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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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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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難行易 張鍾華牧師 
那天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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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

「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他們就非常懼怕，彼此說：「這到

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可 4:35-41) 
 

那是西元 28 年，聖經記載耶穌在夜深時分，與門徒乘船到加利利湖東面的格拉森去。

那裏是由羅馬人管理的低加波利地區，是希臘人聚居的城市。假設你是耶穌的門徒，細想在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竟然坐船去到他們猶太人歧視的外邦人城鄉。門徒一定很希奇，為何

要摸黑渡湖到希臘人城鄉，食宿不但無著落，還可能招來敵視和驅趕──這可能是他們的焦

慮，也可能是我們的埋怨──為主作工，似乎沒有什麼好處，還招來風雨同路！忽然刮起的

暴風，看似要將小船吞噬；鏡頭一轉，在船尾上我們看見熟睡的耶穌，在波濤洶湧的怒海，

祂穩如泰山，恍如安睡在馬糟裡的嬰孩。祂是誰？竟可處變不驚。鏡頭再轉，門徒已嚇得魂

不附體，就知道門徒不知道主耶穌有多大的能力，對祂沒多有信心。去到故事尾聲，雖然主

已為他們平息了風暴，得著了平安，他們還是不明白。 

恐怕大多數猶太人要到末日，他們才明白所相信的應該是誰。又像已基督化的美國，常

傳出這樣的新聞：如多年前通用汽車公司的一款貨車，因燃料箱設計外露（設計上的錯失）；

一次翻車意外，導致汽車起火燃燒，燒死了司機。汽車公司除了要回收所有汽車外，還要按

法庭判決，賠償受害者家人一千七百多萬美金。一條性命在神眼中豈止值一千七百多萬美

金！但從人的眼光就覺得有點誇張。但比起人的身體，人的靈魂更為寶貴；因為人的身體是

有限的存在，而靈魂卻是永恆的存在體。 

救人的靈魂困難嗎？我們一想到傳福音，就認為自己好熟悉聖經，傳福音的四律也滾瓜

爛熟；但知易行難，唉！難得帶一人信主。但我相信主的心意卻是說：知難行易！不信？你

看使徒保羅，他引領成千上萬的外邦人信耶穌，但他原是法利賽人，自小所接受的教導，正

正妨礙他認識耶穌的真正身分（神之子）。直到往大馬士革路上，耶穌的真光，使他恍然大

悟，從此努力傳福音，至死忠心。耶穌的門徒卻囿於成見，雖然跟隨耶穌學習了三年，竟在

逾越節的晚餐中爭論誰為大。但耶穌的復活見證卻喚醒了他們，才明白所信的耶穌基督是

誰。可見知難行易，無論是保羅，還是彼得；是你還是我，只要生命確實被聖靈觸動，沉睡

的靈魂被喚醒，就能積極見證主的真實和大能，甘心樂道，至死忠心！今天的信徒真是有福，

雖然疫症仍未走遠，但我們不必經歷饑餓、刀劍的試煉，且站在彼得、保羅等使徒的肩膀上，

讓我們能更清晰的仰望上帝，明白我主的心意。 

在茫茫人海之中，我們不敢要問，我是誰？我是無奈、無助，默默承受著這些抗疫難奈的

日子，還是那麽平靜、樂觀、自豪，猶如一位信心的勇士。我是誰？疫情困擾，人事紛爭種

下的心痛似在嘲弄我，面對這些問題。上帝啊，不論我是誰，祢知道，我永遠屬於祢！ 

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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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悟 謝詠雯傳道 

