改變，令弟兄姊妹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
卻又令他們感到大惑不解。何以在短短一年間這位青年人有這麼大的改變？但
我個人卻一點也不感到希奇。獨自一人跑到外國升學，平日除讀書外，便甚少
有應酬，更不會夜夜笙歌，獨處反思的時間自然多了。這對認識和了解自己便
產生了很大的突破。今天青年人心智不成熟、情緒不穩定、表現極為平庸膚淺
，原因之一，是因為缺少了反思和誠實面對自己的時間和空間。我個人認為，
只要有靜獨的環境和空間，任何地方都可以孕育出高尚的人格。正正因為香港
缺少了這個條件，別處地方才填補了這個真空。畢竟，生命成長不是必然的，
它需要在適合的條件下，方可以茁壯生長。不然，任何努力和計劃，也只是徒
勞無功，浪費資源而已。
無庸置疑，生命成長有賴適合的條件，按沙漠教父的洞見，這些適合的條
件不是甚麼，正正是安靜和獨處。對於那位從千里迢迢而來，求問摩西院長有
關成長之道的弟兄，摩西院長給他的答案，十分清晰了然，就是要他安靜和獨
處。只要他願意獨坐在自己的隱廬之中，保持安靜，這樣，他就必然有所知曉
和頓悟。至於知曉和頓悟了甚麼，當然是離不開對己對神的真知灼見。正如以
賽亞院長（Abba Isaiah）說：
「人生首要的事，是安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認識人性的荏弱，從而
產生對上帝的敬畏。」
如此一來，教父追尋靜獨，目的並不是避世，乃是一如彼得法蘭西（Peter
France）在《隱士：獨處的洞見》一書中所說的，「是讓自己向一種無形的影響
力敞開。有些人認為，這種影響力，足以帶來靈性上的健康。為人類同胞善盡
義務固然是值得嘉許的，但只有處身在獨處中，人才能獲得對自己的真知。」
進一步來說，教父重視靜獨，是因為他們確信，人無靜獨，便聽不到從內
心發出來的問題，因此也無法回答它們。人無靜獨，肉體和精神便常被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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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和自私所奴役。人無靜獨，便無法正確地分析自己的情緒、感覺和真正的
需要。這樣長此下去，生活只會越來越混亂，人與人、人與上帝的距離，亦只
會越來越遠。
既然，靜獨是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今天基督徒首要的任務，當然是要發
現和促進這個條件。但如何發現？如何促進呢？我個人認為，我們不需要學效
沙漠教父一樣，非要退居沙漠待在隱廬裏，方可以明心見性；也不一定需要如
我教會這位青年人一般，非要跑到外國留學，方可以脫胎換骨。在我看來，今
天可供我們靜獨的空間還是有的。比方說，睡房、客廳的角落，甚或上格床皆
可以成為現代人的「隱廬」
。還有茶館、咖啡室內一個不顯眼的角落；公園或海
旁的休憩場所，皆是靜獨的好去處。當然，深夜和清晨更是沉思、冥想、禱告
和等候上帝的最好的時分。總而言之，只要有決心，再加上一點想像力，
「隱廬
」還是不難尋覓的。

操練
A. 成長里程碑
成長可以劃分成不同的階段或標誌著不同的里程碑。這些不同階段或里程
碑可能是意味你受某些人物、行動、意念、經驗、接觸或遭遇所影響而開啟了
你的生命並揭開你人生的新一頁。現在回顧一下你個人成長的不同階段，並回
答以下的問題：
1. 這些階段或里程碑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它們對你的靈命有甚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默想
1. 經文：創十二、十三、十七1-14、廿二1-8
2. 題目：亞伯拉罕的成長歷程（參附件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亞伯拉罕的成長歷程

