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頌恩月報 
第 200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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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玉芬傳道、蔡嘉華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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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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因因耶耶和和華華你你上上帝帝所所賜賜你你和和你你家家的的一一切切福福分分歡歡樂樂。。  
申申命命記記 2266：：1111 下下  

又又要要彼彼此此相相顧顧、、激激發發愛愛心心、、勉勉勵勵行行善善。。  
希希伯伯來來書書 1100：：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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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詩 16:5) 

10 月 27 日張牧師代表本堂參加香港路德會牧師座談會，主講嘉賓是頌恩堂前顧

問羅文燦牧師，他提醒與會者「教會增長是聖靈的工作，而具體果效是來自成熟門徒

的結集和承擔。」他以保羅的教導與我們分享：「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

要自己試驗。」(林後 13:5 上)「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

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上帝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 13:11) 上文提到

的「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沒有」和「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正正是教會擴展不可

或缺的兩大條件：會眾要對上帝有信心，教友要和睦同心，彼此相愛。因此「信心」

和「愛心」就是教會擴展的動力，「金風玉露一相逢」，頌恩堂的購堂、擴堂，就必如

箭在弦；反之，沒有信心和愛心，教會的擴展只是空談，甚至是撒旦分化教會的契機！

弟兄姊妹，不可不警醒呀！ 

11月的金句來自詩篇 16篇 5節：「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

的，你為我持守。」句中的「杯」，用來指「上帝為人安排的命運人生」。神給敬畏和

愛慕祂的人是祝福的杯和恩典的杯；至於惡人，祂給的是忿怒之杯。而詩人一直強調

上帝賜給他的「產業」是「杯中的福分」。上帝也為祂的子民守護這個產業，好叫敬

愛祂的子民得以在末世中安身立命，繁榮昌盛。詩篇 16篇 1至 2節，詩人說：「上帝

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我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氣惟獨從

你而來(和合本的翻譯：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我們基督徒深信我們

的好處(福氣)不在你(神)以外，為了擴展神家，出錢出力，理應在所不辭；但更要緊的

是，是要對上帝有信心，要對教友有愛心，彼此配搭，才能「立定主話，心意轉化」

(本堂 2018年全年主題)。眾會友「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

步。」(希伯來書 6︰1 上) 如此，我們才能心意更新，體會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

杯中的福分，也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的真實意義。 

以下的兩節經文和大家分享主的應許：「智慧人要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領許

多人歸於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 12:3)「又有的落在好土裏，就結出

果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的，就應當聽！」(太 13:8-9) 

「這後來的殿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在這地方我必

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哈該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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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聖靈提醒我叫我憂心                   張美麗 

以下是我個人的信仰體驗，信仰生活充滿著甜酸苦辣，但不住祈禱，卻讓我的信
心生活成長。 

2012年大女兒黃泳儀帶我返教會，不久，我便受洗歸入基督，回想那時，我感到
上帝好像為我設計了一件新衣裳，並親自為我穿上，深刻難忘是這件新衣，彷彿把從
前未信主所犯的罪一次遮蓋，內心既感動，又輕鬆；本以為從此以後，生命便不再一
樣，但這 5年期間，卻發現信仰路途充滿挑戰，人生經歷很多高低起跌，根本就不如
初信時的感動與輕鬆。 

回顧受洗後，我很小讀經、祈禱，生活跟未信主前模式一樣，久而久之，更發現
上帝對信仰要求很高，自問不能達標，因此，有一段時間我便離開教會，放棄上帝。
那時，上帝差派家人、教友成為我的天使，在我身邊鼓勵我，提醒我。我們都是蒙恩
的罪人，正如馬丁路德因信稱義的教義，我們是藉著信靠基督，仰望上帝的救恩，被
稱為義人，基督的寶血就是我們得救贖的記號。反過來，我們卻是罪人，信不過自己，
也不能自救。 

有次我經歷腰痛非常，去看醫生，醫生卻告訴我，我腰痛的問題沒有解決方法，
聽了以後我很灰心，但同時，我向上帝祈禱︰既然醫生靠不了，我唯一能靠的是祢，
求祢醫治我。上帝確實聽了我的禱告，今日，我的腰痛並不如醫生所說，沒有解決方
法，今日我仍然有腰痛問題，卻比以前減輕了不少。我知道上帝是聽祈禱的。 

我無意中看到一篇靈修文章，裡面有一節金句提醒我︰那看不見而信的人是有福
的。我知道上帝藉著我自身的經歷以及透過祂的話提醒我，要我專心信靠祂。 

又想起有年，我隨同教會去短宣，那時，我們計劃好行程，不料遇上風暴，一切
計劃將要停止的時候，我們向上帝禱告，上帝真的幫助我們。上帝的幫助，讓我經歷
並明白到禱告的重要。 

