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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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穌穌對對他他們們說說：：「「你你們們把把網網撒撒在在船船的的右右邊邊，，就就會會得得到到。。」」  

於於是是他他們們撒撒下下網網去去，，竟竟拉拉不不上上來來了了，，因因為為魚魚很很多多。。  
  

約約翰翰福福音音 2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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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活的記憶 

 
陳德權傳道 

 

蔡生說：「不要站著！」說時遲，那時快，他隨即開了摺椅，讓我坐在正堂大門旁。那時，還有        

謝姑娘的大女跑來跑去… 

 

那年八月的一個周六，我較早返到頌恩堂，預備崇拜，甚麼人都不認識！見到一位懷孕的年青姊妹，
在敬拜隊中熱情地唱頌，這一情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牧會後，才知道那位姊妹是 ViVi！當晚崇拜散會，
王執事主動走過來，向我這個陌生人打招呼，聊了幾句，介紹教會，這是我對鵬忠弟兄的第一印象和    

記憶。 

 

在教會侍奉的第二天，牧師期盼我這位初職傳道擴闊侍奉的眼界，邀請我進到青衣路德會梁季彝  

夫人安老院，一起崇拜。心中一想，我已有一段日子沒有踏入安老院了…那刻突然想起故人！由十月到
十二月，參與了四次安老院崇拜。十二月是聖誕聯歡會，我穿插在長者和侍奉人員之間，影下一些花絮
照片。這事以後，牧師收到了一個來電，得悉一位長者參加聖誕聯歡會後，回到自己床位小休，睡了！
我對那位長者沒有太多印象，後來在我所影的相片中，找到她在鏡頭下最後活著的身影… 

 

上工場的第一個主日，我沒有在教會崇拜，而是送了鍾傳道上了伊利沙伯醫院，因為她在教會對面
被人撞倒了，手部擦傷，加上她本身抱恙，行動較為不便。在傳道牧者互相協調下，與及教會在崇拜中
禱告記念，我在主的恩典下送了她去醫院。當我返到教會，崇拜已完成了。弟兄姊妹們走過來，向我問
及她的情況…這是何等暖心有情的一幕！ 

 

在過去的兩年，還有很多跟你們相處的小片段在我腦海中浮現！其實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 

回憶片段。就好像福音書的作者，有一些內容是來自別人的言說，卻給他們留下深刻的記憶印記，及後
還將它們寫下來，與人分享；又有一些卻是他們與耶穌基督相遇的經歷，心中有感，即使不是甚麼光彩
的事，也記下來，好像要提醒自己似的。這些片段，被福音書的作者有意識地進行編撰和「剪接」，       

最終是要讓聆聽者認識這位與人生活的上主—耶穌基督。 

 

記憶，並不是「過去」的「真實」東西，或全部整全的內容，而是「當下」在腦海中的「真實」           

片段。這句話看似難明，但並不陌生。每一次去安息禮拜，假如有述史的部份，我們就會有所體會；即
使離世者和寫述史的那位都是我們認識的，述史的內容以現在式「片段」展現，並進入我們的心坎裡，
勾起我們「當下」每一個人的情感。 

 

記憶是以現在式來展開「言破意斷」的受限人生，並具體地讓我們以語言建構生活的世界！在    

「言破意斷」的世界下，我們並不是藉拼圖去找出真實，而是讓世界自我澄明它的真實，就像四福音書，
它們不是要求我們重置時間和內容，協調耶穌基督出場的每一幕，而是要我們就著每一卷福音書，經歷
福音的多重真實 — 上主大能和多元的信息！ 

 

