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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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月報 
第 213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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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華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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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 麗 華 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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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恭祝祝  聖聖誕誕快快樂樂  新新年年蒙蒙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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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章 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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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神聖嬰孩，和平之君         張鍾華牧師 

主內弟兄姊妹，平安！ 

耶穌剛出來傳道，就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 3:2)今日你問一問人：「聖

誕近了，我們應該做什麼？」答案想必是：「聖誕近了，我們應該放假，好好慶祝。」想

起假期，不敢要問：香港的公眾假期有幾多日？根據《香港法例》規定，每年有 17日公

眾假期，還有 69 至 70 日的星期日假期。為什麼星期日是公眾假期？因為古代歐洲的基

督教教會，逢星期日會舉行主日崇拜；政府為方便教友出席崇拜，所以定星期日為假期。

為什麼教會要在星期日崇拜？因為星期日的早上是主耶穌復活的日子。其實古時世界根

本沒有公眾假期這個觀念，這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也是上帝對人的祝福。隨著基督教

的傳入中國，禮拜天放假開始流行，官員的例行假日也由清朝年代的每月 3 天，改為星

期日休假制。 

而 17日的非星期日的公眾假期中可分成三大類：傳統節期的包括元旦、農曆年初一、

二、三及清明節、中秋節翌日、重陽節共 8 日；政權類型的假日有勞動節、七一回歸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國慶日，共 3 天；宗教節期類有耶穌受難節、耶穌受難節

翌日、復活節星期一、佛誕、聖誕節、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共 6日。6日當中有 5日都

是紀念同一個人的誕生和復活，就是耶穌基督。 

有一次上中史課的時候，老師問學生一個問題，你認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是誰？

有一位學生的答案最有創意，理據最充分。他推薦的人物既非叱吒風雲的「秦皇、漢武」，

亦非孫中山、毛澤東，而是端午節的屈原。他有他的道理：唯有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端

午節放了一天假，這個理據最有力！屈原盡忠愛國的精神，雖然救不了楚國，卻造福今

日學子、「打工仔」可依例，放公假一天；另外，紀念先人的清明節、重陽節也是放一天

假。但他忘了耶穌也是人子，紀念耶穌的誕生和復活，在《香港法例》下放了 5 天公眾

假期。從放假的長短，就知道耶穌基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上，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影響

力，叫人無可推委。 

你或會問，作為中國人，慎終追遠，懷念先人是我們的核心價值，難倒聖誕節重要

過清明節？因為我們(基督徒)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已魂歸天父的懷抱，我們的先人的靈

魂得享安息當然重要過後人的祭祀，對嗎？二千年前生於以色列伯利恆的嬰孩耶穌，為

何他的出生對我們有重大的意義？答案就在路 2:10-11：「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

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主耶穌基督降生就是

落實「耶和華必然拯救他的子民」的承諾，主耶穌就是一份人人有份的聖誕禮物。只要

伸手去接，就得到永生，那是永恆的祝福。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 2:14) 各位主內

弟兄姊妹，人有著平安，才會有真正喜樂，與上帝復和才有真正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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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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贏得內心的爭戰 

無數的基督徒因爲靈命裏無知，以致在日常生活中失敗。他們不知道內心正在不斷進行著

戰爭。在爭扎中的基督徒若能認清這爭戰的本質，知道心意可以因更新而變化，就能經驗何謂

基督徒的自由。信心是上帝所訂的生活方式，而理性則是人的方式。儘管信心與理性經常衝突，

但並非說信心不合乎理性或建議思想的責任可以被忽視。相反的，上帝要求我們思想和作決定。

上帝是合乎理性的，它也經由我們的理性能力來作工。問題是，我們的理性能力都是有限。主

說：「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五十

五 9)。我們不能憑理性分辨上帝的意念，因此需要倚靠上帝的啓示。 

所羅門王勸我們走上帝的道路，他寫道：「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箴三 5．6)。許多時候，有很多基督徒花大量時間和精神思想自己的計劃，考慮如

何過一生，因此便愈來愈少花時間和精神尋求上帝的計劃。他們開始搖擺不定地在認定上帝的

計劃上和倚靠自己的聰明之間爭扎。雅各說這樣的人是心懷二意的。「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沒有定見」(雅一 8)。雖然身爲基督徒，每日卻仍活在失望灰心和失敗中。 