其實信仰生命並不是一帆風順，給我最深的體會，就是信心操練的生活，我常常
被花花世界吸引，遠離上帝的心意，在罪中之樂與追求上帝之間徘徊掙扎，有好一段
時間，我懷疑自己是否配作主的門徒？生活中經常犯罪，得罪上帝，也經常被罪所勝，
內心總覺愧疚見上帝。 

有次，我跟一位姊妹分享內心的掙扎，她提醒我，上帝是愛寬恕人的，當在上帝
面前承認自己的罪，上帝會接納我們。當時我很懷疑，若上帝對人總是寬恕，是否人
就可以常常犯罪？她的回應，讓我反思我對主的信心，也解答了我為何常常懷疑上帝
的原因！信主之後，我沒有恆常禱告，也不多靈修，每當世界的誘惑來到，我便隨從
世界的價值行事為人，聖經卻提醒我︰「你們要進窄門。因為通往滅亡的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太 7︰
13-14) 

受洗後，我沒有扎根主話，竭力追求認識上帝，我信心的生活根本站不穩腳，也
常常被罪惡所勝。上帝是滿有慈愛，祂樂意寬恕那些努力進窄門的人，上帝的慈愛必
向尋求祂的人顯現。 

回顧 5年的信仰生活，所經歷的高低起跌，讓我明白了天天祈禱靈修，以上帝的
話語作我生命的糧是很重要的，上帝的話會讓我認清世界的國與上帝的國，二者同時
在我生命裡面，而我選擇堅定追求認識上帝，上帝的能力必會與我同在，同往，幫助
我勝過世界的力量。最後我發現，原來從前我犯罪掙扎，是因為上帝居於我心，聖靈
給我提醒叫我不要憂心和放棄。 

每當我回顧上帝的恩典，祂對我一家的眷顧，使我更深體會上帝的慈愛。上帝應
許尋求祂的人，祂必在他們中間帶來改變及祝福。 

從前，每當家中出現衝突，各人不懂怎樣藉愛化解衝突，以至家中常有爭吵事發
生。但當我們體會上帝的愛，上帝的話會提醒我們，在衝突中學習忍耐及體諒，今日，
家中雖然仍有爭吵事發生，但我卻看見彼此學習以愛相待，化解衝突。 

感謝主，過去二年家中前後增添二位新成員，女婿尚志及孫女鍾程，給我一家很
多歡笑聲，但願我們一家都在主的路上努力進窄門，向著主的標竿直跑，每天靠著主，
跟隨祂的心意而行，榮耀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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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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中情源 

自植的種子是恩典；但自植也需要建立穩固的基礎。這基礎就是在基督裡自覺。自覺

不是思想而已、自覺是生命藏在神裡面時的看見，是站立在神面前，此時此刻生命被

觸動，是心靈復跳躍與全人的皈依。 

 
谷中、心靈的深處，是我們感到陌生，甚至不熟悉的空間。下到谷底，我最初見到的是

膝黑一片。然後我的眼晴開始適應週遭的環境；我站得比較穩固，心中比較釋然。 

不忙於尋找出路，也不忙於對心中的情緒作出反應。我開始回想-------回想昔日我是怎樣

行過來的。 

我見到一個雀躍的我︰年青、單純、踏著大步向前。我彷彿聽到自己的歌聲、我的認信︰

「主啊！我在這裡！」 

我說︰「主啊，我愛你，我亦愛受苦的眾生。」我看到往日的自己自信的站於主前。我

懷緬那種豪情，我追想我重情和用情的緣由及種種。我詫異，禁不住的想留在往日。 

我沉思，自心頭泛起一個疲乏的影象-------那人低頭自忖，那人禱告問天，那人在牧養，

那人時而歡呼，那人時而低迴，那人轉過頭來，原來又是昔日的我。那時我說︰「主啊！賜

我恩膏並教我明白『讓我愛而不受感戴』的功課。」主溫柔的回答︰「我曾題你的名召來，

你是屬我的。」 

由心中湧出清泉，由靈中湧出讚歎，我清楚我實在是踏著恩典走過來的。 

然而，我開始省悟我苦戀的堅貞，只不過是我還未學識安頓於主的恩手中。我慚愧，我

卻更俯伏於恩典前。 

恩典召我前往，恩典伴我走過風暴，恩典教我以盼望迎候彩虹。 

恩典說︰「基督釋放了你！」 

我抬頭仰視，凝目於恩情的神。我緊握的拳頭開始放鬆，我再清晰的聽見釋放！釋放！ 

我無言，我不看自身，我仰望，我卻掏衷情還我主，卻發覺我已是一無所有。1 

一無所有的我，卻有主。 

那時，我忘了我的腳下；那時，我不問理由；那時我只知道「活著就是基督。」 

來，讓我們起程，動身「回應那個召喚，走向最低下之處……走向低處然後再升起」。 

 

