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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誠誠然然擔擔當當我我們們的的憂憂患患，，背背負負我我們們的的痛痛苦苦；；我我們們卻卻以以為為他他受受責責

罰罰，，是是被被上上帝帝擊擊打打苦苦待待。。他他為為我我們們的的過過犯犯受受害害，，為為我我們們的的罪罪孽孽被被

壓壓傷傷。。因因他他受受的的懲懲罰罰，，我我們們得得平平安安；；因因他他受受的的鞭鞭傷傷，，我我們們得得醫醫治治。。  

  

以以賽賽亞亞書書  5533::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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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李泮松牧師辭靈禮慰勉(22-02-2019) 

前言 

各位李泮松牧師(1935-2019)的家人、親友、教友、主賜你們平安，我今

日以頌恩堂牧師的身份和大家分享：我和李牧師共事、同工的點滴，以

表示對李牧師的謝意！ 

相識、緬懷無愧用人 

昨夜春雨灑滿天 1，獨上高樓夢魂牽 2。一月三十一日，我們敬愛的李冸

松牧師息勞歸主，回到天父的懷裏。所謂春風秋雨，歲月流聲，能不依

依，能不緬懷？眾同工、執事也感慨萬千，羅燕萍執事的回應最激勵我，

她以提摩太後書 4 章 7 至 8 節歸納李牧師的一生：「那美好的仗 李牧師

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 李牧師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李牧師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李牧師存留。而且我們知道，上帝的恩

典不但賜給李牧師，也賜給凡愛慕耶穌基督的人。」他日，張牧師的墓

誌銘也當如此，那時我在天之靈，定必心謝主恩，口誦：「讀聖經一書，

所學何事！而後而今，庶幾無愧。」無愧於天地，作個無愧的用人。 

早年慕道 

早年從李牧師口中得知他慕道的經過，話說當年他路經上環，聽到佈道

佳音，頌主歌聲，聲聲入耳，主的呼喚，引領他加入教會。後來在西教

士的鼓勵下，1956 年毅然入讀路德會協同聖經學院，接受裝備；同年被

派到剛建立的路德會頌恩堂(堂址租用彌敦道 205號 5 樓的中國聖樂院)

實習一年。期間協助並充當何腓力牧師的翻譯。1967 年按立牧師。主奇

妙的安排，38 年後，輾轉回流，他重返「故土」，1994 起擔任頌恩堂牧

師。 

佈道生涯 

我認識李牧師正始於 1994年，那時李牧師回巢牧養。和他交談，第一個

印象是他沒有架子，很隨和的長者，做事很踏實；為人樸素、正派、沉

靜、絕不多言。而他事奉的經歷殊不簡單，攀過高峰，又走歷低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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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五湖四海----從香港出發，在澳門、台灣和美國三藩市也留下牧養的佳