27.9.2020 

今年，受著疫情持續影響，對於每年期望放大假，放低工作壓力，呼吸一口他國的

情懷，恐怕要留待明年才能實現。某天早上送孩子上學的時候，在小巴上聽到電台主持

人論及人生，他說，我們生活在高壓的社會裡，人生捱盡苦頭，是為了換取優質的生活，

更好的社會地位，籌算無後顧之憂的退休生活，但人生還有些錢買不到的價值，就是快

樂，健康，還有別人給與的肯定。 

世人思考人生價值，並且在其中領悟存在的意義。今日信徒在人生路上正追尋著什

麼？我追求的正叫我苦惱？還是在過程中領悟生命的價值？ 

上星期頌恩堂舉辦培靈會「創世記的福音」，黃德光傳道分享其中的信息，給我對人

性的軟弱產生了共嗚，創世記三章 5 節，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上帝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開了，你們就像上帝一樣知道善惡。」 

世人對名利安逸的追逐，正反映著人遠離造物主對生命價值的追求︰「你們吃的日

子‥‥‥就像上帝一樣知道善惡。」女人追求著擁有生命的主權。吃讓她能夠從上帝手

中奪取判斷事非的權力；我認為善就是善，認為惡就是惡！ 

世人活著所關心多是個人福祉，自身利益，信徒在世卻有使命，在個人主義氾濫的

世代裡，不遺忘尋找至善的上帝與祂的美善，並將生命的主權歸還主的手。上帝慈聲的

呼喚，常常在變幻莫測的世事裡向我們啟示祂自己，領悟人生真理。 

環顧世界，疫情對全球影響，中美持續的緊張局勢，未來政治經濟的不明朗因素，

或者使人灰心憂慮，甚至失去信心。掌管善惡的終極者，祂掌握世情，卻要求跟隨祂的

門徒，天天跟隨祂，尋求祂的心意。但願我們在勞勞碌碌，營營役役的人生旅程上，不

單追求世界的肯定，安逸渡過餘生，卻領悟擦身而過的世情，選擇與神同行及祂的美善，

那叫人得自由的靈，必在祂的真理中，引導我們所遇到的事上領悟生命的價值，並在黑

暗之處成為祂的一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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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了憂慮 張鍾華牧師 

20.9.2020 
 

上星期戲院重開，隨意看了齣驚慄電影＜爆怒時速＞。故事描述天不怕，地不怕，以為

自己永遠是對的女主角 Rachel 跟丈夫離婚後，還要獨力撫養兒子。一個遲了起床的早上，她

忙著送兒子上學又遇上大塞車，為了超車跟陌生駕駛者發生爭執，只因道歉欠奉，觸怒了患

有「路怒症」的男主角 Tom。Tom 駕車跟蹤 Rachel，又偷去她的電話，然後逐一追殺她身邊

的朋友和家人。這齣電影或許不是上佳電影，然而散場時仍有餘悸，面對紛紛亂亂的時局，

社會撕裂，中港矛盾、天災頻仍和台海危機接踵而來，而疫情揮之不去，不安之感油然而生。

頓覺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有平安，但「平安」在超市卻又永不上架，因為平安是從主而來！ 

回家途中，默念路加 12:22-32，是耶穌對門徒的教導：「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

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憂慮是什麼？「憂慮」的希臘原文有「拆開、擾亂、不

安」的意思。憂慮的對象往往是一些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情」；也是我們「無法確知的事情」。

這也就是憂慮把我們弄至心神不寧，心煩意亂的原因。而聖經卻要教導我們：神既然創造了

人類，他必定會顧念我們生命和身體上的需要。耶穌請我們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你們想

一想烏鴉：牠們不種也不收，既沒有倉又沒有庫，上帝尚且養活牠們。你們比飛鳥要貴重得

多呢！」 

想一想，這是天父世界，「烏鴉」是鳥類中既卑微又最不受歡迎的物種，牠們不種也不

收，上帝尚且養活牠們；而我們比飛鳥還要貴重得多呢！因為我們是照著上帝的形象造的，

不但如此，我們更是耶穌基督捨命贖回來的！我們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如此貴重！「你們哪一

個能藉著憂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長期的憂慮反而令我們容易患上抑鬱病、路怒症等精神

