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頌恩月報 
第 210期‧二零一九年九月  

出版兼發行：香港路德會頌恩堂 督印人：張鍾華牧師 編輯委員：謝詠雯傳道、蔡嘉華幹事 

網址：www.sungenchurch.org.hk 電郵：sungenchurch@yahoo.com.hk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80號 1字樓 電話：23669973 傳真：2 3 6 9 4 9 1 0  

教會同工：張鍾華牧師、朱泰和聖職教師、謝詠雯傳道、陳德權傳道、蔡嘉華幹事、鄭麗華幹事 

 

  

教教會會徽徽號號－－信信徒徒生生活活  

青青年年組組 

要要親親近近上上帝帝，，  

上上帝帝就就必必親親近近你你們們。。  
雅 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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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效法基督，作鹽作光 
主內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7月 25日的講道，牧師鼓勵大家每天晚上用 5分鐘為香港祈禱，我們的口號：「睡前五分鐘，

守望香港好輕鬆」。雖然香港仍身處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深信，只要因著信心，憑著愛心，順服

主的管教，就有從上帝而來的平安，就算「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蘇軾)。其實禱告的功課，就

是信心的交託，在中美爭霸下的貿易之爭、中港融合的對立世代，那是大時代的衝擊，我們都

很渺小，在衝突夾縫中感到無能為力，那就讓我們把所關心和記掛的都交托主耶穌，每天安然

入睡。明朝早重新得力，為基督繼續打美好的勝仗。 

在當天講道的尾聲，我還借用神學家巴特的名言：「拿起你的聖經，也拿起報紙。兩者都讀，

但是要用你的聖經解讀你的報紙。」提醒大家不要被報刊的立場蠶食信徒的價值觀，也不要以

我們的政治立場去解讀聖經。同一道理，教會講壇從不會講任何政治立場，也不評論國與國之

間的誰是誰非。但「我們相信基督徒有其社會責任，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於與神和好，社會關

懷也不等同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相信：福音佈道和社會關懷都是我們基

督徒的責任，這是我們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洛桑信約》再從實施的角度

而言，教會在實踐福音佈道和社會關懷的工作上是有主次之分。教會為傳福音的需要建立了不

少醫院、學校、孤兒院、人道救援機構等，目的是救急扶危，濟貧興學，體現基督博愛精神。

為此匯合信徒關懷社會的力量，將天國信仰重現人間，不論種族、膚色、文化、階層、性別或

年齡，皆得到福音的救贖和心靈的慰藉，傳福音這才是教會存在最大的意義。 

說到聖經的天國觀，不得不提馬丁路德「兩國論」，或「兩個國度的教義」。馬丁路得通過

對耶穌「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太 22:22)的教義詮釋，闡述了政教分離的意義「兩個

國度包括上帝的國和世界的國，這是人類犯罪後的結果。」《論世俗權柄：人當順服它到甚麼程

度》馬丁路德在「世界的國」層面上又提出一國兩治的觀念：上帝的國度就是上帝的主權和治

權。其中施行了兩種管治模式，一是屬靈的，另一是屬世的。前者以真信徒為對象，藉傳道職

分宣講聖道，使人心降服基督主權，順從聖靈引導，就結出公義、和平和生命，這是恩典和憐

憫的國度。後者則針對非基督徒和假基督徒，須採用律法、刀劍(懲治)和理性施行管治，務求社

會和睦、人民安定，弱勢社群得到照顧。這是忿怒和嚴厲的國度。縱然非基督徒僅屬於地上的

國，基督徒則同時屬於兩個國度，兩國亦在不同領域中影響著神的兒女。因為上帝同時在兩個

國度內掌權，上帝的祝福不僅來自屬靈的治理(賜下永生)；亦來自屬世的治理(賜今生的福分)。 

信徒若處於暴政或社會動盪的處境中，路德的立場：基督徒必須以聖經的教導為依歸，不

違背良心的作出抉擇。何時要忍受不公義(若只牽涉個人)，何時要保護他人的權益，為他人說話。

在個人生活中，包括見證福音，強調的是饒恕、忍耐、犧牲。在共同生活、公眾領域內，必須

嚴格立法、執法、打擊罪惡，目的是不讓人成為不法、不義的受害者。 

我們處身在複雜的世界，覺得好難去改變大環境。但我們可以去改變自己，善待遇上的每

一個人。效法基督，叫我們忠於信仰做好自己角色，善待每位遇上的人，從而成為良善忠心侍

奉主的僕人，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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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主題 