美腳蹤！直至 2016 年尾方才卸下重責，安心的退休。 

忠心教會 

說到「退休」一事，李牧師對頌恩堂愛護有加，盡忠職守；但感於歲月

催人，他早在 2011 年就鼓勵後輩承擔使命，接班帶領發展教會的重任。

當中見到的盡是忠於上帝，愛護教會的心思意念。他對本堂的無私奉獻，

對上帝的順服忠信，確是頌恩堂的瑰寶，是眾會友需要效法和學習的模

範。近日，翻查教會歷史文獻、人從弟兄姊妹的口中，重溫他人生的種

種片段，讓歲月留聲，在此分享牧師的美好見證。 

美好見證 

李牧師為人，對人忠心、正直，有愛心，又樂於助人，也樂於提攜後輩；

事奉上帝：盡心、盡力，不計得失，忠於使命。雖然，金無足赤，人無

完人，但一生勞碌奔波，風塵撲撲，事主忠心的李牧師，確令後輩汗顏。 

良師益友 

今年，頌恩堂的主題「承擔使命、作主見證」，而李牧師已承擔了主基

督所交托的使命，又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李牧師是我的良師益友，所

謂相識絕非偶然，在偶然中也有其必然。當日我跟李牧師學習主持聖禮，

今日我主持他的安息禮拜和安葬禮，我相信富有愛心和包容的李牧師，

在天之靈，一定讚我：「Good Job，做得恰到好處，不過，張牧師，仍

需努力！」 

豐盛人生 

各位親友，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在生當然要追求豐盛人生，

但死後的生命也要活得精采，才是明智的抉擇。李牧師的在天之靈，回

到天父懷中，當然活得精采。那麼，終有一天，我們的靈魂要往哪裏去？ 

靈歸何處 

在 3500年前，那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人摩西，他在詩篇 90篇對

上帝的祈禱，給我們有明確的答案。他說：「主啊，祢世世代代作我們

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祢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祢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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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祢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祢看來，千年如已過的

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詩篇 90 篇 1-4)神人摩西提醒世人：上帝是

創天造地的主，也是創造我們的上帝。上帝用地上的塵土及祂的靈(即是

生命的靈氣)創造了人類。 

信主永生 

聖經創世記 2 章 7 節：「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

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靈魂的活人。」上帝是造物主，他創造了宇

宙，也創造了我們。好讓我們學習管理這個神創造的世界，也學習如何

去管理自己的生命。傳道書 12 章 7 節：「塵土仍歸於地，像原來一樣，

氣息(靈魂)仍歸於賜氣息的上帝。」我們的肉身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甚至百廿歲，但終必歸於塵土，而我們的靈魂最終有面對上帝的一日，

古人說：「人死留名，雁過留聲」，聖經話：「草就枯乾，花也凋謝。」

（賽 40：7）唯有信靠主耶穌，才是得救的唯一道路。 

唯一道路 

這條唯一道路，就是天堂之門，我們的靈魂就是從上帝而來的，而天堂

也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終極居所。人生只是客旅，是一段短暫的旅程，

天堂才是最美的家鄉，今日李牧師只是先我們早一步回到了家鄉。因他

在年輕的歲月，聽聞福音，聖靈就感動他，李牧師就憑信心接受了洗禮，

從此他是上帝的兒子，天國的子民。並走上牧養傳道的不歸路。 

風雨人生 

耶穌又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

裏去。」(約翰福音 14 章 6節)人生的道路是崎嶇的，李牧師既成為了主

的羊，但上主要使用他成為領頭羊。李牧師牧養群羊的道路也是崎嶇不

平，但半世紀以來，他從沒有放下事奉，因他信上主的話就是真理：「神

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

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真理不單要講出來，還要在生命中實

踐出來。李牧師他能表裡一致，活出愛也活出真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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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真理 

聖經話：「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詩篇 16：11）各位親友，「天

上、地下（除了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

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傳 4：12）聖子耶穌，祂就是道

成肉身的上帝，祂本有神聖的生命，我們唯有與耶穌神聖的生命聯結，

才能擁有永恆和豐盛的生命，而李牧師已揀選了上好的福份，並且忠於

所託，他一生領人歸主無數，他洗禮的超過五百人，感謝主！ 

總結 

各位親友、教友，今天李牧師已回到天父上帝的懷抱中，享受永生的福

樂，他在世上寄居的日子也劃上完美的記號。「那美好的仗李牧師已經

打過了，當跑的路跑盡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李牧師存留。而且我們知道，上帝的恩典不但賜給李牧師，也賜給凡

愛慕信靠他的人。」 

那位為我們創始成終，出死入生的耶穌基督，他願意與我們同行，並賜

我們永恆的生命，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我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 

註解： 

1昨夜春雨灑滿天：3月 21日安息禮拜散會後，近凌晨時分，「天公灑淚」，突然

下起雨來。 

2獨上高樓夢魂牽：「獨上高樓」原詩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

路。」[出典] 晏殊 《鵲踏枝》，登高懷遠，思念故人之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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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憐憫包容的心 

呂小燕 

我們一家人和朋友共六人，往內蒙古旅行，在人山人海的遊

樂園裡觀看精彩的馬術表演。因為想要坐在一起，我們就試著擠

在一排。但有位女士卻硬要插入我們當中，我告訴她，我們六人

想要坐在一起，但那位女士隨口說︰「是喔！」接著，就和她另

外兩個朋友坐了下來。 

 