究竟何謂倚靠自己聰明的思想是來自何方？ 

首先，每一個人的肉體會發出人本的意念和想法。在成爲基督徒以前，我們的肉體早已習

慣離上帝獨居的生活。在那時候的人與上帝隔絕，也不知道祂的道路，決心憑己力生活和獲得

成功。當你重生，上帝賜你新性情，你便成爲新人。但你把老舊的習慣和思想模式帶進了新生

命。因此，雖然你的「新我」渴望倚靠上帝，可是肉體仍舊建議你去過沒有上帝的生活。此外，

今日世上仍有一個勢力，從創世伊甸園時便一直反對上帝爲人類預備的計劃。撒但和它的邪靈

正在活動，企圖混亂你的心思意念，叫你偏離信心的道路。它毫不留情地用盡一切辦法，要在

你心裏放下消極，世俗的思想方式，叫你産生消極，世俗的行爲模式。 

處身在這場爭戰中可能感到無助，事實上，哥林多後書十章 3-5節清楚介紹這爭戰的本質。

「因爲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

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

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關於內心的爭戰，基督徒首先要知

道的是它並不在乎人的才智或能力。你不可能憑己力勝過肉體和魔鬼的聰明和力量。的確，武

器必須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才能贏得屬靈的爭戰。 

原本，你被造是爲了與上帝相交，完成他的旨意。但你卻生在一個不懷好意的世界上，身

體活著，靈性卻已死亡(弗二 1，2)。在歸向基督以前，所有的刺激皆來自這個環境。你每一天活

在這樣的環境中，受到它的刺激，也習慣受它的影響。一切試探的本質，皆是引誘人去過沒有

上帝的生活，滿足世界，肉體，和魔鬼所謂合理的要求，而不是滿足基督。在世界上所受的刺

激，是既短暫又長久 - 短暫的刺激包括個人遭遇的事件，處境，地方和人際的接觸；長久的刺

激是指長時間處身於某種環境中，如家庭，朋友同儕，鄰居，老師或工作的影響。 

當你受洗成爲基督徒後，罪雖然已被洗淨了，但你以往的習慣與思想和行爲方式卻仍深藏

在肉體之內。事實上，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仍可能是活在過去、遠離上帝的生活方式中，所以保

羅才力勸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羅十二 2)。其實，每當一名基督徒被刺激去過沒有上帝的生活，

http://www.cclw.net/coach/sgha/htm/chapter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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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遇到了試探。一切試探的本質，皆是引誘人去過沒有上帝的生活，滿足世界，肉體，和

魔鬼所謂合理的要求，而不是榮耀基督。 

在爭戰中要摧毀的主要目標是內心的「營壘」。當一個人開始受到試探傾向，便會容易把

選擇變作行動。儘管那人或許厭惡某些行爲，又或許他認為那些行爲不該是他負責的，但他始

終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有責任的，因爲當試探的意念出現時，他沒有把那意念奪回。很多研究

告知我們，若習慣長久持續下去便會變作堅固的營壘。思想和反應的營壘一旦在心中確立，你

便無力作出與之相反的選擇和行爲。任何你不能控制的消極思想和行爲，都是堅固的營壘。在

過去，你有意或無意地形成了一種思想及行爲模式。目前你正受它的控制。到了這地步，不要

以爲穿上屬靈的軍裝就能解決問題，因爲那些營壘已經相當穩固。假如堅固營壘的形成原因是

制約，基督徒尚可借著上帝話語的傳講，查經，和個人的門徒紀律，學習停止效法世界，經驗

心意的更新(羅十二 2)，恢復原來的他。 

除了修改從前的消極習慣以外，其實在每一個人的思想裏還有些事在發生。與我們敵對的

不僅是世界和肉體，魔鬼也在運用它的計謀，叫你心裏充滿反對上帝美旨的意念。撒但的武器

就是說謊。耶穌說：「魔鬼……不守真理。因它心裏沒有真理。它說謊是出於自己，因它本來

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八 44)。 

因爲魔鬼的主要武器是謊言，所以我們要用真理抵擋它；對付魔鬼不是能力的對抗，而是

真理的對抗。當你把撒但的謊言暴露在上帝的真理之下，它便失去能力。所以耶穌說：「你們

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 32)。所以祂禱告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十七 15，17)。所

以保羅所說抵擋撒但的第一件武器，就是真理的腰帶(弗六 14)。撒但的謊言自不能抵擋真理，如

同夜間的黑暗不能抵擋早晨的太陽。 

基督徙在爭戰中該如何行？首先當然的是，心意必須更新而變化(羅十二 2)。個人的心意如

何更新？借著上帝的話語。爲了贏得內心的爭戰，你必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西

三 15) 和「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藏在心裏」(西三 16)。基督徒心裏若充滿了上帝的真理，