之 

反省文章 

由四月開始，一連十三個月，教會將輯錄尼爾‧安德生《勝過

黑暗–你在基督裡的身份和權柄》鼓勵會友在小組分享，或個

人閱讀，幫助教友思考教會全年主題《承擔使命 作主見證》

對於個人，群體的屬靈意義，落實履行使命人生。 

6.積極信仰的力量 

信心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少或缺的要素。我們常以爲信心是一種神秘的東西，屬於靈的世界，與實

際的生活沒有關係。但事實上，信心比你所瞭解和願意承認的更加實在。希伯來書的作者道出此一重點：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爲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上帝，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來十一 6) 相信上帝，信祂的話和祂的作爲，是進入祂國度的要訣。 

再者，信心是基督徒每日生活的本質。保羅寫道：「你們既然接受了主耶穌基督，就當遵祂而行。」

(西二 6)人怎麽接受基督呢？是憑信心。在聖經中，「行」的意思就是每天的生活方式。基督徒的靈性

能夠長大成熟的關鍵，是照著對基督的信心而行。信心的關鍵，不在否你說自己相信某些事。你的信心

會不會得到賞賜，端視相信的內容和物件。相信上帝已經成就的事，和我們因祂的恩典成了怎樣的人，

皆是基督徒成熟的基礎。 

其實我們每天都是憑信心生活，可是信心一旦受傷或失落，就再難以回復。當一個人的信心破滅，

就得花上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去重建。不過，有些信心的物件卻是穩固的，例如你會堅信地球將繼續

在它的軸心上旋轉，以目前的速度環繞太陽運轉。假如地球的軌道稍有偏離，我們的生活便要陷入一片

混亂。信心必須倚賴它的物件。 

作為一名基督徒，最高的信心的物件當然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

的。」(來十三 8) 祂的屬性－永遠不改變－的事實，使祂永遠可靠。(民廿三 19：瑪三 6) 祂一直存在，

而且成就祂所說過的每件事，因此永遠信實可靠。很多人對上帝和祂的道路認識不夠，卻想過信心的生
活；基督徒如若對上帝和祂話語的認識若少，那麼他們要過憑著對上帝信心而生活的信心也小。人對上
帝的信心若動搖，不是因爲上帝出了問題，而是因爲人對上帝存著錯誤的期望並且期望祂以某種方式作
事或以某種方式回應禱告。惟有當人對上帝存著錯誤的期望，信心才會落空。基督徒若想增加對上帝的
信心，就必須更認識祂。 

信心不能用勉強的方法産生，除非你對上帝和祂的道路有足夠的認識，否則你的信不過是一廂情願

的假設。因爲你從上帝的話認識了祂，所以你相信。信心增長的方法，是增加你對上帝的認識。因祂是

你相信的物件。所以保羅寫道：「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十 17) 因此，

有人或會說我們的信心是有限制的，但有一點要澄清的是上帝並不限制我們的信心，因上帝是我們相信

的物件而祂是無限的。基督徒的信心唯一的限制，是你對上帝的認識和瞭解。每次當你讀經，研經，或

默想聖經的真理，信心理應更增加一點點，而這樣的成長是沒有止境的。然而許多基督徒說他們如何相
信上帝，卻什麽事也不做。我們從雅各書清楚知道沒有行爲的信心不算是信心：那是死的，沒有意義的。
(雅二 17，18) 我們若相信上帝和祂的話，就該照著祂的話去行。否則就不算是相信。信心與行爲是不

