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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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穌穌轉轉身身對對她她們們說說：：「「耶耶路路撒撒冷冷的的女女子子，，  

不不要要為為我我哭哭，，要要為為你你們們自自己己和和你你們們的的兒兒女女哭哭。。」」  

  
路路加加福福音音 2233：：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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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擴展從祈禱開始、復興由謙卑做起 

各位主內的肢體，平安！ 

農曆新年轉眼過，元宵佳節在眼前。元宵節，亦稱為上元節，是農曆

新年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是張燈、賞月的日子，也象徵着春天的到來。 

元宵節是中國傳統節日，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闔家團圓、崢崢

向榮的日子。對照今日頌恩堂的光景，心裡不敢探問那是屬靈的居所，上

帝的殿嗎？當然，本堂弟兄姊妹，整體而言是有愛神、愛人、愛堂會的心

，這是人所皆知的。就是在沒有全職牧師帶領的十五年來，就算是會友對

堂會的發展有不同的意見的處境下，弟兄姊妹依然努力事奉，盡心奉獻。

回想起來心裡也為你們感到自豪，感到快慰。然而反省在心頭，本堂的屬

靈氛圍確有改善之處，借此園地與眾會友分享。 

教會內人人應自覺地參與“四好”運動，就是人跟上帝、人跟自己、

人跟他人、人跟大自然等四方面關係要和好，要提升。唯有人與上帝和好

，自己人格健全，與他人和好，尊重、友愛，並注重環境保護，人的生命

才有意義，生命才能顯出真正的價值。 

這讓我想起一則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故事。話說有一位淪為乞

丐的黑人，有一天他來到一座豪宅的大門前乞食。黑人向出來探門的白人

說：「我饑寒交迫，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施捨食物給我！」白人憐憫他說

：「你繞到後門去吧！」於是，白人端着飯菜從他家後門出來要給黑人吃；

接着又說：「你若要吃飯，先跟我作謝飯禱告！好的，現在跟着我唸：『我

們在天上的父……』」黑人就跟着複述：「你們在天上的父……」。白人很不

愉快地向黑人說：「怎麼我剛剛不是唸『我們在天上的父……』嗎，你怎麼

一直唸『你們在天上的父……』呢？」黑人誠懇的回答說：「先生，假如我

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那麼你我就是兄弟了，可是我恐怕上帝不喜

歡看到這樣子，因為你讓你的弟兄到你家後門口乞食！」這個例子的意思

，相信大家都明白，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不在於有無上帝的旨意，而在於有

無合乎上帝旨意樣式的問題。「人若說『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就是

說謊了；不愛他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愛看不見的上帝。愛上帝的，也要

愛弟兄；這是我們從上帝所受的命令。」（約翰一書4：20-21）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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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教會是魔鬼動員最厲害的地方，因為世上的一切都屬於牠的了，只

有教會還是上帝子民聚集之地。」屬靈的世界我們未必能掌握和分辨哪些

才是撒旦的工作，但弟兄姊妹之間的紛爭確是有撒旦在其中的參與和試探

。 

擴展從祈禱開始、復興由謙卑做起，「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

自己，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

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歷代志下7：14）求主幫助我們學習謙卑待人，

禱告用心，並常為我們頌恩堂的發展代禱；如此，上帝的福氣必庇佑我們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上帝的話，這一切的福氣必臨到你身上，追隨你。

」（申命記2：8），聖經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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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主的應許，願你成為蒙福之民！ 

祝 

新年蒙恩，靈命飛躍！ 
 

牧者心聲 本欄由其他傳道同工分享 

 第二人生 鄧迪豪教士 

「期待一種永恆 即使傷痕 也奮不顧身 

生命還沒有黃昏 下一站 你的第二人生」 

這是台灣樂隊五月天歌曲《第二人生》的歌詞。這首歌的 MV，始於一句：

「人生，有可能重來一次嗎？」 

我想這是很多人的願望。在聖經中，有一個人，同樣問了耶穌同一個問

題：「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他是尼哥德慕，

他是一個法利賽人，是猶太人的官。（約 3：4） 

甚麼是「重生」呢？耶穌說：是從聖靈生的人。哪些人是從聖靈生的呢？

就是「一切信他（耶穌）的人」（約 3：16）。聖經也稱這樣的人為「新造的人」。 

原來「新造」是指「新的素質」，有別於陳舊破爛的東西；「新造的人」

是一些從未在世上出現過的人，他們經歷內在的更新變化，產生新的性情和

生活方式。這些人，就是基督徒。這些人，就是你和我。 

有人說：「教會是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教會都不完美。但請不要忘記：

「教會也是新造的人聚集的地方。」我們應當心意更新而變化。 

或許你已經為你的人生悔恨不已，但請謹記，你在上帝裡面，永遠都有

新的機會。 

弟兄姊妹，若有「第二人生」，你會怎樣過？「第二人生」，現在要開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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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甚麼叫我聽不到 何偉清 