病。你可知在美國，每年有大約 3.4%的憂鬱病患者自殺。而在所有自殺者中，有 60%的人

患有抑鬱病的。人之所以有抑鬱病，皆因他們心中無平安。 

你們又想一想，「百合花」是怎麼長起來的：它不勞動，也不紡線。然而當百合花盛放

的時候，清新脫俗的形態，莊嚴純潔的神韻，只待「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秦觀《鵲橋仙·纖雲弄巧》)野地的百合花，花開花謝，只一天的光景就被丟在火爐裏作柴燒，

上帝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我們是神的兒女呢？耶穌用飛鳥和百合花，指出人憂慮的兩個

因由：「擔心個人生命的存活」和「失去世界的榮華富貴」。其實，我們需要的，神都知道。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為甚麼只要先求天國的降臨，

就不用憂慮呢？因為基督徒都是蒙召的精兵，上帝既然呼召我們，必有使命託付我們；既然

有使命要我們去做，我們就成為天國的精兵，神怎會不供給我們糧餉和武器？我們還需要為

飲食、安危而擔憂嗎？信徒要有信心！ 

我們不用憂慮，因為今天信徒仍有未完成的責任。我們要問的是：「上帝，你今天要我

做什麼？」知道就要努力達成，但無論「知」還是「不知」，也要裝備自己，與聖徒一同尋

求天國，一同順服神的心意而活。在頌恩堂一同服事、一同見證衪的榮耀。 

假如你忠心為主作工，盡了一己的能力，你今天晚上回到家中或會感到疲倦，但卻是心

滿意足的，氣定神閑。因為我們向天無愧於神，對己無負於人。「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

你們的信把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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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拾樂趣 
 

陳德權傳道 

13.9.2020 

 

近日跟教會一個小組查考路得記，短短四章經文，讓我重拾群體查經的樂趣。路得記往

往被理解為一卷短篇愛情小品，或是婆媳之間的故事，又或者講及一個外邦婦女對婆婆和耶

和華的忠誠。這些都是我們對路得記既有的印象。然而，當我們進入經文，細心研讀，偶然

會發現一些新的「可能」點子。彼此分享交流時，讓我們對既有的印象，帶來了沖擊，同時

也帶來不少歡笑聲！在這裡，感謝小組的成員，你們的的分享和見解，真的非常有趣，甚至

很有意思！在查考聖經的旅程中，上主以祂的話語款待了我們；小組的成員，不論是靜默、

新的想法、懷疑，都款待了所有在場的參與者。 

筆者曾參與其他團契的查經聚會（不僅在頌恩家），弟兄姊妹普遍渴望查畢一段經文後，

有所得著。所謂得著，就是如何「應用」「經文」。為了在經文中尋找應用，我們往往忽略經

文細節。為何有這種情況，皆因我們習慣「目標導向」，只想找出我們想要的東西，而非經

文渴望我們聆聽的事宜。這樣導致我們閱讀「視界」愈來愈狹窄，只有符合我們期望的內容，

才會被選取，繼而建立起實踐應用方案！筆者視這種閱讀為「經文撐腰」，經文要為「我」

的心意或行為給出解說！這樣查考聖經，既乏味，甚至有時覺得經文沒有任何教導或提醒。

事實上，這樣查考的態度，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試想想：「聖經是甚麼？」相信所有信徒都肯定聖經就是上主的話語，即聖言。聖