可分的。 

坊間有一些流行的所謂積極思想的人生觀，基督教爲著一些好的理由，不願意接受那些觀點。基督

徒在信仰積極方面，或可以有更大的潛能。信仰能與思想結合而不受其限制。事實上，信仰超越了思想

的限制，又能跟那雖然看不見卻十分真實的世界結合。信徒的信心如同它的物件－永活的(基督)和上帝

的話(聖經)－一樣的實在。當宇宙間無限的上帝成爲你信仰的物件，積極的信仰就能帶領你走向無限的

屬靈高峰。 

有人說，成功就是「能」，而失敗就是「不能」。以下有二十種「可能成功的事」都是出於上帝的

話，它們將幫助你更認識你信仰的物件，全能的上帝。把這些事實放在你裏面，就能使你的信心被建立，

脫離「不能」的泥沼： 

http://www.cclw.net/coach/sgha/htm/chapter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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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 13) 我怎能說「我不能」呢？ 

2. 我知道上帝必按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我一切所需用的充足。(腓四 19) 我怎會缺乏呢？ 

3. 聖經說上帝不是給我膽怯的靈，而是剛強，仁愛，謹守的靈。(提前一 7) 我怎能懼怕呢？ 

4. 上帝既分給我一份信心。(羅十二 3) 我怎能缺少信心去完成我的呼召呢？ 

5. 聖經說，耶和華是我生命的力量，又說我要剛強行事。(詩廿七 1，但十一 32) 我怎能軟弱呢？ 

6. 那在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壹四 4) 我怎能讓撒但壓迫我的生命呢？ 

7. 聖經說，上帝常帥領我在基督裏得勝。(林後二 14) 我怎能接受失敗呢？ 

8. 基督既因上帝的緣故成了我的智慧，而且當我向上帝求，祂就慷慨的把智慧賜給我。(林前一 30，雅

一 5) 我怎能缺少智慧呢？ 

9. 當我想到上帝的慈愛，憐憫，信實，並且因而産生盼望。(哀三 21-23) 我怎能沮喪呢？ 

10. 我能把一切憂慮卸給那顧念我的基督。(彼前五 7) 我怎能擔心煩燥呢？ 

11. 我知道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加五 1) 我怎能陷在捆綁裏呢？ 

12. 聖經說，那在基督裏的就不被定罪了。(羅八 l) 我怎能有罪疚感呢？ 

13. 基督說祂將常與我同在，又說祂將永不離棄我或丟棄我。(太廿八 20 來十三 5) 我怎能覺得孤單呢？ 

14. 聖經說，基督已救我脫離律法的一切咒詛，好叫我能接受祂的靈。(加三 13，14) 我怎能自覺被控告，

或是楣運的受害者呢？ 

15. 我可以像保羅一樣，學習在我的環境中知足。(腓四 11) 我怎能不知足呢？ 

16. 基督既已爲我成爲罪，好叫我在祂裏面成爲上帝的義。(林後五 21) 我怎能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呢？ 

17. 既知道上帝若幫助我，就沒有人能抵擋我。(羅八 31) 我怎能有被迫害的情結呢？ 

18. 上帝是賜安靜的神，又借著祂的靈給我知識。(林前十四 33，二 12) 我怎能陷在混亂中？ 

19. 我靠著基督在凡事上得勝有餘。(羅八 37) 我怎能自覺失敗呢？ 

20. 因爲基督已勝過世界和其中的苦難，所以我可以放心。(約十六 33) 我怎能讓生活的壓力困擾我呢？ 

很多的基督徒認爲自己的行爲不夠好，所以覺得上帝對他們很失望，快將開除他們，甚至已經放棄
他們。在信心的道路上，我們有時可能被個人的不信和叛逆，甚至撒但的欺騙所阻撓，以致我們以爲上
帝已失去耐性並打算放棄我們了。當我們如此想，我們可能會放棄自己並且不再憑信心行事。我們自覺
以為失敗，於是上帝的作爲似乎在我們身上消失。那時候我們或許更難以明白及接受到縱使待我們的生

活如此不穩，上帝的愛卻永遠不變。 

關乎上帝的一項基本真理就是祂的愛和接納是無條件的。儘管我們可能失敗，上帝已爲我們的失敗

作了預備：「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祂爲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單爲我們的罪，也是爲普天下人的罪。」(約壹二 1，2) 我們懷疑上帝慈愛的另一原因，是因爲仇