靈修經文：列王記上 19：1-21 
未知大家曾否經歷過，在尋物過程中，經多次翻尋仍未有所獲而感氣

餒之際，忽然發現該物居然是處於剛才檢視過多次的地方……？ 
或者，在多次努力尋找人生新方向後，驚然發現……美好的選擇，其

實早已在身旁…… 
這些經驗剛好反映出︰單憑自己一己經驗所作的判斷，往往是期望跟

結果會有很大的落差。 
同樣的，在個人屬靈生命成長方面，我們亦曾有類似尋尋覓覓的經驗。

因為我們一直選上了依靠自己的方式而活，而無視了從未放棄我們的主上
帝之提醒。 

今天經文指出︰強如大發熱心、充當上帝代言人的先知―以利亞，也
曾有過着相類的光景。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且看上帝是如何向以利亞作出提醒。 
1. 威榮的上帝會用祂認為最恰當的時刻向人作出提醒。這非只會在風

起雲湧、雷電交加、震撼人心的環境中發生，同時也可以在萬籟無
聲、死寂時刻，以溫柔而微細聲音引導反思。 

2. 上帝是在早有豐盛的預備下（七千未向巴力屈膝的人）向我們作出
提醒。 

今日我們不能時常聽見主聲音，主要是我們以自己的思維方式去限制
了上帝跟我們的對話的機會。 

要屬靈生命有長進，就先要在上帝的心意下存活過日；要明白上帝的
心意，便先要聽到上帝的聲音；要聽到上帝的聲音，就更需具有謙虛認罪
的態度，才能透徹地看透自己無能和無助的本相；同時，也才能真正認識
到（1）上帝聖潔、公義、全能、慈愛、恩典等高尚而偉大的本質和屬性；
並（2）祂對我們施予大愛的拯救的刻骨感激之心，因而能甘心樂意地按上
帝心意而生活，每天透過讀經、禱告、詩歌，以渴慕和專注的心去聆聽主
的吩咐。 

願意我們在上帝面前，都能常常真心存着感恩和謙卑的心，也時常都
能看別人比自己強，甘心、樂意地事奉主、事奉每一位弟兄姊妹。（腓立比
書 2：3-4） 

誰願意為大的，就當甘心成為最小的。（馬太福音 20：26-27） 
那…基督捨己的精神便能常存，成為上帝愛的美好見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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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專欄 本欄節錄自《每日讀經釋義》 