 

我只能走自己的路；在切實的走自己的路之前，我需要先聆聽自己的心聲。很多時候，

我嘗試走別人走過的路，我也會刻意的為別人奔走，但只跟隨別人的榜樣，或只聽到

世界呼喚你的聲音，而忘記了自己的路，最終就會失去自己。 

                                                 
1 一無所有，只有主，正是詩篇十六篇作者的寫照，也是無數詩人，如詩篇八十四、四十二、四十三篇的真實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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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2018年教會主題為＜立定主話，心意轉化＞。鼓勵弟兄姊妹立定主話，
將主話實踐在生活中，認清老我，身心靈靠主轉化。「所以，我們應當
離開基督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6：1上） 

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第24屆培靈奮興大會於11月1日至7日，晚上7：30
假座尖沙咀浸信會舉行，大會講員是羅祖澄牧師（香港崇真會榮休總牧
），宣講主題為「新人、新事、新動力」，本堂被邀成為其中一個直播
站，歡迎弟兄姊妹領人赴會，踴躍參加，海報已張貼在報告板。 

3.  由於鍾玉芬傳道手術後，須休養調理；故此，成人主日學【合神心意的
領袖（續）】課程暫停，請弟兄姊妹為她的身體康復代禱。 

4.  成人主日學課程【雅各書導讀】，將於11月11日開課，逢星期日上午
9:30-10:30在E房舉行，共5堂。導師為陳德權傳道，簡介及報名表己張貼
在報告版上，歡迎會友報名參加。 

5.  環球聖經公會於11月13日至12月4日，逢周二晚上7：30－9：30（共4堂
）在本堂舉行「約伯記解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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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2018至2020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於2018年11月18日主日崇拜後隨即
召開，請教友預留時間參加。 

7.  截至2018年10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203元，港幣定期户口結
存2,500,000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449,592元，合計結存為3,029,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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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8年10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0 0 
    

七日 107人 十四 128人     

廿一日 148人 廿八日 1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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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主題講座︰實踐愛工作坊－

「心意轉化，重拾愛的動力」 

已在實踐與體驗中完結，願往後

日子，對自我加深認識，常與神

坦誠對話，信徒屬靈生命不繼成

長，在群體中活出愛的動力，頌

恩堂成為見證神充滿愛的教會。 

「體驗耶穌行動」 

在傷痛中 

經驗主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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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班 

 

成人福音班 

成人主日學 
頌
主
詩
班 

青年詩班 

牧師房搖身一變， 

成為「天父抱抱」主日學， 

為培育幼兒扎根主話的兒童天地。 

 

「全堂擴展」需要你的祈禱、守望與行動︰ 
1. 為教友心靈擴展，熱愛追求主的話，活出見證人生。 

2. 空間不足，求主為我們預備長遠發展的家。 

3. 有足夠空間，培育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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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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條例。 

二、 為教會守望 

1.  2018年教會主題為＜立定主話，心意轉化＞。鼓勵弟兄姊妹立定主話，將主
話實踐在生活中，認清老我，身心靈靠主轉化。「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
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 6：1 上） 

2.  請為同工及執事禱告，求主加添眾人謙卑愛主，各按各職，恩賜配搭，服事
教會，叫基督的福音得興旺。 

3.  請為頌恩堂擴堂委員會代禱，成員包括︰張鍾華、范澤祺、韋四順、劉美儀、
羅燕萍及張國輝。求主賜他們持守愛主的心，常敏感主心意，並賜各人智慧
與謀略，商討擴堂事項，能尋求共識，並清楚向會眾傳遞異象。 

4.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周三崇拜祈禱，願此崇拜讓榮耀歸與上
帝，平安歸與人！ 

5.  請為 W夫婦及 P區代禱： 
5.1 P 區同工同心服事，同得美好果效，領受上帝的異象和引導。 
5.2 求主賜能力給 W夫婦，因新同工要出外學習，祝福他們事奉得力。 
5.3 P 區重點事工： 
一） 接觸鄰近民工、青年學子，祈禱服侍。 
二） 栽培班：透過英文班、信仰成長班、建立牧養平台。 
三） 定期有祈禱會和探訪活動。 
四） 建立詩班，提供指揮及司琴訓練課程，提升崇拜的內容。 

5.4 為 P區初信者祈禱，求主保守他們在真理上扎根，永不離開主。 
5.5 教士求主賜她清純的動機去服侍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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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上帝的國度得以擴展。 

三、 為肢體禱告 

鍾玉芬傳道(換肝手術已順利完成，求主保守，早日康復出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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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早日康復）、黃蘭
桂（心臟功能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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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蘭（長期心臟不適，心臟容易積水的毛病得舒緩）、韓穎
根（行動不便，為她適應安老環境代禱）、鄭少瑛（腰痛得醫治）、蔣美蘭（身
體虛弱得改善）、鄧月鳳（盼早日康復）、王時歡(腿部手術康復中)。 