言又是甚麼？即耶穌基督！假如查考聖經只求「應用」，又或者「經文撐腰」，我們跟十二使

徒最初與耶穌一起，有何分別？！他們想利用耶穌，而自己則成為造王者。我們是何等的膽

大啊！ 

有些信徒一方面希望從聖經中得著「應用」，甚至要藉「應用」，抗衡現今的文化；可是，

他們骨子裡沉迷於現今資本主義/古典實用主義中對「用」的膜拜，卻不自知。「有用」的留

下，「無用」則丟棄！這樣查經的態度，反映了我們靈性狀態；說白一點，還是處於「自我」

陶醉罷了！ 

研讀聖經，就是上主跟我們說話，而非「讓」上主跟我們說話。上主願意跟我們說話，

本身就已經非常美好了！筆者有這樣想法，我們跟朋友談天說地時，絕不會常常帶著一種意

圖 —「如何應用聊天內容呢」？！這實在太沒味兒了！ 

這次查考路得記，當中的成員除了我這位大男人外，還有兩位職青女性。有趣的是，不

僅在經文中發現了新的點子，這是從前所忽略的；更有趣的是，原來這兩位女性對經文的理

解，竟然跟男性差不多！為何有這樣的結果？當然筆者明白箇中少許原因！可見，不論是經

文本身給出「有趣」，讀者的理解風格也帶來「有趣」。我們不一定從經文本身得著甚麼，但

可以跟聖經文本，與及弟兄姊妹所表達的，與及交流過程，「可能」已讓我們在生活中有所

體會和領受！ 

盼望頌恩家全情投入上主的話語中，重拾跟祂交往和相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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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有話兒 
 

陳德權傳道 

6.9.2020 

 

過去七個多月，全港基督宗教堂會都處於「暫停—開放—暫停」狀態。筆者寫這篇短文

時，已進入第三波疫情稍為緩和的階段。跟一些相熟的牧者交流，已有一些正部署重新開放

堂會聚會；然而，他們都發出了一個無奈的感嘆：「恢復正常（實體）崇拜後，可能會有四

至五份之一會友流失！」因著這個緣故，他們正思考如何傳福音，與及何時是適合環境「出

隊」。我們必須要留意，流失不一定是信徒離開信仰，而是不再返教會聚會。筆者關心的，

不是信徒流失，也不是「出隊」傳福音，而是傳甚麼的福音？華人教會昔日主要傳甚麼的福

音，以致疫情中信徒嘗過網上崇拜與及對教會疏離後，不再有動力返教會呢？當然這是非常

大的課題，筆者只是挑起弟兄姊妹的關注和反省罷了。 

相信弟兄姊妹們都確信福音只有一個，這是對的！但這個確信，可能不一定是來自聖

經，而是其他基督徒跟我們傳福音時，「接收」到的。在華人教會圈子中，為了達成耶穌基

督所吩咐的「大使命」，而信徒們又大多不太懂如何傳福音；有見及此，一些有心的基督徒

則引入外地傳福音的方式，又或是自行建立「傳福音」的策略、方法和內容。這些福音內容，

大致上接近的，特色是精簡扼要。筆者有這樣古怪的想法：有多少信徒嘗試查考新約部份有

關「福音」的文字和背景，並將「接收」到的福音內容跟新約比較一下呢？在新約中，最常

提及「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羅。他使用「福音」一字，全是單數的，有別於當時羅馬

社會慣常使用眾數的「福音」。不錯，上帝的「福音」真的只有一個，但不一定是信徒「接

收」到精簡扼要福音的「內容」。 

先前是及過的傳「福音」策略、方法和內容，多是傾向福音派信仰群體擬定的。筆者認

識到的，大多數的內容是：「你有罪，不能自救，要相信耶穌為你的救主，祂為你的罪而死，

被釘在十字架上，然後復活。接受祂主宰你的人生，這樣就得著永生，死後靈魂可進到天國，

與主同享福樂。主再來的日子，你將會復活。」 — 簡單而言，只要「你信，就得著上帝的

救贖。」這樣的福音內容，跟四卷福音書的福音內容和意涵，究竟有多大落差呢？ 

有沒有想過這種「精簡扼要版」的福音，帶著濃厚的希羅宗教味道。例如，「死後上天

堂」使我們遺忘了，到那日新天新地從天降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上主住在祂創造的世界，