敵利用每件微小的過失提出控告，說我們是一無是處的人。但你的辯護者，耶穌基督，卻比仇敵更有力

量。祂取消了你過去，現在，和將來所犯的罪。無論你的表現如何，你曾經怎樣的失敗，上帝沒有理由

不願再接納你，愛你。 

 

反思問題︰ 

1. 在第一、二段中作者提出能實踐信心的生活，關鍵是什麼？ 

2. 在第三段作者提到信心的物件，他用什麼來比喻信心？ 

3. 誰是基督徒信心的物件？ 

4. 究竟基督徒的信心有沒有受到限制？若沒有，信心的關鍵是什麼？(留意第五段) 

5. 要脫離對「信心」說「不能」的謊言，作者給與 20個「可能成功的事」，請以禱告的心仔細閲讀，

審視個人的信心生活，那一些跟自己相似，上帝的話如何給你提醒？爭取一些時間，跟你的聖靈同

伴、導師分享，並在祈禱中互相守望提醒。  

6. 嘗試定一個讀經目標，讓信心的生活得以延續實踐。 

(可嘗試使用綱上靈修材料，例如︰YouVersion 定下靈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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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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有智慧去面對新修訂的條例。 

二、 為教會守望 

1.  2019年的全年聖工主題：「承擔使命、作主見證」，主題經文：「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稱揚耶和華的名。」(詩篇 116︰13) 

本堂的牧養強調信徒須承擔作門徒的使命，無論在教會內外，活現基督的見證。
求主幫助我們成為熱心的門徒，盡忠的服侍主，幫助有需要的人；又要無時無刻，
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證，傳揚平安的福音，領人歸主。 

2.  為現屆執事與同工禱告，求主加添眾人愛主的心，運用主賜的恩賜，建立基督的
身體，叫基督的福音得興旺。 

3.  擴堂委員會的擴堂建議已提交執事會討論及通過。求聖靈賜教友智慧，在擴堂事
工上，同心合意，推動本堂的發展，願頌恩堂繼續為主發光，榮耀耶穌聖名。 

4.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周三崇拜祈禱，願在此崇拜裡，讓榮耀頌讚歸
與上帝，平安喜樂歸與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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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每晚睡前養成祈禱的習慣，並為香港今日混亂無序的社會代
禱。我們的口號：「睡前五分鐘，守望香港不放鬆」其實禱告的功課，就是信心的
交託，我們只要將記掛的事交托主耶穌，守望香港就變得好放鬆，可以安然入睡。
明朝早自然重新得力，繼續為基督打美好的勝仗。 

7.  請為 W夫婦及 P區代禱： 

 同心為P區代禱，記念W家庭在宣教路上所面對的困難及疲累。但求主的真光指
引，盼望看見神的計劃遠遠超越眼前的困難。請繼續守望W家庭和遠方弟兄姊
妹同行天國路，堅守靠主同行！ 

 P區最新近況： 

一) 2019年教會主題︰順著聖靈而行；鼓勵弟兄姊妹讀上帝的話。透過互動的
讀經方法，成為靈程路上彼此扶持，同走天路的伙伴。 

二) 本年度至6月份聚會人數接近60人，求主將得救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三) 有鑑於聚會人數增加，以租用同座單位進行聚會，長遠方向仍然尋求主的
帶領，以購堂為長遠發展，減低長遠租金開支，求主指引。 

四) 7月份為建立新一代，會離開本區到鄰近地區參與建立生命營會。 

 請以代禱及行動記念W家庭、P區事工及同工薪酬需要，求主感動人心，使萬事
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叫上帝的國度得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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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玉芬傳道(復康穩定)、陳仙寬（心

臟毛病）、黃笑添（安老院生活，靠主信心得穩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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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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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頌恩佈道月 
暑期聖經班，內容豐富，上午中文班，下午英文班，5

天活動，由敬拜開始，以屬靈品格作教導，孩子在歡笑

與被愛中，完成 5天的學習。一眾導師在疲倦及主的供

應中，經歷靈裡的富足，在喜樂與感恩中完成事奉。 

主耶穌是眾人 Super Hero 

畢業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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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信靠@澳門短宣出發喇！(更多活動圖片及內容，留待澳門短宣分享集，跟大家分享！！) 