當我們視記憶為過去式，或是對「言破意斷」的內容，視之為不能接受，則誘使我們對自己生命和
別人生命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完整性之渴求和苟求！不斷想重整自己，搞動別人，渴望整個群體
都進入「完整」，並有統一的意義，說穿了，還是「齊一化」的魔魅！以我們的「完美」代替人了上主
的「完美」。事實上，祂的話語從來不是以「過去式」展現在我們的生命和世界中，而是以「現在式」
呼召我們，活在「言破意斷」的世界中，分辨祂的聲音，重塑我們世界的語言和當下的記憶，這樣生命
才有從上主而來的活力。 

 

這篇牧文相對比較難明！我是知道的。然而，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當我來到這所堂會第一次證道時，
曾引用了一位傳道人的說話：「不知甚麼原因，家長總渴望自己的子女，學多一點，學深一點！然而，
在信仰上，卻要求傳道牧者教淺一點！這是甚麼道理呢？！」但願頌恩家的弟兄姊妹盡心、盡性、盡力
愛主我們的神！認識祂！明白祂！我想…或許是時候預備吃一些較硬的屬靈食糧！ 

 

紀念你們！亦想念你們！ 

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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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人生下半場 
陳秀慧執事 

文書 

 

我終於在 2020 年 1 月 2 日「下崗」了，結束了 30 年的工作生涯，展開人生的另一頁。

我仿如籠中小鳥，得著自由、解放，不再為「五斗米折腰」，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生活…...「過

自己想過的生活」，No! No! No! 我有這樣想法，就大錯特錯了。人的一生，上帝早有計劃；

我的前半生和後半生，祂早已為我安排好了。 

 

屈指一算，從美儀邀請我返來頌恩堂的那個聖誕平安夜，至今已經是 33 個年頭了。     

感謝天父，過去在這裡，我找到了愛情，展開了團契事奉；從求學到就業，從工作到退休；

當中所發生過的種種，喜怒哀樂，原來我已植根頌恩堂了。「過去」總教我會心微笑，        

不由衷向上帝發出感恩之情；「現在」與「將來」，就請祂繼續帶領、指引我，一步一腳印，

走完餘生。 

 

哪我的下半場人生，應該如何渡過？……要接納身體的衰殘退化，甚至與病為友；      

要繼續事奉，甚至新的崗位；要親愛家人，把握共聚機會；要終生學習，自覺不足；要生活

作息有序，張弛有度……總而言之，活在上帝給我的當下，放膽依靠祂，祂必會扶持屬祂的

子民。 

 

仁慈的上帝在 2016 年把患上腦栓塞的我救活過來。從此以後，我就成為長期病患者，   

需要定時覆診、吃藥，控制著壞膽固醇。近日我又患上俗稱「五十肩」的肩周炎，當我舉起

右手時，感到十分痛楚；經過醫生診治後，仍然未能完全康復。不用怕！我深信上帝總有祂

的美意，日後不同疾病會接踵而來，我要調整心情，與他們做朋友，好好地「相處」吧！  

 

在主恩團的事奉，確實是我對上帝的承諾。轉眼間，我擔任主恩團幹事，至今已 30 年了，

從未間斷過。今年退休了，上帝要擴闊我服侍的領域，不單被揀選成為教會執事，更叫我    

走進中學校園，做福音義工，讓學生認識耶穌基督，明白真理。現正期望疫情盡快過去，     

義工與同學毋須使用 zoom 來見面。 

 

人大了，甚麼都看淡了。但與家人的關係，我卻看得至為重要。所以，在往後的日子裡，

我要好好把握與家人共聚的機會；為那些心硬仍未信主的，多多禱告，求上帝憐憫他們。    

「家人信主」，成為我餘生的功課。 

 

其餘的事，是「現在進行式」和「將來式」，充滿許多變數，「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 16：9）只求上帝親自帶領、指引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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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靈命信仰成長                          王麗麗姊妹 

 

我寫這篇「我的靈命信仰成長」的時候，我是經已正式退休兩年多了。 

 

回想我在初中畢業後，經我的母校推薦下，我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任職幹事，當時我