永遠與人同在。「死後上天堂」在整本聖經中並不是主調，甚少著墨。然而，這種「精簡扼

要版福音」卻變成他世生活的自我選擇，輕看上主的主權，與及更新當下的世界和我們整個

群體的生活。難怪崇拜或聚會方式的成為信徒的選擇！ 

其次是，這種福音較強調個人領受和得著，「只要信」將信仰停留在私人的心智領域中，

從不談及上主公開的持續行動。領受這種福音的信徒，就像昔日的諾斯底主義者，安於內心

的滿足。於他們而言，信仰更加傾向私人和個體化 — 最終演變為「我有我的信仰表達，別

人不得干涉！」於他們而言，是否須要返教會，或是與弟兄姊妹交往，當然不是他們信仰的

主調！甚麼實體或網上崇拜更不是他們所關心！更不要說信仰落實在生活世界中！ 

究竟昔日我們所領受的，是怎樣的福音呢？你我又將會傳怎樣的福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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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劉家麟執事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大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對大多數基督徒來說，傳揚上帝國的福音，是責無旁貸的，關鍵只在於如何具體地實行。在頭腦上，

我們知道傳福音的迫切性；然而，在實踐上，却顯出「心裏固然願意，肉體却軟弱了。」要切實地實踐

耶穌基督所交託的大使命，於信徒而言，是屬靈生命的挑戰。回應耶穌基督大使命的「挑戰」，個人有

以下分享，盼望上帝賜予我們能力和勇氣，做我們已知可作的事。 

一、研讀聖經 

歷世歷代許多聖徒對研讀聖經的態度和方法，有著不同的說法。縱使如此，他們皆渴望信徒們能將

聖經變成為真正要好的朋友看待。研讀聖經，意味著我們重視祂，務要明白這位朋友所說所行。因此，

個人以為持續地每周花一小時研讀聖經，遠比每日看十分鐘點到即止，好得多。 

基督徒在信仰中尋求明白(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這是出自中世紀神學家安瑟倫(Anselm)的一

句名言。人們大多以為要清楚瞭解，才能相信；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只有已在信仰中，才能尋求對

上帝更多的認識和明白。在踏上跟隨耶穌基督的路上，我們若對祂的話語陌生，那就好像十二使徒起初

跟隨耶穌一樣，愚昧魯莽；套用已故神學家巴刻(J.I. Packer)在其著作《認識神》(Knowing God)所言:  

「我們被造是爲了什麽？就是爲了認識神。我們的人生目標應該是什麽？就是認識神。耶穌所
給的“永生”是什麽？認識神。 …… 什麽是生命中最好的東西，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帶來更多
的喜樂、喜悅和滿足？就是認識神。」 

我們被造是爲了與上帝建立關係，而接觸「聖經—聖言」是一個關係的過程。與聖經互動是一項重

要的屬靈操練，也是其他所有屬靈操練的根基。藉聖靈，並在聖靈中跟聖經互動，我們憑著在基督的信

心，可以聆聽天父的心意 — 與上帝相遇；只有透過不斷跟從耶穌基督這位大牧人學習，才能多加理解

天國福音和經歷福音的大能，好讓我們走出更加貼近上帝心意的道路。  

然而，研讀聖經本身就是一種「忌邪」的「純粹」關係，這是指向上帝的。假若研讀聖經滲雜了其

他動機，例如捍衛教會，以致利用聖經攻擊別人，那是不對的。我們的靈魂在基督耶穌裡也不會成長。

我們研讀祂的話，是懇求祂教導、督責、勸導、安慰我們。當我們持續研讀聖經，上帝的話語將塑造我

們的生活視域，與及加深我們對祂的認識。 

二、靈修 

近年坊間提出繁忙人的靈修方法，建議每天看一小段經文，默想內容，這就是親近上帝。個人以為，

這樣的方法就好像沐浴，每次只用幾滴水，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都清楚不能以幾滴水洗澡，更遑論清