於是，我們只好分開，部分人坐到後面一排。不久，我察覺

那位女士身旁有一位需要特殊照顧的朋友，忽然間我心中的怒氣

消失了，我想︰在人這麼多的地方，要照顧她的朋友很不容易，

雖然，她有些不應該，我應以憐憫來回應，不用跟她生氣。 

 

無論在哪裡，我們都會遇到需要憐憫的人，或許保羅的話可

以提醒我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人，他們是需要恩典扶持的

人，保羅說︰「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

要存憐憫、恩慈、謙卑、溫柔、忍耐的心。」(歌羅西書 3 章 12

節)此外，保羅也提醒我們：「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13節)。 

當我們憐憫他人，別人就能藉著我們看見那位施恩典憐憫我

們的上帝。 

 

最後，我反而察覺到我們分開上、下兩排坐，更能親近些，

感謝上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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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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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福音班「雅各生平研讀_風雨中成長」於24/2-1/5(主日)，早上
9:30-10:30(共十堂)，簡介及報名表已張貼在報告板上，歡迎鼓勵慕道
者及初信者參加 

3.  任永強弟兄、周金妹及伍煥蘭姊妹分別於2月17日、2月20日及2月23
日接受聖洗禮及堅振禮，求上帝堅固保守他們的信心，並在屬靈生命
上追求成長，為主作美好見證。 

4.  本堂教友鄭佩汶姊妹與葉崇恩弟兄訂於2019年3月3日（星期日）下午
2時30分，假深水埗培德街8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堂舉行結婚典禮
，求上帝賜他們永結同心，主恩永偕。歡迎弟兄姊妹前往觀禮。 

5.  環球聖經公會於3月5日至26日（共4堂），逢周二晚上7：30－9：30
在本堂舉行「啟示錄新釋」聖經解讀課程，講師是麥兆輝博士。詳情
請參閱有關海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6.  香港路德會分區蒙灰日崇拜於2019年3月6日（星期三）晚上7:30-8:45
舉行。教會以蒙灰日為預苦期之始，懇切思念主為我們所受的苦。本
堂當晚將會參與（路德會九龍西區）協同堂的蒙灰日聯堂崇拜。弟兄
姊妹可自行到協同堂，或於當晚7：00在石硤尾地鐵站大堂G出口集合
出發。 

7.  本堂教友馮威霖弟兄與杜慧媚姊妹訂於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下
午2時正，假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荔枝角港鐵站A出口）中華基督
教播道會恩福堂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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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截至2019年2月2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231元，港幣定期戶口
結存2,500,000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777,429元，合計結存為3,357,660
元。 

 

 
 

 
 

 

 
 

 
 

 
 

 

 
 

0 2019年2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0 0 
 
 

 
 

 

三日 133人 十日 133人     

十七日 148 人 廿四日 1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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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 

家事消息 

愛‧親子家庭小組已踏入 4 週年，今年為林毅成一家回流加拿大舉行小型歡

送會。願主帶領當中各家庭，除了看見孩子的轉變，願主的話教導及養育孩

子成長，建立福音的接棒子，愛主愛人，榮耀基督。 

團契篇 

姊妹團契前往陳宅團拜，各姊妹預

備愛心美食，陳太特別為眾人準備

家鄉美菜，特顯主內一家之情，願

主特別記念陳太的勞苦，賜她健康

的身體。 

洗禮篇 

(左上)任永強弟兄於 2 月 17日聖洗禮及堅振禮， 

(右上)周金妹於 2 月 20 日於青衣安老院受洗， 

(左)伍煥蘭於 2月 23日南昌邨家中接受洗禮。 

願主堅固受洗者的信心，追求更深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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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1、22日來自五湖四海之弟兄姊妹一同送別李泮松牧師，願主安

慰李師母及其家人，並眾人同得指望，有天，在天家裡與李牧師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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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專欄 

由六月開始，一連十二個月，教會以蔡貴恆先生《歸回

安息–生活中的靈程手記》作為每月靈修分享，鼓勵繁

忙生活中的信徒，以默想，力求安靜，進入與上帝同在

的寧靜中。在忙亂的生活中，仍可操練心靈的安息，並

踏上朝聖之路。  

 