國家興衰的關鍵所在 

自古至今，世界的局勢不斷在變化，每個國家都不惜一切為自己的

利益巧取豪奪、自我維護或攻擊別國。今天世人如何衡量一個國家是否

強大，總以她們的經濟狀況、營商環境、軍事力量、生活條件、民主自

由或健康環保等多項準則來釐定；可是當我們回到聖經，卻看到另一種

價值觀，是現時世界絕不會用以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的準則。作

為信仰上主的我們，是否也早已被世俗同化，忘記了祂真正的心意呢？ 

本週，《每日讀經釋義》的讀者繼續閱讀《列王紀下》第 13-20章，

這幾章經文的內容主要講述北國以色列最後幾個君王、以及她如何敗

落、被擄及亡國的記載（13：1-17：41），繼而讀到猶大南國希西家王的

事跡（18：1-20：21），讀者從中可感受到南國也漸漸邁向滅亡的隱憂。 

在舊約的經卷中，《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及《列

王紀》被稱為「申典歷史」的書卷（註），所指的是它們的寫作方向及

主旨，均以《申命記》的信息作為核心價值及衡量準則：謹守遵行耶和

華律法者得福，違背者招咒詛。故此當我們閱讀《列王紀》之時，不應

忘記這個寫作的主旨（也是作者的目的）。 

故此我們就能明白，為何耶羅波安二世在位期間，儘管當時北國在

經濟、政治及軍事都頗為強勢，人民活在其中可算是國泰民安，豐衣足

食，然而作者卻說：「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使以色

列人陷入罪裏的一切罪。」（王下 14：24，《和合本 2010》）由此可見，

在聖經作者的眼中，「行耶和華看為正／為惡的事」與那位君王的政績

是沒有關係的，成功的關鍵乃在於他的信仰，因為當君王願意投靠耶和

華的時候，自然會得到祂的帶領及賜福。 

當我們知道了「申典歷史」的背景後，再閱讀本週經文時，就能明

確地看到「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為惡」的王的不同結局，以及在歷史

中給聖經作者留下的評價了。也許我們要思考的是：這樣的準則仍能在

今天國際的局勢中行得通嗎？再收窄一點想想：在我個人的生活中又可

行嗎？ 

註：有關「申典歷史」的資料，可參考本會出版的《這話離你甚近：聖

經專文集》之「士師記與『申典歷史』」一文。 

「本文章版權屬香港讀經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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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周日成人主日學於1月14日-3月18日，上午9：30-10：30開課。課
題：「從猶太人眼中看哈該書」，主講：特約導師李炳森先生，共8堂。
歡迎教友報名參加。課程簡介及報名表已張貼在大門的報告版上。 

3.  路德會協同神學院之2018年度春季信徒普及神學課程將於2月8日、2月22
日、3月1日、3月8日、3月15日、3月22日共六堂，逢周四晚上7：30-9
：30在本堂舉行「摩西五經之含英咀華」查經課程，費用每位300元，本
堂教友獲半費津助，講師是馮卓欽牧師。詳情請參閱報告版，迎弟兄姊
妹踴躍報名參加。 

4.  新一期週間成長班查考「列王記下」，日期︰1月11日-3月22日，每月第
二、四個星期四，報名表已張貼在報告版上，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5.  成人福音班將於2月4日-3月11日（主日），上午9︰30-10︰30（共六堂
）開課，課題︰「同作門徒」，歡迎慕道者及初信者報名參加。課程簡
介及報名表已張貼在大門的報告版上。 

6.  環球聖經公會於3月6日至3月27日共4堂，逢周二晚上7：30至9：30在本
堂舉行「列王記解讀」課程，講師是李鎮雄博士（環球聖經公會拓展總
監），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7.  本堂謹定於3月18日主日聖餐崇拜後，隨即召開2016至2018年度第三次教
友大會，請教友預留時間參加。 

8.  截至2018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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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34元，合計結存為2,621,433元。 

 

 

 

02018年2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0 0 

  

四日 116人 十一日 118人     

十八日 71人 廿五日 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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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0  

一、 為世界代求 

1.  近來香港及多個國家爆發流感疾病，願主保護病者及身體軟弱的人士，平安
度過寒冬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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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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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夫婦及 P區代禱：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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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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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為 P區初信者祈禱，求主保守他們在真理上扎根，信心堅固，永不離開
主。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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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炳英姊妹（何偉清母親）在 1月 30 日接受聖洗禮，求主堅固她的信心。 

2.  劉天納姊妹與鍾淦明弟兄，於 3 月 3 日完成結婚典禮。願主的愛大大充滿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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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精彩  
 

027 熬煉 

珍惜每個批評，因為那都是上帝要熬煉你、提升你，要使你更傑出、優秀的爐具。 

「耶和華啊，求你察看我，考驗我，熬煉我的肺腑心腸。」（詩篇 26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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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3月 03日 愛筵 （4/3）新春探訪 劉天納婚禮 ― 

3月 10日 查經 （11/3）宣教士分享 （11/3）宣教士分享 （11/3）宣教士分享 

3月 17日 跟着回憶去導賞 （18/3）開會 分享週―戀愛篇 ― 

3月 24日 查經 （25/3）查經 小組 （25/3）恩賜發掘 

3月 31日 短片及詩歌分享 ― （1-2/4）退修營 ― 

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8.5人 14人 6.5 人 8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弟兄小組 姊妹團 