潔乾淨。靈修就是我們平日研讀的經文，恒常咀嚼，以上帝的話，跟耶穌基督談心，親近祂，與聖靈在

愛中同行在世界裡。我們可以向上帝傾心吐意，就正如詩篇描述人情緒的喜怒哀樂，盡皆有之，但同時，

又不離祂的教導。 

三、讓我們用心去認識身邊的人 

研讀聖經，靈修默想，其踐行的場所，就在我們當下的生活。換言之，那就是圍繞在我們四周，與

我們一同工作及生活的人和物。假如我們留心自己身邊的人，以一種「純粹」的信仰生活態度，認識他

們的興趣、需要、盼望、傷痛、夢想、恐懼等等，我們就正在跟上帝說話。這樣看來，我們的說話，就

成爲上帝可使用的話語，並成爲福音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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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夏達華研道 

中心，可參考以下網站︰ 

https://hadavar.org.hk 

 

 

 

若您有感動，請奉獻支持夏達華研道中心，成為夏達華夥伴。夥伴計劃網頁：

http://new.hadavar.org.hk/partners/ 

 

頌恩消息@ 9 月疫情下的教會點滴 

https://hadavar.org.hk/
http://new.hadavar.org.hk/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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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鑾大廈於 9 月 19 日搭棚      E 房滲漏情況嚴重， 

進行 2 樓外牆的還原工程      導致出現牆壁破裂。                
            

       
 

 

 

 

 

 

 

 

 

 

正堂更換消防燈，迎接疫情後實體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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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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數已突破一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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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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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家已有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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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良弟兄的安厝禮已於9月26日在薄扶林基督教墳場順利完成，請為劉弟兄的家人代禱
，願主親自安慰他家人憂傷的心靈。 

8. 感恩近日香港確診數字回落，疫情舒緩。學生們已於9月29日全面復課，祈求天父保守讓
復課後不會有群組爆發，叫學生們能回復正常的學習生活；也加添老師們有心有力，力
上加力，用心教導學生。懇求上主賜福所有學生和老師，能夠有彼此學習和受教的心，
不僅渴慕知識，也懂得善用知識，成為有學養，與及榮神益人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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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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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聚會最新消息(30-09-2020) 

由於疫情舒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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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4日起的主日恢復實體崇拜，當天仍會安排網上直播。周六崇拜仍繼

續暫停至10月10日。網上直播連結，將會在主日前於WhatsApp群組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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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於10月10日起

陸續恢復。10月教會亦不外借。 

c. 在抗疫期間，我們更要效法基督，服事鄰舍。請同心繼續為疫情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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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公布最新教會聚會安排。教友如有疑問，請聯絡同

工查詢。 

2. 教會於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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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屆執事就職典禮已定於 10 月 18 日主日崇拜中舉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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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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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截至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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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297.81，合計結存為3,551,201.02元。 
 

 

 2020 年 9 月崇拜網上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0 教會消息 0  

六日 77 人 十三日 65 人   

二十日 68 人 二十七日 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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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不怕出醜 

「有信心的人，不怕出醜；沒信心的人，怕被看穿。」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希伯來書十一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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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問他們：「這像和這名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於是耶穌
說：「這樣，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馬太福音22：20-21) 

 

2020年 10月各團契週會內容(因疫情緣故，以下是暫定安排) 

 

 
2020年 10月兒童崇拜主題(因疫情緣故，以下是暫定安排) 

日期 主題 天父抱抱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10 月 4 日 (暫停)    

10月 11日 
(小)幫助宣教士 

(彩)真正的寛恕 
貝茵 Wing Wing Simon 叔叔 

10月 18日 
(小)我們是小小宣教士 

(彩)不分你我的恩典 
謝姑娘 

Sandy 

(助) 青敬 
謝姑娘 

10月 25日 
(小)遵守約定的友情 

(彩)善用時間 
謝姑娘 美香 潔麗姨姨 

2020 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9 月 28 日全港學校恢復上課，願主記念兒區之家長及兒童，疫情下復課的適應，也記念