獨釣寒江雪 

 

談安靜而不談等候，有時會使人錯覺地以為靜的境界是唾手可得的。實質，等候如

獨釣寒江，有時會經歷漫長、痛苦及不為人知的期望及尋索，望盡多少個天明。 

 

等候本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事，每天皆經歷，一生中不斷的體會。候車、候船、候

人是短暫的等，候死、候生卻是漫長的等。戀愛是甜蜜的等，失戀、失自由是痛苦的等。

只有一種等候無法被取代︰只有等候神使一切改觀及更新，賦予所有的等候以嶄新的意

義。 

 

詩人說「要等候耶和華」。在聖經中，等候有消極的意思-------意味停留、不動，甚

至是延遲。等候也有積極的一面--------意味尋求、期盼神必臨的救恩。神對人的回應就是

等候，叫人停在祂的面前，而又不失去信心。原來，等候(waiting)的字根含有張力(tension)

之義。你和我都是在焦慮及困苦的張力中等候，有時消極的哀求，有時積極的昂首。正

如生產痛苦非常，但又極有盼望。 

 

寒風雪雨的張力，搖撼無數孤舟。但若只見外在的張力而不見心之張力，則可謂忽

視了人生掙扎的真正狀況。等候時張力有增無減，你於是明白在靜中的嘈雜聲原是真實

的，那是你心靈的迴響，告訴你等候的旅程是漫長及孤獨的，迎向不斷的開放(opnenness)。 

 

等候的第一個功課就是坦承內心世界的複雜、需要被光照，但在張力的撕裂力量中，

你亦需要一安頓，此安頓即調心。「我終日等候你」，「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實在

是指到人應有的心境及自覺，提醒自己在張力中的瞻望。與其徬徨吶喊，不如在靜候中

聽見。 

 

瞻望即定睛或將注意力集中之意，但要培養這種隨處隨事都想起神的習慣，的確不

易。要操練到自然而然的想起祂，視祂如情人一般，等候的心志不可少，等候的內容也

必須留意。將等候神放在最優先的地位，認定祂是你藏身之處，該是日日新的心志。不

單傾訴感受、失望、憤怒與哀愁，更是訴說愛情、告訴祂︰「我願意與你一起。」 

 

等候使你明白自己的軟弱及無助，但持之以恆的等候神，你就能在人生各種不同的

等候中不致亂了方寸。相反，無意義及急躁的「反彈」(reacting)，只會帶你進入張力的

漩渦。 

 

等候的第二個功課就是突破時空的限制。不為自己定時間表的想法，對後現代人來

說的確頗為駭人，但事事為自己設下死線，正是我們的致命傷。初初學習等候的人常問，

要等到何時。這種不願意等及因等候而帶來的急躁是可諒解的。但如果明白信仰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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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味著不穩定，則在此人生中，我們可能永遠是孤舟而無法靠岸。朝聖者(pilgrim)不僅

是客旅，更是異鄉人即此意。明乎此，又加上實踐，就能慢慢突破時空，不執著於既定

目標了。 

 

挪亞造方舟時被人恥笑，但他堅持等候；馬利亞懷孕時擔心約瑟是否接納，但她肯

等候；施洗約翰謙卑的等候基督，所以他說︰「祂必興旺，我必衰微。」他們都是無法

控制形勢(甚至可以說是失控)。 

 

無法預知確定前路的人，正如詩人一樣，只有「一件事」(詩二十七 4)縈繞他們的心

懷-------等候耶和華。他們自然而然的想起神，皆因獨立蒼茫已被視為必然，張力未必等

於神的慈愛窮盡、應許廢棄。 

 

未來的日子還有很多等候，你知你在等甚麼嗎？存在主義者畢格(Samuel Beckett)寫

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是要說明人生的荒謬性。那位直至終場都不出現的果

陀是神或魔鬼也好，人的無奈及恐懼卻是真實的。人生的悲劇性亦在於此。和等候耶和

華恩惠的眾聖徒相比，存在主義者的盼望是沒有結局的。或者說，他們等候的結局就是

悲哀的現實(the reality of sadness)。有時你過著不為人知、亦不被注意的生活，在艱苦孤

寂的旅程中徘徊，你也嘗過這悲哀的現實。但你若操練至自然的想起祂，以致你在任何

環境中都有一自覺及敏感度，你就會有一健康的心境。這健康的心境就是------我們的等

候，是要接受耶和華的恩惠，並不是白等。 

 