四、 感恩事項 

1.  鍾尚志伉儷於 9月 25日喜獲女兒(鍾程)，母女平安。求上帝賜恩保守女兒健
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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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精彩  
 

035 幼稚是天生的 

幼稚是天生的，成熟卻是後天養成的。 

「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

乾糧，他們的心竅因練習而靈活，能分辨善惡了。」（希伯來書 5章 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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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11月 03 日 培靈會 （7/11）查經 ― （4/11）英文班 

11月 10 日 家訪 （11/11）慢活休閒 （9/11）查經 （11/11）查經 

11月 17 日 祈禱會 （21/11）查經 ― （18/11）英文班 

11月 24 日 聖經專題 （25/11）查經 （23/11）小組 （25/11）查經 

10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7.5人 5人 6人 5 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11月 04 日 ― 户外團契 ― 

11月 08 日 ― ― 户外周 

11月 16 日 秋季旅行 ― ― 

11月 22 日 ― ― 靈修每一天 

10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11人 10人 10.5 人 

2018年 11月崇拜講員 

11月 3日 連浩行弟兄（同心圓敬拜青年事工同工） 11月 4日 
劉永生先生 
（基督教崇拜與藝術教育中心主任） 

11月 10日 李天佑傳道（香港性文化學會副主席） 11月 11日 李天佑傳道（香港性文化學會副主席） 

11月 17日 陳德權傳道 11月 18日 張鍾華牧師 

11月 24日 雷建輝牧師（長沙灣頌恩堂主任牧師） 11月 25日 雷建輝牧師（長沙灣頌恩堂主任牧師） 

2018年 11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11月 04日 保羅的祈禱@合團崇拜 Jason哥哥 桂芳姨姨 青少年敬拜組 青少年敬拜組 

11月 11日 (小) 以撒的禱告 

(彩) 喜愛上帝的話語 
謝姑娘 

Sandy姐姐 

(助)耀生 
Shirley姨姨 

11月 18日 (小) 彼得的禱告 

(彩) 聖經是上帝所默示 
謝姑娘 Wing Wing姐姐 Alex叔叔 

11月 25日 (小) 眾人的禱告 

(彩)聖經的可信性 

IVY 姨姨 

(助)樂欣 

桂芳姨姨 

(助) Bobby 
Simon叔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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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月周六崇拜  

 

日期 11月 3 日 11 月 10 日 11月 17日 11月 24日 

主禮 張鍾華 張鍾華 謝詠雯 陳德權 

講員 連浩行 李天佑 陳德權 雷建輝 

敬拜 同心圓 王浩翔 王浩瀚 馮威霖 

點燭 王浩翔 王浩瀚 王浩翔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鍾尚志 張美麗 王鵬忠 

插花 梁潔精 吳宇曦 梁潔精 李潔麗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馮威霖 王鵬忠 羅燕萍 邱萬慧 

備註 
講員：同心圓敬拜 

        青年事工同工 
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傳道 聖餐崇拜 

講員：長沙灣頌恩堂 

主任牧師 
 

 11月主日崇拜  
 

主日 11月 4 日 11月 11 日 11月 18日 11月 25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廿四主日（白） 

聖靈降臨後 

第廿五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第廿六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最後主日（綠） 

新/舊約 啟 7：9-17 王上 17：8-16 但 12：1-3 賽 51：4-6 

書信 約壹 3：1-3 來 9：24-28 來 10：11-25 猶 20-25 

福音 太 5：1-12 太 12：38-44 太 13：1-13 太 13：24-37 

聖詩 

頌主 123 

頌主 350 

頌主 362 

頌主 419 

頌主 398 

頌主 383 

頌主 474 

頌主 331 

頌主 382 

頌主 204 

頌主 393 

頌主 299,263 

頌主 407 

頌主 152 

頌主 381 

頌主 440 

頌主 237 

主禮 朱泰和 張鍾華 朱泰和 張鍾華 

講員 劉永生 李天佑 張鍾華 雷建輝 

襄禮 譚麗娟 徐嘉榮 韋四順 邱萬慧 

讀經 陳秀慧 梁家碧 林潔冰 劉家麟 

入壇前詞 何子烽家庭 陳志樑家庭 何偉清家庭 宋天民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林潔麗 王浩翔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劉家麟 韋俊彥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司事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李偉賢 陳志樑、梁家碧 何子烽、呂小燕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岑蔭莉 陳志樑、梁家碧 何子烽、呂小燕 

備註 

講員：基督教崇拜與 

       藝術教育中心主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姊妹團 

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傳道 聖餐崇拜 
講員：長沙灣頌恩堂 

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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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