3月 03日 ― 新春團拜 （1/3）查經 ― 

3月 08日 ― ― ― 聖經問答比賽 

3月 16日 樂在聖經中 ― ― ― 

3月 22日  ― 查經 祈禱會 

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25人 12人 4人 12.5 人 

2018年 3月崇拜講員 

3月 03日 謝詠雯傳道 3月 04日 謝詠雯傳道 

3月 10日 張鍾華牧師 3月 11日 張鍾華牧師 

3月 17日 鄧迪豪教士 3月 18日 鄧迪豪教士 

3月 24日 林家健牧師（路德會傳恩堂） 3月 25日 朱泰和聖職教師 

3月 29日 設立聖餐崇拜 

2018年 3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領會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3月 04日 和平@合團崇拜 Mickey哥哥 DICK哥哥 桂芳姨姨 
Dick哥哥 

Clara姐姐 

Dick哥哥 

Clara姐姐 

3月 11日 
（小）彼此關懷 

（彩）芥菜種 
― 謝姑娘 

謝姑娘 

（助）John 

Sandy姐姐 

（助）耀生 
Shirley 姨姨 

3月 18日 
（小）禱告 

（彩）稗子 
― 謝姑娘 

Wing Wing姐姐 

（助）樂欣 
John 謝姑娘 

3月 25日 

（小）遵行天父的

話 

（彩）聖經時代︰ 

敬拜生活 

― 謝姑娘 
IVY姨姨 

（助）謝姑娘 

美香姨姨 

（助） Bobby 
潔麗姨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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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月周六崇拜  

 

日期 3月 3日 3月 10 日 3月 17日 3月 24日 3月 31 日 

主禮 張鍾華 鄧迪豪 張鍾華 鄧迪豪 張鍾華 

講員 謝詠雯 張鍾華 鄧迪豪 林家健 黎永明 

敬拜 鄧迪豪 馮威霖 王浩翔 王浩瀚 林海雯、黃泳琳 

點燭 王浩瀚 王浩翔 王浩瀚 王浩翔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黃泳儀 鍾尚志 何東輝 林海雯 

插花 吳宇曦 梁潔精 吳慧倩 李潔麗 馮詠嫻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岑峻宜 王鵬忠 宋天民 羅燕萍 范澤祺 

備註   聖餐崇拜 路德會傳恩堂牧師 環聖培訓總監 
 

 

 3 月主日崇拜  
 

主日 3月 4日 3月 11 日 3月 18日 3月 25日 3月 29 日 

節期 
預苦期 

第三主日（紫） 

預苦期 

第四主日（紫） 

預苦期 

第五主日（紫） 

棕枝主日 

（紫） 
設立聖餐（白） 

舊約 出 20：1-17 民 21：4-9 耶 31：31-34 亞 9：9-12 出 24：3-11 

書信 林前 1：18-31 弗 2：1-10 來 5：1-10 腓 2：5-11 林前 10：16-17 

福音 約 2：13-22 約 3：14-21 可 10：35-45 約 12：20-43 可 14：12-26 

聖詩 

頌主 133 

頌主 134 

頌主 421 

頌主 320 

頌主 137 

頌主 141 

頌主 419 

頌主 452 

頌主 139 

頌主 149 

頌主 420 

頌主 258,268 

頌主 348 

頌主 144 

頌主 143 

頌主 422 

頌主 142 

頌主 145 

頌主 147 

頌主 148 

頌主 263,265 

頌主 158 

主禮 張鍾華 鄧迪豪 朱泰和 鄧迪豪 張鍾華 

講員 謝詠雯 張鍾華 鄧迪豪 朱泰和 鄧迪豪 

襄禮 宋天民 王鵬忠 范澤祺 韋四順 范澤祺 

讀經 劉家麟 梁家碧 陳秀慧 劉家麟 ― 

入壇前詞 羅紹衡家庭 何子烽家庭 陳志樑家庭 何偉清家庭 ― 

司琴 王浩翔 張敬軒 張敬軒 林潔麗 王浩翔 

點燭 韋俊彥 何樂欣 劉家麟 江子圓 劉家麟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司事 祝棣華、陳素蘭 李偉賢、韋四順 何子烽、梁家碧 陳志樑、黃鳳珍 姚偉剛、邱萬慧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李偉賢、岑蔭莉 何子烽、梁家碧 陳志樑、黃鳳珍 姚偉剛、邱萬慧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主恩團 
 

聖餐崇拜 

教友大會 
 

崇拜：晚上八時 

插花：吳慧倩 

 

襄禮注意： 預苦期（2月18日至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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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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月月 2255 日日主主樂樂團團 BBBB  PPaarrttyy  

22 月月 44 日日愛愛親親子子‧‧家家長長小小組組活活動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