此際，你若在困乏無水之地不斷地尋找路標，請不要忘記，你實在只有一個路標。

若你是昂首歡呼的朝聖者，又或是落泊迷失的孤哀子，你應同樣持守一等候的心。為了

你與祂的愛情，你更應學習在沒有指望中的等候。在千山萬徑的旅程中，你不要以為幽

谷的等候是無益的。只要你肯停留，進入這等候中，就會看見及聽見神。要緊記神要的

是你，而不是你所作的。神願意你經驗等候及成長。試想想「等候耶和華」成為你的座

右銘、成為你的心思意念、成為你的禱告是何等美的事。 

 

十二世紀的伯爾納提醒我們︰在等候中應想起旅程的目標是與眾聖徒的相聚，並且

這種心靈的繫念是必定會實現的。在今生的旅程中，朝聖者要認定自己是一個過客。因

此，伯爾納用「歇息」或「過渡」(interim)來形容在世的旅程實在適合不過。這過程毋寧

是充滿困難及掙扎的。 

 

但是，使我們希奇的是，伯爾納最常用的字眼或觀念，竟是渴想(desire)與愛情。今

日，我們卻不是這樣。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個門徒不是在談論基督嗎？但他們卻沒有看見。

究竟他們在朝聖路上有沒有瞻望，有沒有等候呢？抑或他們只是好奇，渴望得到即時的

答案呢？誠然，在等候中仍堅持愛情，時刻渴想並非易事。 

 

不過，我們的主時刻的在等候我們去等候他，這是沒有人可以代替你的。在百般的

等候中，明月清風固然知道你的心，但獨釣寒江並不單是你的心境，而是普遍及真實的

存在於眾人的心中。因此，讓我們共同的禱告︰「主啊，祢知道。」我們亦應該彼此勉

勵-------「等候主就是得著一切」。在各種際遇中，你和我實在已擁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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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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平安喜樂歸與人！ 

5.  請為W夫婦及P區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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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近況︰經過一年多的祈禱服事，現穩定出席聚會人數有50人。弟兄姊妹懇切祈
禱的屬靈操練，經歷聖靈的印證，看見群體中的生命改變，也激勵眾人靈裡合一向
主的心。 

 P區重點事工： 
1. 1月舉行了省外旅行，參與人數約50人。願友誼佈道發揮生命見證果效。 
2. 栽培班：透過英文班、信仰成長班、建立牧養平台。 
3. 恆常祈禱探訪服事。 
4. 詩班培訓，包括指揮及司琴訓練課程，提升崇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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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上帝的國度得擴展。 

三、 為肢體禱告 

請為弟兄姊妹和家人身心靈代禱：鍾玉芬傳道(求主保守復康階段穩定)、陳仙寬（心

臟毛病，求主看顧）、黃笑添（求主保守他身心靈靠主安穩）、周惠玲（病患疼痛

得舒緩）、何竹筠（長期神經痛毛病，靠主心得安穩）、鄭少瑛（腰痛得醫治）、蔣

美蘭（盼早日康復）、鄧月鳳（盼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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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精彩  
 

039最大的傷害 

我們最大的傷害，不是來自於外在的批評與羞辱，而是來自於內心的怨恨與苦
毒。 

「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裏說：『為我父親居喪的時候
近了，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弟弟雅各。』」（創世記 27章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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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金句  

「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
榮，專以地上的事為念。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臨。」(腓立比書 3:19-20)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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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 查經 ― ― （3/3）英文班 

3月 9日 跟著回憶去導賞 （13/3）團契 （8/3）查經 （10/3）查經 

3月 16日 靈修分享 ― ― （17/3）英文班 

3月 23日 查經 （24/3）團契 （22/3）團契 （24/3）查經 

3月 30日 球類活動 ― ― ― 

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8人 5.5人 10人 6 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3月 2日 ― 查經 ― 