(第一天)青年挑戰歷奇體驗

 

(第二天)安老院服侍                  (第三天) 祐漢攤位遊戲 

   
(第四天)慈愛家庭聚會；孩子手繪及家長小組 

祐漢話劇表演吸引孩子來觀看，場面熱鬧 

 

 

 

 

 

 

 

 

 

 

 

 

 

 

 

 

 

 

 

 

 
 

愛‧回家分享生命培靈佈道會 

感謝主使用凌葉麗彈女士的生命見證，與女兒的

破裂關係，驅使她切切向神祈求；「主！給我機

會再愛一次」，凌太在主裡重生思考生命的價

值，她在主面前悔改，決心放手不再用自己的標

準管教兒女，從此，她的家經歷神的醫治、重建，

重拾家的温暖。凌太的生命見證，激勵出席的教

友及新朋友。 

感謝主讓當天敬拜隊、詩班、培談員、幕後打點、

弟兄姊妹及邀請新朋友出席。縱使面對社會的角

力，人心的不安，我們仍站穩崗位，事奉主，願

主記念各人的服事，深信獨行奇事的主，在一切

破裂中能將生命重建。 

當天出席人數 65人，包括 9位新朋友，其中 3

位回應呼召，接受基督作救主。求主記念慕道

者，有堅定跟隨主的心，樂意參與教會，學習真

理。(見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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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1

.

  

2019年的全年聖工主題：「承擔使命、作主見證」，主題經文：「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稱揚耶和華的名。」(詩篇116︰13)本堂的牧養強調信徒須承擔作門徒的使命，無論在

教會內外，活現基督的見證。求主幫助我們成為熱心的門徒，盡忠的服侍主，幫助有

需要的人；又要無時無刻，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證，傳揚平安的福音，領人歸主。 

2. Y

r 

成人福音班「創世記」於8/9/2019-23/2/2020(主日)早上9:30-10:30(共26課)舉行，簡介

及報名表已張貼於報告版，歡迎慕道及初信者參加。 

3.  為讓教會騰出更多空間給肢體使用，副堂的圓木櫈可供教友取走，邀請肢體 

每一家庭取一張圓木櫈！請到壁報版簽名認領一家一櫈行動。 

另教會將轉贈E房的鋼琴於有需要的教友，如兩個月內仍未有人認領，將作棄置！ 

4.  環球聖經公會於9月3日至24日（10/9放假，共3堂），逢周二晚上7:30-9:30在本堂舉行

「顛覆帝國的福音－從羅馬書1-8章轉化生命」聖經課程，講師是黎永明博士。詳情請

參閱有關海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本堂教友徐嘉榮弟兄與梁嘉慧姊妹訂於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時正，假旺角

弼街56號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二樓禮堂舉行結婚典禮，求上帝賜他們永結同心，主恩

永偕。歡迎弟兄姊妹前往觀禮。 

6.  學道班將於29/9-10/11(主日)舉行，共7堂。凡有意在聖誕節洗禮，請向張牧師報名，

或與傳道人聯絡。 

7.  截至2019年8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580,387元，港幣定期戶口結存2,500,000

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467,664元，合計結存為3,548,051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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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9年 8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0  
 

四日 192 人 十一日 128 人   

十八日 146 人 廿五日 1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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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句句精彩 0  
 

045 一步之遙 

挺住!因為成功離失敗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舉起來，發酸的腿挺直。」（希伯來書十二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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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每月金句 0  

「但我要以感謝的聲音向你獻祭。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 

耶和華吩咐那魚，魚就把約拿吐在陸地上。」(約拿書 2：9-10) 
 
2019年 9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9月 1日 ― ― ― 英文班 

9月 7日 有你參與更好 ― (6/9)團契 (8/9)查經 

9月 14日 愛筵(中秋節翌日)  ― ― (15/9)英文班 

9月 21日 查經–帖後第一課 ― (20/9)團契 (22/9)查經 

9月 28日 家訪 ― ― ― 

8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18 人 8 人 5 人 3 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9月 7日 ― 查經 ― 