就是裝備好自己，能認清謊言和奪回自己的心意。 

其次，彼得指示我們要預備我們的心，隨時採取行動(彼前一 13)。放棄無意義的空想，卻從

不採取行動是最危險的，你將與現實脫節。 

第三，把每個意念順服在基督之下(林後十 5)。學習從真理的角度去衡量每個意念，不要給

謊言留地步。 

第四，轉向上帝。當你受到從世界，肉體，或魔鬼來的挑戰，就該在禱告中把那些挑戰交

給上帝（腓四 6）。如此行就是承認上帝的主權，把自己的意念放在祂的真理前面，而「上帝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思考問題 

1. 作者在開始時提到，信徒為何會面對靈性的無知？建議怎樣與上帝連結？(第一段) 

2. 究竟何謂倚靠自己聰明的思想是來自何方？作者指出那二點？(第三段) 

3. 請閱讀第七及第八段，我們是怎樣形成思想的營壘？ 

4. 請找出作者提供的四點，作為實際行動，低檔魔鬼的謊言。 

5. 最後，請嘗試在生活中，留意自己的思想模式，有什麼思考習慣攔阻我經歷靈裡的自由；是

懷疑？不信？請嘗試運用作者的提議來贏得內心的爭戰。 

http://www.cclw.net/coach/sgha/htm/chapter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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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  

一、 為世界代求 

1.  求主憐憫整個香港社會，我們是“被罪”者；我們不自覺地建立，並參予結構性罪惡，卻
被綑綁其中。願主祢的國降臨，使我們從“被罪”中得釋放。亦為著社會撕裂情況而祈求
，願信徒遵行上主的誡命－愛我們的鄰人，以愛款待跟我們有差異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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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們祈求厚賜和平與公義的上主，在區議會完成選舉之後，持續鼓舞灰心者，扶持軟弱
者，援助困苦者，轉化人心，使各方保持善德，喚醒良知，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心懷
盼望，重建互信，致使和平與公義得彰顯，我城得醫治與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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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時，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證，傳揚平安的福音，領人歸主。 

2.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每天養成祈禱的習慣，並為香港今日混亂無序的社會代禱。我們的
口號：「每天五分鐘，守望香港不放鬆」其實禱告的功課，就是信心的交託，多禱告，
多有力量，祈求主保守我們的家♡香港。教友如需要參考的禱文單張，教會印製了少量
，可到招待處領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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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12月20日周五聖誕崇拜暨聯歡會代禱，願在此崇拜
聚會裡，讓榮耀頌讚歸與上帝，平安喜樂歸與人！ 

5.  請為何子烽的家人代禱。願主親自安慰他家人和親友憂傷的心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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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代禱及奉獻支持W家庭、P區事工及同工薪酬需要。 
 P區最新近況： 
2019年教會主題︰「順著聖靈而行」，鼓勵弟兄姊妹讀上帝的話。 

1. 有鑑於聚會人數增加，已租用同座單位進行聚會，長遠方向仍尋求主帶領，以購堂
為長遠發展，減低長遠租金開支，求主指引。 

2. 10月動向︰10月5日為一對老夫婦舉行金婚立約婚禮，出度人數66人，其中有一名
女士接受福音。 

3. 10月26日舉行聖洗禮，洗禮人數共6位。 

4. 在聖靈引導下，8月23日至11月30日進行100天接力禁食禱告，參與者39人，青年9
人，年齡8-80歲，聖靈在我們中間，生命經歷更新潔淨，更有幾對夫婦(包括我與
丈夫)婚姻關係經歷潔淨和更新。 

5. 10月及11月各帶領2人及1人信主。神蹟在我們中間，我們曾向一位患病，說話不清
楚的婆婆傳福音，她沒有接受，但她孫女禁食禱告時，聖靈催促她向外婆傳福音。
外婆對答如常，並決志信主，我們便為她洗禮。求主堅固婆婆的信心，一生順服跟
從主！ 

6. 12月21日週六晚，P區舉行聖誕聚會，主題:「化咒詛為祝福」，求主感動未信者參
與，藉聖誕聚會使人聽聞福音。 

三、 為肢體禱告 

1.  請為弟兄姊妹及其家人身心靈代禱，求主保守看顧︰陳錫渭 (氣胸留醫)、鍾玉芬傳道 
（復康穩定)、黃笑添（病患疼痛中經歷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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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澤褀（復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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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恩 11月消息 
11 月 16 日本堂聖職教師朱泰和聖職教師，獲
紐約神學教育中心暨漢語網絡神學院頒授榮譽
神學博士，願主使用朱泰和教師在神學教育上
栽培上帝的工作，求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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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教友為 12月 25日之聖誕聚餐作之前預備，藉手工梘為每一位參與的朋友送