只有十五歲。翌年，我受洗了。我在教會工作了三年便離職，因為需要更多時間預備會考的

溫習，之後便再沒有返教會了。 

 

在這四十年間，因着人生的經歷、工作環境的影響下，我積聚了很多負能量。我亦曾經

嘗試斷斷續續的返教會，但因為感覺不到歸屬感，所以亦遠離了天父。 

 

退休後的初期生活，仍是混混沌沌的。整個早上聽電台節目廣播，整個下午追韓劇....，

每一天便是這樣空虛混沌的渡過。正所謂是過着「HEA」的人生。 

 

直至有一天下午，很偶然下，我在網上聽到一篇講道「基督再臨：啟示錄七印、七號、

七碗預言。」我聽了之後，有很大的感覺。我警醒到基督再臨的日子不遠矣，現今的我們，

不應着重思念地上的事，而是要思念上面的事，因為歌羅西書 3:2說「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啟示錄 9:4說「並且吩咐他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

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我頓時醒覺到，作為一個基督徒，必須要

努力傳福音，領人歸主。因在我腦海中，有這段經文浮現：「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馬太福音 28:19) 

 

之後，我經常上網聽講道，有時是一整天的聽；亦經常與人分享信仰及聽道訊息，很是

雀躍的。我在去年復活節帶領了兩位朋友在頌恩堂受洗歸主，感謝天父加力量給我。 

 

我雖然每天都上網聽道，但是我並不常看聖經。因為我從來不喜愛閱讀書本，亦從沒有

恆心去完完整整的看完一本書。每次看聖經，看不完一章，便不想看。而看過什麼，亦記不

起。 

 

我相信是神知道我的軟弱，祂引導了我去用一個發聲聖經 App（Bible.is)去閲讀及聽  

聖經。之後我便能每天很有恆心，很專注的去看聖經。最初是每天看一整個下午，繼而是由

起床後，閱讀至傍晚。因為每天起床後，最想做的事情便是讀經靈修。於是，我只用了       

三十四天的時間，便將舊約及新約讀了一遍。我真真正正感受到被聖靈充滿，聖靈完完全全

的改變了我的生活習慣，改變了我的生命，我的內心滿有信心、平安及喜樂！ 

 

現在我每天都上網看「靈情日記」的視頻，總共約有 1400 多集。每一集的開場白很有

意思：「天父呀，祢的說話比蜜甘甜，滋潤人心。每日靈修讀經，讓生命往下扎根，向上       

結果，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更新而變化。」 

 

最後，我想借着這兩句很有啟迪的説話去結束我的分享：「南與北的距離有多遠，就讓

邪惡的試探遠離我們有多遠；膝頭與地上的距離有多近，便是我們有多靠近神。」願上帝的

說話成為大家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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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紀律，無以突破靈性 
陳國權牧師 

「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 
 

紀律的生活 
有人認為靈修主要是靠方法，只要有一套好的方法，靈修許多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但我對這

個觀點甚有保留。無疑方法非常重要，它們有指導的作用，能提供步驟，對初學者尤為重要。然而，
方法往往只能觸及「如何」，卻不保證必能付諸行動。因此，東方教父並不強調靈修的方法或技巧
的重要性，反而重視體會、操練和行動。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是材料，只要手上拿著好的靈修      
輔助材料，靈修便能如魚得水，靈光照見。無庸置疑，材料也是十分重要的，它能提供範圍、內容，
能幫助讀者有系統地、循序漸進地進行靈修，避免隨意取材的惡習。然而，好的材料仍不能擔保我
們能恆穩地靈修。於我看來，靈修的竅門反而是紀律的生活，縱使有最好的靈修方法、最好的靈修
材料，卻欠缺了靈修的紀律，前兩者對於我們的靈命來說，幫助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靈性的      
發展與突破，動力是紀律的生活。 