9月 12日 ― ― 慶中秋 

9月 20日 茶與靈修 ― ― 

9月 26日 ― ― 查經@禱告生活 

8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17 人 8人 7人 
 
2019年 9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天父抱抱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9月 1日 開學禮@合團崇拜 謝姑娘 
謝姑娘 

(助)桂芳姨姨 

謝姑娘 

(助)青少年敬拜隊 

謝姑娘 

(助)青少年敬拜隊 
謝姑娘 

9月 8日 
(小) 耶穌稱讚全心獻上的人 

(彩) 聖靈，我的幫助 
貝茵姐姐 謝姑娘 

桂芳姨姨 

(助)耀生 
Shirley姨姨 

9月 15日 
(小) 耶穌醫治生病的人 

(彩) 聖靈，我的引導 
貝茵姐姐 寶玲姨姨 

Wing Wing姐姐 

(助) Bobby 
Alex 叔叔 

9月 22日 
(小) 耶穌和孤單的人在一起 

(彩) 聖靈的果子 
貝茵姐姐 桂芳姨姨 

美香姨姨 

(助)樂欣 
Shirley姨姨 

9月 29日 
(小) 體諒 

(彩) 勝過威嚇 
謝姑娘 寶玲姨姨 

Sandy姐姐 

(助) Bobby 
Simon 叔叔 

2019 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8月份之暑期聖經班@品格小精兵，孩子們在 5天中歡樂敬拜，認識真理，並在眾導師的愛中，在歡笑

中完結。願真理的種子植根孩子生命深處，並有追求真理的心，樂意返教會學習真理。 

兒區於 9月開始，會教導孩子認識屬靈全副軍裝，求主幫助導師能講解明白，孩子從中認識軍裝的意義。 

(請為兒童事工尋覓導師祈禱，求主感動人心，為兒區預備樂意委身服侍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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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周六崇拜0  

 

 

日期 9月 7日 9月 14 日 9月 21日 9 月 28日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陳德權 張鍾華 

講員 李炳森 張鍾華 謝詠雯 陳德權 

敬拜 MMO 馮威霖 黃泳琳、林海雯 王浩瀚 

點燭 王浩瀚 王浩翔 林海雯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王鵬忠 陳秀慧 鄭麗華 

插花 梁潔精 吳慧倩 吳宇曦 李潔麗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馮威霖 羅燕萍 邱萬慧 王鵬忠 

備註   聖餐崇拜  

 

 

 

 

09月主日崇拜 0  
 

 

主日 9月 1日 9月 8日 9月 15日 9月 22日 9月 29 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十二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三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四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五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六主日（綠） 

新/舊約 箴 25：2-10 申 30：15-20 結 34：11-24 摩 8：4-7 
但 10：10-14、 

12：1-3 

書信 來 13：1-17 門 1-21 提前 1：12-17 提前 2：1-15 啟 12：7-12 

福音 路 14：1-14 路 14：25-35 路 15：1-10 路 16：1-15 太 18：1-11 

聖詩 

頌主 346 

頌主 321 

頌主 433 

頌主 447 

頌主 331 

頌主 376 

頌主 453 

頌主 395 

頌主 374 

頌主 324 

頌主 405 

頌主 266,258 

頌主 426 

頌主 129 

頌主 250 

頌主 407 

頌主 367 

頌主 379 

頌主 308 

頌主 502 

頌主 302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朱泰和 陳德權 張鍾華 

講員 陳聖光 李炳森 張鍾華 謝詠雯 陳德權 

襄禮 羅燕萍 盧銘南 韋四順 王鵬忠 譚麗娟 

讀經 梁家碧 陳秀慧 劉家麟 林潔冰 陳秀慧 

入壇前詞 韋四順家庭 何偉清家庭 宋天民家庭 何漸文家庭 范澤祺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張敬軒 王浩翔 張敬軒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梁正國 梁耀生 韋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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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偉剛、祝棣華 李偉賢、梁家碧 祝棣華、陳素蘭 陳志樑、梁家碧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岑蔭莉 李偉賢、梁家碧 祝棣華、陳素蘭 陳志樑、梁家碧 

備註 
講員；路德會聖職教師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主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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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