上上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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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為了保持教會聚會後的整潔︰「教會是我家，我要愛護祂」，鼓勵一人一行動；各團
各部使用場地後，請自行整理，將設施還原及將物品放回原處，讓下一個使用者能有
效享用教會的設施，同心維持上帝家的整潔。 

2.  逢主日崇拜前10分鐘（早上10:50）在正堂有「教會事工祈禱會」。願弟兄姊妹參與其
中，以禱告交託，並在祈禱中，看見上主的禾場等待我們收割的迫切，盼望上主的悅
納和保守眾弟兄姊妹的愛心侍奉。 

3.  12月11日、12月18日及12月25日周三祈禱會將會暫停。 

4.  路德會文字部送贈50本《2019將臨期與聖誕期靈修小集》，收錄本會多位牧者的靈修
分享，歡迎到招待處領取。 

5.  教會現開始派發2020年月曆，每家庭一本，散會後請到招待處索取。 

6.  金鑾大廈進行裝修工程，外牆搭建棚架，大廈內部亦有維修工程，請教友出入小心，
工程預計至明年6月完成。  

7.  請教友留意有關聖誕期間的崇拜安排︰                                      
12月21日周六崇拜將與主日崇拜聯合舉行，請注意！                         
12月25日聖誕崇拜開始時間為早上10時30分，請留意並依時出席。 

8.  本年度聖誕平安夜晚會及報佳音活動，因應目前社會運動，經執事會商討後決定取消
，請教友留意! 

9.  本年度聖誕聯歡午餐會餐券於本週開始發售，發售期至12月15日（星期日）止。餐券
有限，售完即止。成人：每位180元，長者、學生及兒童：每位100元。聚餐地點是尖
沙咀彌敦道100號The One 12樓東海薈酒家；歡迎教友邀請家人、朋友一起出席，同來
慶賀、分享主愛；請向王鵬忠弟兄購票。因應目前社會運動，請自行評估風險，午餐
會有機會取消，恕不設退票，請教友留意。 

10.  本堂教友何子烽弟兄於11月25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12月20日(星期五）晚上8時
假紅磡世界殯儀舘2樓永寧堂舉行，請為他的家人禱告，求上帝安慰他們。另主日崇
拜後詩班練習：12月8日及12月15日，請組員留意，務請出席練詩。 

11.  朱源和弟兄在本堂10月20日的講道已安排在MyTV Super 602台/有線電視15台/ Now 

TV 545台播出。時間：12月7日晚上8時30分播出。 

12.  教會於12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時在頌恩堂舉行執事會議，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13.  教會在將臨期（12月1日至12月29日）內，主日崇拜不唱「榮歸主頌」，改唱頌主聖詩
87首「以馬內利，懇求降臨」，請教友留意。 

14.  本大廈將於12月11日晚上11時45分至12月12日早上6時45分停電，請「各小組」或「個
人」自行清理雪櫃內食物，以免食物變壞! 

15.  頌主詩班為本年聖誕節🎄報佳音🎶🎶安排三次練詩時間，時間為： 

a. 11月3日，下午2：00  b. 11月24日，下午2：00  c. 12月15日，下午2：00 

如有興趣於平安夜報佳音，務請出席練詩。 

16.  環球聖經公會於12月3日至17日(共3堂），逢周二晚上7:30-9:30在本堂舉行「從詩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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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截至2019年11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387元，港幣定期戶口結存3,000,000

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429,635元，合計結存為3,510,022元。 
 

 2019年 11 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三日 114 人 十日 118 人 
十七日 113 人 廿四日 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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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句句精彩 0  
 

048 多大的容忍 
一個人的心胸，可以展現容忍的氣度，也可以展現領受福分的器量。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歌羅西書3章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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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賽亞書9:6） 

 

2019年 12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12月 7日 查經-帖後第三課 ― ― 英文班 

12月 14 日 愛筵 ― 團契 查經 

12月 21 日 冬至暫停 ― ― 英文班 

12月 28 日 年終分享祈禱會 ― 團契 查經 

11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5人 ― 4人 3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12月 6日 ― 感恩會 ― 