3月 14日 （15/3）樂在聖經中 ― 專題：約櫃 

3月 28日 ― ― 福音電周 

2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24人 21人 11.5 人 

2019年 3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天父抱抱 小種子 小門徒 彩虹精兵 

3月 3日 
耶穌的眼淚 

@合團崇拜 

謝姑娘 

Ivy姨姨 
貝茵姐姐 

謝姑娘 

(助)桂芳姨姨 

Ivy姨姨 

(助)青少年敬拜組 

3月 10日 
(小) 勝過死亡的耶穌 

(彩) 負面的行為 
貝茵姐姐 

桂芳姨姨 

(助)謝姑娘 

美香姨姨 

(助)耀生 
Ben哥哥 

3月 17日 
(小) 復活的耶穌 

(彩) 平衡的生活 
謝姑娘 寶玲姨姨 

Wing Wing姐姐 

(助) Bobby 
潔麗姨姨 

3月 24日 
(小) 再來的耶穌 

(彩) 老師與我 
貝茵姐姐 謝姑娘 

桂芳姨姨 

(助)樂欣 
Simon 叔叔 

2019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1. 2月份「跟隨主 作精兵」教導孩子接受耶穌為救主，不要作魔鬼的奴隸，立志作基督的精兵。 

 在這個資訊爆滿的世代，願孩子都有屬靈的觸角，追求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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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周六崇拜  

 

 

 

日期 3月 2日 3月 9日 3月 16日 3月 23日 3月30日 

主禮 張鍾華 陳德權 陳德權 張鍾華 張鍾華 

講員 陳芳榮 謝詠雯 張鍾華 陳德權 嚴鳳翔 

敬拜 MMO 王浩翔 青少敬拜隊 黃泳琳、林海雯 王浩瀚 

點燭 王浩翔 王浩瀚 王浩翔 林海雯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鍾尚志 張美麗 王鵬忠 林海雯 

插花 李潔麗 梁潔精 吳慧倩 吳宇曦 馮詠嫻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王鵬忠 羅燕萍 邱萬慧 岑峻宜 范澤祺 

備註   聖餐崇拜  講員；雍盛堂牧師 

 

 

 

 3 月主日崇拜  
 

 

 

主日 3月 3日 3月 10日 3月 17日 3月 24日 3月31日 

節期 
顯現後最後主日 

（白） 

預苦期 

第一主日（紫） 

預苦期 

第二主日（紫） 

預苦期 

第三主日（紫） 

預苦期 

第四主日（紫） 

舊約 申 34：1-12 申 26：1-11 耶 26︰8-15 結 33：7-20 賽 12：1-6 

書信 來 3：1-6 羅 10：8 下-13 腓 3︰17-4：1 林前 10：1-13 林後 5：16-21 

福音 路 9：28-36 路 4：1-13 路 13：31-35 路 13：1-9 路 15：1-3、11-32 

聖詩 

頌主 130 

頌主 399 

頌主 416 

頌主 432 

頌主 132 

頌主 131 

頌主 418 

頌主 137 

頌主 133 

頌主 134 

頌主 419 

頌主 259,262 

頌主 141 

頌主 139 

頌主 134 

頌主 420 

頌主 337 

頌主 135 

頌主 379 

頌主 421 

頌主 140 

主禮 陳德權 陳德權 朱泰和 張鍾華 張鍾華 

講員 朱泰和 張國鴻 張鍾華 陳德權 嚴鳳翔 

襄禮 徐嘉榮 王鵬忠 韋四順 范澤祺 羅燕萍 

讀經 梁家碧 劉家麟 林潔冰 梁家碧 陳秀慧 

入壇前詞 何偉清家庭 羅紹衡家庭 李偉賢家庭 何漸文家庭 陳志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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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俊彥 梁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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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偉剛、陳志樑 祝棣華、梁家碧 陳志樑、呂小燕 李偉賢、黃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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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姊妹團 

講員；長沙灣頌恩堂 

牧師 
聖餐崇拜  講員；雍盛堂牧師 

襄禮注意：預苦期（3月 10 日至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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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