 
琴弦的比喻 
我們怎樣去理解紀律的生活呢？讓我以琴弦作個比喻。最近為師母重新

安放好古箏，讓她在疫情期間可以在家中隨時練習。但因日久沒有彈奏，琴
弦已經鬆脫，需要調校，不然琴聲變質，無法彈奏。我們的靈命可能有同樣
的遭遇，因日久缺乏了操練而變得昏沉，喪失了最佳的狀態。我們真的需要
趕快重新調緊我們鬆脫了的靈性的弦線，把我們昏沉的靈命再度提起來。這
樣的調緊弦線，就是基督徒紀律的生活。 

 
俄國聖費奧凡（St. Theophan）亦曾以小提琴的弦線來比喻我們的靈性

狀態。若弦線保持最佳狀態，就是不鬆不緊的時候，小提琴發出的音響是最
為清脆嘹亮的。同樣地，若靈性保持最佳狀態，就是在警醒不昏沉、節制不
縱情的時候，那通往上帝之路就會暢通無阻。聖費奧凡在這裡要指出一個事
實，就是紀律生活是發展基督徒靈性生活的要素。事實上，惟有靈性生活有了紀律，我們的靈命才
能有突破和進步的機會。 

 
紀律是自由 
然而，紀律的生活不能空談，它必須精心設計。紀律是用來規劃我們日常靈修活動的時間表，     

它幫助我們按照規定的時間進行靈性操練，風雨不改，最終是養成了靈修的習慣，至令靈修的紀律
生活不再依靠外加的力量，而是發自內心的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不少人對於守紀律很抗拒，以為
守紀律等於失去了自由。其實這是對紀律的錯認；紀律並沒有奪取了我們的自由，相反，它本身     
就是釋放自由的條件。所以知名靈修學者傅士德（Richard Foster）才認為屬靈的紀律是釋放之門，
他這樣寫：「操練（即是紀律）之目的是要把人從那令人窒息的自私自利和恐懼的奴役中釋放出來。
人能徹底擺脫自我中心主義和恐懼的束縛，他的心靈就能享受著無窮的自由空間，人生就能達致   
鳶飛魚躍的境界。如此看來，紀律生活看似是約束，其實是釋放；它似乎是限制，但卻是自由。       
唯有建立紀律，我們方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生活規章或約章 
紀律的生活也不是空洞無物的，而是有著充實的內容的。它的內容可以根據生活規章或約章   

（a rule of life）的形式寫成。就以道在成立的修團為例，修團的紀律生活就是 12 項的生活約
章，凡加入修團的團員，皆承諾遵守，並以此作為建立與發展靈性的途徑。詳情如下： 

靈修文章 教會以每月刊登靈修文章，鼓勵教友以穩定靈修生活， 

操練屬靈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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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天定時定點進行 20 分鐘息修； 

2. 每週五禁食一餐（午餐或晚餐）； 

3. 保持身心靈健康；每天靈修；每週有適量的運動、休息及娛樂； 

4. 勤領聖餐，每月最少一次； 

5. 善用屬靈恩賜，投入教會的事奉及社會的服侍； 

6. 謹守中庸之道，避免偏激的思想與言行； 

7. 實踐簡約、惜物和愛物的生活； 

8. 參加每兩個月一次的修團聚會； 

9. 參加每月第二個週五晚舉辦的息修聚會； 

10.參加每年舉辦的「四日息」退修會； 

11.每半年會晤靈修導師一次約 60分鐘，目的是回顧並檢視過去半年的    

屬靈生命狀況； 

12.積極參加本中心舉辦各項課程、聚會、講座與活動。 

 

生活規章或約章是個人或團體落實基督教信仰和靈修的工具，它也是反

映個人或團體所要追求的道德、精神、與靈性價值的一面鏡子。生活規章或約

章無疑是某人或某個團體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世界觀的一種折射。 

 