12月 13 日 ― ― 佈置教會 

12月 20 日 生日會 (7-12月) ― 數筫主恩 

12月 27 日 ― ― ― 

11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 6人 11人 
 
201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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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日 
公義的護心鏡@ 

合團崇拜 

謝姑娘 

Ivy姨姨 
貝茵姐姐 

謝姑娘 

(助)青少年敬拜隊 

Ivy姨姨 

(助)青少年敬拜隊 
Ivy姨姨 

12月 8日 
(小) 完美的耶穌 

(彩) 真正的成功 
貝茵姐姐 桂芳姨姨 

美香姨姨 

(助)樂欣 
潔麗姨姨 

12月 15日 
(小) 耶穌為我們而死 

(彩) 常常喜樂 
謝姑娘 

寶玲姨姨 

(助)樂欣 

Wing Wing姐姐 

(助)樂欣 
Shirley姨姨 

12月 22日 
(小) 死而復活的耶穌 

(彩) 復活的能力 
貝茵姐姐 謝姑娘 桂芳姨姨 Shirley姨姨 

12月 25日 聖誕節@服待 信息︰謝姑娘   遊戲︰寶玲  派禮物︰各導師 

12月 29日 
(小)饒恕我們的上帝 

(彩)一切都更新 
貝茵姐姐 桂芳姨姨 

Wing Wing姐姐 

(助)樂欣 
Simon 叔叔 

2019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12月份兒區會教導兒童認識全副軍裝之公義護心鏡，求主幫助孩子認識上帝是公義的主，並實踐公義的
屬靈生命。 

12月 25日聖誕節聚會名為「服侍」鼓勵孩子及家長們於當天邀請新朋友參與，藉著聚會向人傳講耶穌
出生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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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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周六崇拜  

日期 12月 7日 12月 14日 12月 21日 12月 28日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與
主
日
崇
拜 

聯
合
舉
行 

張鍾華 

講員 謝詠雯 馮卓欽 陳德權 

敬拜 MMO 黃泳琳、林海雯 青少年敬拜隊 

點燭 林海雯 王浩翔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王鵬忠 林海雯 

插花 梁潔精 吳宇曦 李潔麗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馮威霖 羅燕萍 邱萬慧 

備註  講員：協同堂牧師 插花：吳慧倩  

 

2019年 12月主日崇拜 
主日 12月 1日 12月 8日 12月 15 日 12月 22日 12 月 25日 12月29日 

節期 

將臨期 

第一主日

（紫） 

將臨期 

第二主日

（紫） 

將臨期 

第三主日

（紫） 

將臨期 

第四主日

（紫） 

聖誕節（白） 

聖誕期 

第一主日

（白） 

舊約 賽 2：1-5 賽 11：1-10 賽 35：1-10 賽 7：10-17 賽 52：7-10 賽 63：7-14 

書信 羅 13：11-14 羅 15：4-13 雅 5：7-11 羅 1：1-7 來 1：1-6 加 4：4-7 

福音 太 21：1-11 太 3：1-12 太 11：2-15 太 1：18-25 約 1：1-14 太 2：13-23 

聖詩 

頌主 83 

頌主 88 

頌主 440 

頌主 256 

頌主 179 

頌主 82 

頌主 339 

頌主 74 

頌主 77 

頌主 467 

頌主 483 

頌主 258,268 

頌主 362 

頌主 84 

頌主 405 

頌主 243 

頌主 409 

頌主 91 

頌主 98 

頌主 107 

頌主 90 

頌主 120 

頌主 448 

頌主 208 

頌主 326 

主禮 陳德權 張鍾華 朱泰和 陳德權 朱泰和 張鍾華 

講員 朱泰和 謝詠雯 馮卓欽 楊力生 張鍾華 陳德權 

襄禮 羅燕萍 徐嘉榮 韋四順 王鵬忠 韋四順 譚麗娟 

讀經 陳秀慧 梁家碧 梁家碧 林潔冰 --- 陳秀慧 

入壇前詞 韋四順家庭 何漸文家庭 李偉賢家庭 范澤祺家庭 --- 陳志樑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林潔麗 王浩翔 林潔麗 鍾敬兒 

點燭 梁正國 何樂欣 梁耀生 韋俊彥 梁正國 何樂欣 

影音 岑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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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樑、呂小燕 李偉賢、梁家碧 祝棣華、陳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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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主恩團 
 

講員：協同堂牧師 

聖餐崇拜 
講員：傳恩堂牧師 插花：吳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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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12月 1 日至 12月 22日）內，主日崇拜不唱「榮歸主頌」，改唱頌主聖詩 87 

首「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