經文

生活處境 慾望╱試探╱掙扎

面對╱
處理方法

後果

對你個人成長
有何啟迪

創十二章
創十三章
創十七1-14
創廿二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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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專欄（二）本欄節錄自《每日讀經釋義》
愛能化解問題
你的教會曾否因弟兄姊妹之間的問題，引致多人離開？又或因
事奉上的方法和態度鬧意見，互不遷就，以致破壞了合一的氣氛，
嚴重導致信徒之間分裂呢？當有這些事情發生時，我們當以怎樣的
態度面對呢？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14 章正好就這些方面
作很貼切的教導。
當保羅在前文教導信徒如何正確面對吃祭偶像之物時，曾說：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無論甚麼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而要求別人的益處。」（林
前 10:23-24，《和合本修訂版》）此項教導同時可放在第 11-14 章
中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上，好作為他們行事的「準則」。
保羅在這幾章中分別討論到哥林多教會的混亂情況，它們是：
1. 婦女混亂崇拜（11：2-16）；
2. 分門結黨的富戶混亂聖餐（11：17-34）；
3. 渴求恩賜的信眾混亂事奉（12：1-14：40）。
在這四章經文中，很多信徒最熟識的就是第 13 章的「愛篇」；
事實上，第 13 章在這一大段落中，卻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其中聖餐上出現的混亂，主要是富有的信徒刻意忽略貧窮信徒
的需要，導致「有人飢餓，有人酒醉」的情況，破壞了教會合一的
精神；又有些信徒強調說方言的恩賜，視之為屬靈的表現，因而輕
視擁有其他屬靈恩賜的信徒，同樣造成了教會的傷害，為此保羅在
第 12 章教導教會整個肢體要互相配搭和倚靠，各人不能獨善其身。
這一連串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因為人「只看自己的益處」所致。
因此，保羅在第 13 章的教導，正是化解一切問題的核心所在，當
面對教會這些問題時，若信徒肯以基督的愛的精神為大前提，並且
認真地實踐出來，試問又怎會出現這些衝突呢？惟願使徒保羅對哥
林多教會的教導，今天也有助我們活出上主的心意。
願你能堅持每日讀經，天天領受上主的教導！
本文章版權屬香港讀經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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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教會消息 0
1. 今年頌恩堂主題為＜主話進心，靈裏更新＞。為鼓勵弟兄姊妹在日
常靈修中經歷主，教會將為大家代購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成人靈
修書籍《靈命日糧》（免費）及《每日讀經釋義》（繁體版$180、大
字版$226）
。訂購表格已放於招待處，截止日期為3月26日。
2. 由香港路德會文字部製作、本會多位牧者編寫的《預苦期靈修集》
現放於招待處，歡迎弟兄姊妹索取，數量有限，先到先得，讓我們
一同在預苦期思念主恩。
3. 第二期價值觀重整之旅將於3月5日至4月2日，主日上午9︰30-10︰
30舉行，導師為謝姑娘、劉美儀及范澤祺。報名表已張貼在報告板
上，歡迎教友或邀請初信者或慕道者參加。
4. 教會於預苦期（3月5日至4月9日）期間，主日崇拜中不唱（榮歸主
頌）及（哈利路亞頌），改唱頌主聖詩136首「十字寶架，我所矜誇
」，請教友留意。
5. 新一期週間成長班將於3月9日開始，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四早上
11︰00-12︰15，查考撒母耳記上，共5堂，由謝姑娘及祝棣華弟兄
負責，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6. 主希團將於4月17-19日舉行初中福音營，地點為元朗保良局賽馬會
大棠渡假村，名額20人，費用$300。如有意參加營會，請與鄧教士
或邱萬慧執事聯絡。截止日期為4月2日。
7. 為回應本年主題，教會將於4月23日下午2：00舉行培靈會「靈修—
你係邊一類？」
，講員為信義宗神學院前任教授陳國權牧師。歡迎弟
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8. 擬定6月4日聖靈降臨節接受聖洗禮及堅振禮的弟兄姊妹，請於3月26
日前與張牧師或鄧教士聯絡。
9. 頌恩月報中設有分享欄，讓弟兄姊妹及教牧同工分享他們的讀經領
受、生活中的感恩經歷或個人的得救見證，歡迎各位踴躍投稿。
10.截至2017年2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278,663元，港幣定期户
口結存1,500,000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426,630元，合計結存為
2,205,293元。

02017 年 2 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0
五日
十九日

127 人 十二日
141 人 廿六日

107 人
1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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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代禱事項 0
一、 為世界代求
1. 本年將選出新一屆行政長官，求主在背後掌管，選出一位有負擔，
且能團結香港，凝聚共識，推動香港發展的特首。
2. 財政司司長剛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求主使用每一項內容，使香港
人在生活和心靈上都得滿足。
3. 請為美國特朗普執政團隊禱告，求主賜下領導智慧，止息國內所有
紛爭與仇恨，興旺民生經濟，並翻轉美國成為合神心意、蒙神喜悅
的國家！
4. 為全球暖化祈禱，願人都有愛護地球，珍惜資源，為下一代着想，
各國正視全球暖化問題，減少私利，共同尋找解決方法，求主憐憫。
5. 伊斯蘭恐怖組織不斷屠殺異教徒及外國人。願上帝在過程中施行公
義，憐憫無辜受害者，教導當權者當行的事。

二、 為教會守望
1. 請為同工及執事會禱告，求主加添眾人能力，同心服事教會、興旺
福音。
2. 請為劉教士宣教事工代禱：願主帶領劉教士家庭當地的服事，保守
他們的健康，靈性，常敏感主心意，求主掌權事奉者的心，使他們
能配合事工，建立屬靈的團隊。願主憐憫當地居民，得聞福音，經
歷主大能。