紀律、操練，苦修    
從靈修學的意義來說，紀律（discipline）即是訓練（training）或操練（exercise），沙漠

修道傳統稱之為苦修（askesis）。保羅提醒提摩太，運動員訓練或操練身體，目的是要奪得比賽中

會朽壞的冠冕，而基督徒卻是為不會朽壞的冠冕而操練靈性。（參林前九 24-27）然而，不論是運

動員，還是基督徒，為要保持身體和靈魂在最佳狀態，操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操練對於他們，

就是紀律的意思。據此，基督徒紀律的生活就是恆穩持續的屬靈操練，藉此轉化性情、氣質，以達

致生命成長，臻於至善的人生的目的。正如保羅說：「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無稽傳說。要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因操練身體有些益處，但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現今和未來的生命的應許。」

（提前四 7-8）如此看來，屬靈紀律、操練、或苦修只能說是達致敬虔、聖潔的手段，本身絕非目

的。 

 

苦修型的宗教 
自四世紀沙漠修道主義興起以降，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就披上了濃厚的實用性

（practical）色彩。沙漠教父著重信仰的踐行、靈性的操練、生活的紀律，至令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漸漸成為一紀律型、操練型、苦修型的宗教（an ascetic religion），就是教導

人如何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根除內心的妄念、妄識與偏情（passions），以及如何涵養德性、培

育性情的一種宗教信仰。 

 

不拘何人，總要有紀律和練操 
回顧過去，但見昔日古聖先賢為持守真道而攻克己身，今天的基督徒也不能例外，面對著今時    

今日無處不在的貪饕、迷色和貪婪的誘惑，基督徒更需要好好地操練生命、紀律自己，使人生能夠

經得起風暴，又能夠抵擋得住嚴寒。畢竟，「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以

猛力奪取的人，就攫取了它。」（太十一 12；思高譯本）如此看來，不拘何人，總要有屬靈紀律和

練操，以能得著真自由和天國的圓滿。St. Cosmas Aitolos 說：「殉道者以他們的血贏得了樂園；

修道者則以他們的苦修生活。今時今日的我們又如何能贏得樂園呢？就是以接待窮人、瞎子，就如

約亞敬（馬利亞的父親）一樣。慈惠、愛、以及禁食能聖化人，能豐富他的靈魂和身體，並最終達

到聖潔。」別再縱容自己的惰性，也不再為自己找藉口，因為這不會讓你我的靈性有分寸的進步。 

 
本文轉載自 《道在雙月刊》，第 26期，2020年 10月，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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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執事會開實體會議(上圖) 

 

 

 

 

 

 

 

 

 

 

疫情後首次兒區崇拜(中圖)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盧惠銓牧師親臨本堂證道(下圖) 

頌恩消息@ 10 月疫情下的教會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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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執事就職禮 

 
執事 崗位  團契 牧區負責人 

張鍾華牧師 堂主任牧師、當然執事  主希團 劉家麟 

韋四順 主席  恩樂團 陳秀慧 

羅燕萍 副主席、出納  主樂團 蔡偉光 

李偉賢 司庫  主恩團 陳秀慧 

陳秀慧 文書  伉儷團 李偉賢 

曾永光 總務  姊妹團 羅燕萍 

宋天民 敬拜部  喜樂團 張志安 

劉家麟 教育部  愛親子家長小組 謝詠雯傳道 

蔡偉光 佈道及差傳部    

吳慧倩 佈道及差傳部、關顧部    

張志安 關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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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   
 

一、為世界代求  

1. 因新冠病毒全球持續蔓延，確診人數已逾4千3百萬。求主興起普世教會禱告的心，同心
合意向我們的主祈求，祢是我們惟一的保惠師，願祢施下憐憫，安慰離世者的家人，經
歷祢所賜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天父上帝，近日香港疫情逐漸舒緩，為此感恩！求主憐憫
世人，令疫情受控，而安全有效的疫苗亦盡快得以普及使用。 