頌恩堂所有家庭，有堅定愛主並跟隨主的心。 

 句句精彩  

 每月金句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10 月 3 日 - - - 待定 

10 月 10 日 有你參與更好 - 待定 待定 

10 月 17 日 待定 - - 待定 

10 月 24 日 待定 - 待定 待定 

10 月 31 日 待定   待定 

9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因疫情聚會暫停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10 月 3 日  -  

10 月 8 日   待定 

10 月 16 日 疫情後重聚   

10 月 22 日   查經 

9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因疫情聚會暫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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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020 年 9 月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崇拜奉獻 52,700.00 同工薪津（4 人） 85,550.00 管理費（C-E 座） 3,750.00 

感恩奉獻 26,100.00 同工強積金 4,277.50 PCCW（上網費） 712.00 

其他奉獻 6,300.00 社區關顧援助金 1,000.00 PCCW (電話費) 26/8-27/11  1,390.00 

租金收入 20,000.00 聖壇用品（鮮花） 1,063.50 CLP 電費 497.00 

  講員費（主日+培靈會） 2,600.00 Canon 影印費 186.96 

  同工醫療（門診） 360.00 清潔費用 2,720.00 

  文儀及用品 60.00 
中華消防公司 

週年檢查測試 
2,440.00 

  
對外奉獻（生命使者、信義宗神學院、         

恆道傳職有限公司.）  9,000.00 
  

總收入 $105,100.00 總支出 $115,606.96 本月結欠 $(10,506.96) 

 

 2020 年 9 月差傳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差傳奉獻 3,000.00     

總收入 $3,0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3,000.00 
 

上月結存 $217,980.87 本月結餘 $3,000.00 本月總結存 $220,980.87    

 

 2020 年 9 月建堂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建堂奉獻 7,800.00     

總收入 $7,8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7,800.00 
 

上月結存 $2,387,150.21 本月結餘 $7,800.00 本月總結存 $2,394,950.21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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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週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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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鍾華 陳德權 

講員 陳德權 曾維州 

敬拜 王浩翔 黃泳琳、林海雯 

點燭 王浩翔 黃泳琳、林海雯 

招待 林海雯 鄭麗華 

插花 李潔麗 馮詠嫻 

影音 岑峻宜、王浩翔 岑峻宜、王浩翔 

襄禮 李偉賢 劉家麟 

備註 插花 : 梁潔精 插花 : 吳宇曦 插花 : 吳慧倩   

週六暫定 

 

2020 年 10 月主日崇拜 
主日 10 月 4 日 10 月 11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十八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九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二十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二十一主日（紅） 

舊約 賽5:1-7 賽25:6-9 賽45:1-7 啟14:6-7 

詩篇 詩80:7-19 詩23 詩46:1-9 詩46 

書信 腓3:4下-14 腓4:4-13 帖前1:1-10 羅3:19-28 

福音 太21:33-46 太22:1-14 太22:15-22 約8:31-36 

聖詩 
頌主 485 

頌主 471 

頌主 31 

頌主 441 

頌主 359 

頌主 436 

頌主 520 

頌主 498 

頌主 424 , 263 

頌主 259, 502 

頌主 291 

頌主 195 

頌主 367 

頌主 295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朱泰和 張鍾華 

講員 
盧惠銓牧師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 

聯會總幹事) 

謝詠雯 張鍾華 陳德權 

襄禮 吳慧倩 宋天民 韋四順 張志安 

讀經 張鍾華 梁家碧 陳秀慧 吳慧倩 

入壇前詞 陳志樑家庭 韋四順家庭 何漸文家庭 李偉賢家庭 

司琴 林潔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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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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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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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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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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