三、 為肢體禱告
請為弟兄姊妹和家人身心靈代禱：黃蘭桂（心臟功能穩定）
、周惠玲（腎
病治療過程，接受福音）
、何竹筠（何漸文母親，長期神經痛毛病，靠
主心得安穩）、林慕蘭（血壓不穩定，求主看顧）
、韓穎根（頸椎骨手
術，康復順利）
、區燕兒（癌病，現轉服中葯，呼吸困難，求主醫治，
心得平安）
、鄭少瑛（腰痛）
、陳仙寬（腳痛）
、蔣美蘭（蔣美香妹妹，
身體虛弱）
、鄧月鳳（梁家燕表姐，因心臟病仍昏迷，現在有知覺，仍
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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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句句精彩0
027 改變
想改變別人，先改變自己。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而是都要改變。」
（哥林多前書 15 章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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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3 月 04 日
飯聚
（5/3）改選
3 月 11 日 西九長廊野餐(12/3) （12/3）探訪喜妙
3 月 18 日
以弗所書導讀 （19/3）祈禱分享
3 月 25 日 逾越節晚餐的意義 （26/3）查經
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6.76 人
6.5 人
日期
3 月 04 日
3 月 09 日
3 月 17 日
3 月 23 日
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喜樂團
―
―
電影分享
―
16.5 人

伉儷團
查經
―
―
―
16 人

恩樂團
小組
祈禱會
小組
Happy Day
6.75 人

主希團
―
（12/3）抄寫聖經
―
（26/3）祈禱會
3人

弟兄小組
―
―
―
男士天書（三）
3人

姊妹團
―
電影
―
祈禱會
14 人

2017 年 3 月崇拜講員
3 月 04 日
3 月 11 日
3 月 18 日
3 月 25 日

伍智聰傳道（香港讀經會拓展主任）
朱泰和聖職教師
張鍾華牧師
鄧迪豪教士

3 月 05 日
3 月 12 日
3 月 19 日
3 月 26 日

黃偉強先生（香港讀經會總幹事）
朱泰和聖職教師
張鍾華牧師
鄧迪豪教士

2017 年 3 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領會

小助手

3 月 05 日

耶利米愛國愛民

Dick 哥哥

彤彤

3 月 12 日

耶利米被囚

謝姑娘

豆豆

3 月 19 日

戶外崇拜＠九龍公園

——

——

3 月 26 日

但以理堅守主道

謝姑娘

學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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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週六崇拜 0
日期
主禮
講員
敬拜
點燭
插花
招待
影音
當值執事
備註

3月4日
張鍾華
伍智聰
鄧迪豪
王浩瀚
馮詠嫻
陳秀慧
岑峻宜
邱萬慧

3月11日
鄧迪豪
朱泰和
馮威霖
王浩翔
梁潔精
黃泳儀
岑峻宜
盧銘南

講員：香港讀經會拓展主任

3 月 18 日
鄧迪豪
張鍾華
王浩翔
王浩瀚
吳慧倩
鍾尚志
岑峻宜
馮威霖

3 月 25 日
張鍾華
鄧迪豪
林海雯、黃泳琳
王浩翔
李潔麗
黃泳琳
岑峻宜
徐嘉榮

聖餐襄禮：鄧迪豪教士

03 月主日崇拜 0
主日

3月5日
預苦期
第一主日（紫）
創3：1-21
羅5：12-19
太4：1-11

3月12日
預苦期
第二主日（紫）
創12：1-9
羅4：1-8、13-17
約3：1-17

聖詩

頌主 132
頌主 131
頌主 417
頌主 137

頌主 135
頌主 379
頌主 322
頌主 140

主禮
講員
襄禮
讀經
入壇前詞
點燭
崇拜司琴
兒童崇拜
兒崇敬拜
招待
司事
影音

張鍾華
黃偉強
宋天民
劉家麟
曾永光家庭
韋俊彥
王浩翔
鄧迪豪
鄧迪豪
祝棣華、梁家碧
祝棣華、梁家碧
岑峻宜

鄧迪豪
朱泰和
邱萬慧
梁家碧
韋四順家庭
劉家麟
林潔麗
謝詠雯
兒童敬拜隊
曾永光、岑蔭莉
曾永光、李偉賢
岑峻宜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伉儷團
講員：香港讀經會總幹事

節期
舊約
書信
福音

3 月 19 日
預苦期
第三主日（紫）
出17：1-7
羅5：1-8
約4：5-26
頌主 133
頌主 134
頌主 418
頌主 259,260
頌主 141
朱泰和
張鍾華
范澤祺
劉家麟
李偉賢家庭
韋俊彥
李彥楠
户外崇拜
何子烽、陳素蘭
何子烽、陳素蘭
岑峻宜

3 月 26 日
預苦期
第四主日（紫）
賽 42：14-21
弗 5：8-14
約 9：1-41
頌主 139
頌主 485
頌主 414
頌主 337
李泮松
鄧迪豪
盧銘南
陳秀慧
宋天民家庭
劉家麟
耿詩薇
謝詠雯
王浩翔
陳志樑、呂小燕
陳志樑、呂小燕
岑峻宜

聖餐崇拜

襄禮注意：預苦期（3 月 5 日至 4 月 9 日）主日崇拜不唱（榮歸主頌）及（哈利路亞頌），
改唱頌主聖詩 136 首「十字寶架，我所矜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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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