2. 保羅教導信徒：「首先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也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
告。」(提前 2:1-2) 我們為世界各國各地的政府官員祈禱，求主賜福他們能以愛神愛
民的心努力工作事奉；特別為 11 月 3 日的美國總統選舉，能切合上主的旨意和平進行
代禱，「好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 

3.  請為世界各地天氣祈禱！求主賜下恩典和智慧，讓我們學懂守護祢賜給我們的大地。同
時，求上帝保守我們，好叫我們做好信徒本份，珍惜資源，減少浪費，愛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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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同工禱告，求主加添眾人謙卑愛主，明白主話，藉恩典回應主恩，服事教會，叫基
督的福音得以興旺。 

3. 請為本屆執事代禱。祈求主賜下智慧，各按各職，恩賜配搭，與教牧和弟兄姊妹， 同心
合意，共建神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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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懇求主的靈挑旺頌恩家愛慕祢的心，倚靠祢，親近祢！願我們重拾對祢的愛，以祢的話
語為生命至寶。在信仰實踐上，有根有基。 

6. 頌恩家已有九個月沒有機會探望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的長者。疫情中，院友、家屬
和職工也不易熬過。求主堅定長者信靠祢的心，保守他們的身心靈！盼望整個院舍經歷
祢出人意外的平安！ 

7. 本堂教友何惠賢姊妹(周綺明母親)於10月19日在加拿大安息主懷，請為他們的家人禱告，
求上帝安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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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權
傳道（雙膝發炎，求神憐憫醫治）、何夏菲（求神醫治保守）。 

 

四、宣教 

請為W夫婦及P區代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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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請以代禱及奉獻支持W家庭、P區事工及同工薪酬需要。 

1.3 在新禾場已開始祈禱小組事工，求主使用，讓參與的弟兄姊妹同心為教會事工守望！10
月初的青年營會已籌辦完成，求聖靈動工，興旺參與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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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聚會最新消息(28-10-2020)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由於疫情持續緩和及政府限聚令對宗教場所的豁免規定，我們有以下措施： 
a. 崇拜聚會：本堂將如常實體崇拜，並會安排網上直播；網上直播連結，將會在主
日崇拜前於 WhatsApp群組發放。而十一月的周六崇拜繼續暫停。 
b. 其他聚會：教會內的實體聚會(團契、詩班、全堂祈禱會、主日學等)已陸續恢復，
各團各部的團友，可與相關同工商量聚會日期。主日學課程，逢主日上午 9:30繼續開
課。 
成人主日學「工作與安息」的上課地點︰E房，導師︰陳傳道。成人福音班「創世記」
的上課地地點︰副堂，導師︰謝姑娘。鼓勵教友參加，學習聖經道理。 
c. 在抗疫期間，我們更要效法基督，服事鄰舍，興旺福音。請教友同心為疫情祈禱，
特別為病患者、醫護人員及受影響的各行各業禱告守望。 
教會繼續留意疫情發展，並於 11月 11日公布最新教會聚會安排。教友如有疑問，請
聯絡同工查詢。主佑大家！ 

2. 教會於11月7日（星期六）下午2時正在頌恩堂副堂舉行執事會議，有關會議議程已張貼
在執事會佈告板上，歡迎弟兄姊妹查閱。 

3. 教會於11月15日召開2020至2022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崇拜後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
間參加。 

4. 本堂教友何惠賢姊妹(周綺明母親)於10月19日在加拿大安息主懷，請為他們的家人禱告，
求上帝安慰他們。 

5. 本堂同工陳德權傳道將延至 11 月 30 日離職。衷心感謝他過往兩年多的忠心服事和對本堂
所作出的貢獻，求上帝親自醫治及賜福帶領他前路，請代禱記念他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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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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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截至2020年10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10,447元，港幣定期戶口結存2,642,456.21元
，港幣來往戶口結存887,129.33，合計結存為3,540,032.54元。 

 

 2020 年 10 月崇拜實體+網上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教會消息  

四日 76 人 十一日  90 人   

十八日 98 人 二十五日 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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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隨意批評 

「一般人隨意批評、咒詛，我們卻樂意給人鼓勵與祝福。」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以弗所書四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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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懲罰，而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救。他替我們
死，讓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所以，你們該彼此勸勉，互相造就，正如你
們素常做的。(帖撒羅尼迦前書5:9-11) 

 

2020年 11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2020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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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信德的盾牌 謝姑娘 謝姑娘 潔麗姨姨 

11 月 8 日 
(小) 一同歡喜快樂的友情 

(彩) 你會拒絶耶穌嗎？ 
貝菌 寶玲姨姨 偉光叔叔 

11 月 15 日 
(小) 患難中的友情 

(彩) 活出新生命 
寶玲姨姨 Wing Wing Simon叔叔 

11 月 22 日 
(小) 上帝是與我們同在的好朋友 

(彩) 無悔跟祂走 
桂芳 Sandy 潔麗姨姨 

11 月 29 日 
(小) 差派宣教士 

(彩) 誠懇的勸告 
美寶老師 

美香 謝姑娘 

2020 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求主記念兒區家庭，賜與智慧給父母，在照顧家庭及工作能取得平衡，孩子重返校園及應對考試之適應。 

 句句精彩  

 每月金句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11 月 7 日 
「地極曙光」 

培靈奮興大會 
- - 待定 

11 月 14 日 見證分享會 - 待定 待定 

11 月 21 日 小手工 - - 待定 

11 月 28 日 有你參與更好 - 待定 待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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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日 - - - 

11 月 12 日 - - 生日週 

11 月 20 日 
健康講座@ 

退化性關節炎 
- - 

11 月 26 日 - - 查經 

10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因疫情聚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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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崇拜奉獻 58,456.00 同工薪津（4 人） 86,500.00 管理費（C-E 座） 3,750.00 

感恩奉獻 32,200.00 同工強積金 4,325.00 PCCW (上網費) 4/10-3/11 712.00 

其他奉獻 3,531.50 社區關顧援助金 1,000.00 水電 774.40 

租金收入 20,000.00 聖壇用品（鮮花） 1,385.50 CLP 電費 427.00 

  講員費（主日） 600.00 Canon 影印費 622.00 

  維修保養 (男廁水龍頭) 440.00 清潔費用 3,060.00 

  廣告費 (招聘教會傳道) 1,576.00 月曆 4,370.00 

  總會年捐 (2019 年度) 55,360.00 紅白二事 (花籃一個) 350.00 

  
文儀 (司庫印章及文具) 

郵費 (寄會友大會信) 

247.00 

242.00 

中華消防公司 

更換禮堂損壞緊急燈 
1,800.00 

  
對外奉獻（生命使者、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         

院牧事工聯會）       9,000.00 
  

總收入 $114,187.50 總支出 $176,540.90 本月結欠 $(62,353.40) 

 

 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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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80.87 本月結餘 $2,000.00 本月總結存 $222,980.87 

 

 2020年10月建堂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建堂奉獻 7,000.00     

總收入 $7,0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7,000.00 
 

上月結存 $2,394,950.21 本月結餘 $7,000.00 本月總結存 $2,401,950.21 

  

 2020年10月慈惠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慈惠奉獻 0.00 慈惠津助 0.00   

總收入 $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0.00 
 

上月結存 $49,130.00 本月結餘 $0.00 本月總結存 $49,130.00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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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週六崇拜 

日期 11月7日 11月14日 11 月 21 日 11 月 28 日 

主禮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講員 

敬拜 

點燭 

招待 

插花 

影音 

襄禮 

備註 插花 : 梁潔精 插花 : 吳宇曦 插花 : 吳慧倩 插花 : 李潔麗 

週六暫定 

 

2020 年 11 月主日崇拜 
主日 11月1日 11月8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9 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二十二主日

（白） 

聖靈降臨後 

第二十三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二十四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最後主日（綠） 

將臨期 

第一主日 

（紫/藍） 

舊約 啟7:9-17 摩5:18-24 番1:7-16 
結34:11-16、 

34:20-24 
賽64:1-9 

詩篇 詩149 詩70 詩90:1-12 
The Venite (邀請) 

詩95 
詩80:1-7 

書信 約壹3:1-3 帖前4:13-18 帖前5:1-11 林前15:20-28 林前1:3-9 

福音 太5:1-12 太25:1-13 太25:14-30 太25:31-46 可11:1-10 

聖詩 

頌主 374 

恩頌 295 

頌主 306 

頌主 342 

頌主 473 

頌主 475 

頌主 224 

頌主 10 

頌主 245 

頌主 408 , 263 

頌主 272, 490 

頌主 37 

頌主 292 

頌主 52 

頌主 377 

頌主 83 

頌主 361 

頌主 85 

頌主 309 

主禮 陳德權 張鍾華 朱泰和 張鍾華 張鍾華 

講員 曾維州 陳德權 張鍾華 謝詠雯 李炳森 

襄禮 陳秀慧 劉家麟 韋四順 李偉賢 蔡偉光 

讀經 劉家麟 梁家碧 林潔冰 邱萬慧 陳秀慧 

入壇前詞 陳志樑家庭 韋四順家庭 李偉賢家庭 何漸文家庭 宋天民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林潔麗 張敬軒 林潔麗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梁正國 梁耀生 韋俊彥 

影音 岑峻宜、王浩翔 岑峻宜、王浩翔 岑峻宜、王浩翔 岑峻宜、王浩翔 岑峻宜、王浩翔 

司事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黃鳳珍 李偉賢、王鵬忠 劉文儀、陳啟德 張志安、郭寶玲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黃鳳珍 李偉賢、王鵬忠 劉文儀、陳啟德 張志安、郭寶玲 

備註   
聖餐崇拜 

會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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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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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節燭光環 

 

源自十五世紀教會已有傳統在將臨節期間，燃點燭光環，表示上帝對人永恆的愛，而   

燃點次序最後一支表示基督耶穌降生之光。 

 

將臨第二個主日燃點第三支粉紅色蠟燭（喜樂之燭），提醒我們與牧羊人一樣，聽見    

基督降生的宣告時是何等的喜樂。 

 

「將臨期的歷史和意義」 

 

基督教於主後第四世紀末傳到一些歐洲日耳曼族的中間。這些部族喜歡在迎接冬季來臨

時舉行一些慶典。他們喜歡圍着一堆火來舉行慶祝會。因為火是象徵光和溫暖。他們特別   

設計一些火輪。其用意是「引誘」太陽回來，為寒冬死寂的世界帶來溫暖和生機。 

 

早期教會習慣將這些世俗的節日加上一些基督教的意義。因此早期的傳教士便將這些 

節日所強調的光、喜樂和盼望的意義來比喻基督。他們教導信徒基督是世界的光，生命的   

賜予者，使信徒更深入認識聖誕節的意義。所以這時期的教會便開始在聖誕節前定出一些  

日子作為準備期。 

 

將臨期於是成為聖誕節的準備期。主後 380 年在西班牙教會首次設立將臨期，但為期   

只有三週，由最接近聖安德烈日（即十一月三十日）的主日開始計算。到了第八世紀，教會

的年曆也決定由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 

 

將臨期有兩個重大的意義。第一，是一段準備慶祝基督誕生的日子；第二，是期待基督

第二次的降臨。再者，此節強調上帝透過祂的話語和聖體進入我們日常生命當中。（請記着，

上帝的話語不單是指聖經，亦是指基督自己。） 

 

將臨期是一種聯繫。它聯繫今日的世界與未來的國度；聯繫舊約和新約的人和盼望；它

更聯繫人和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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