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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兒童童組組  
教教會會徽徽號號－－信信徒徒生生活活 

教教養養孩孩童童走走當當行行的的道道，，  

就就是是到到老老他他也也不不偏偏離離。。  
箴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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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在上帝的時間中安息 陳德權傳道 

過去的一段日子，以「水深火熱」來形容香港社會繃緊的氣氛，也不為過。昔日，
假期就是我們這些繁忙都市人最輕鬆，甚至雀躍的時刻，難得休假。不過，近三個月，
每逢假日人們顯得格外緊張。這種難以令人休息的狀態，其實很容易影響港人精神健康。
從基督信仰層面，信徒們需要安息！ 

一講到「安息」，我們習慣聯想到的，可能是安息禮拜。似乎安息一詞所包含的意思，
就是死亡和停止。前者是描述失去生命氣息的身體，後者，卻是指到那人擁有氣息的時
間在某時某刻停下來了。然而，在聖經中我們更常碰到的，應是「安息日」，而非安息禮
拜！ 

創世記第二章中提到，「天地萬物都創造好了。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他創造的工
作就歇了工。他賜福給第七天，聖化那一天為特別的日子；因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創造，
歇工休息」，後來第七天被定為安息日，是聖日。猶太教也好，基督宗教也好，我們的神
沒有親手建立神聖「空間」或聖潔的「地方」，惟有「時間」。神聖也好，聖潔也好，不
在於物質世界中，也不在於行動，而是在於時間，這是其他宗教所沒有的。 

略讀先知書，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上帝的日子－時間，遠比上帝的殿更重要。
先知生活的日子，以色列國和猶大國都處於內憂外患之中，頻繁的戰爭，最終兩國先後
敗亡，人民被擄分散，聖殿被毀。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的後裔－聖民，整個國家消失了，
兩國的子民分散異地。聖殿－被理解為上帝臨在的地方，卻被摧毀。不論是聖民，或是
聖殿，他們的神聖並不是天生具有任何超自然的性質之意思，只是有人為它祈求，上帝
也喜悅而已。 

有別於「聖」民和「聖」殿，安息日的神聖與聖潔，是出於上帝自由地為時間命定
的。上帝將聖潔的時間置於我們的生活中，使人與人，人和事，人與上帝得以建立「關
係」的基礎。例如，聖殿被毀，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亞伯拉罕後裔仍然可以在安息日禱告，
是上帝的時間讓「建立『關係』」成為可能，讓離散的在上帝的時間中合一，互相記念。 

安息日，跟今天教會的主日，或是猶太信仰中其他節期，大有分別。以猶太教為例，
守節期，人們可能要預備無酵餅，羊角號，帳棚等等。基督新教的主日，也有很多禮儀
上的預備，例如聖詩，聖餐，聖道等。不過，安息日的記念方式，卻是沒有禮儀的。安
息的時間是開放給整個上帝創造的世界，享受在上帝的時間中，它讓六天勞動的活物－
當然包括人，在上帝的時間中甦醒、安穩和重新得力。 

安息日是上帝為人而設的，可見「上帝的日子」—時間重於當下的局面－空間。安
息日本身就是上帝送給人的「義」，它的開放性，帶著邀請和款待的含意，讓人得以在時
間中與人建立非物質和沒有條件的真正情誼－在上帝臨在的時間中，人與人，人和世界
平等相交，享受其中。 

安息日就是上帝的神聖時間，是祂留給所有人的禮物，在患難中，在逼迫中，在流
散中，在赤身露體中，人們仍然可以參予及享受上帝的神聖時光－這也是上帝透過時間，
展現祂的義在我們的生活中。在繃緊的日子中，願信徒看重安息日，亦回到上帝的神聖
時間中，重拾無條件的真正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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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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生活不能超越信仰 

每個信徒其實都是憑信心生活的，沒有信心便根本不能生活。因為一個人

的信仰系統決定那人的行爲。從一出生，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一直在設

計和調整我們人生的計劃，想要達成一些目標。但有時候，你那周到的計劃和

崇高的理想，不見得與上帝爲你預備的計劃和目標完全一致。「究竟我怎知所

信的是真的還是有所偏差呢？」其實上帝爲我們預備了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

只要我們的信仰與上帝的真理相合，就能一步步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設立了

一個回應系統。它能引起你的注意，叫你適時反省自己的目標是否正確。那系

統就是你的情緒。當某種經歷或人際關係使你感到忿怒，焦慮，或沮喪，那些

情緒的指標就顯示出，你此刻可能抓著一個錯誤的目標。而這錯誤的目標，正

是建立在錯誤的信仰之上。 

你的行動，人際關係或計劃，若是叫你忿怒，通常是因爲某人或某事阻撓

了你的目標和努力。任何能被無法掌握之外力(除了上帝)阻撓的目標，都不算

是健康的目標。忿怒的感覺應能提醒我們，叫我們反省個人的信仰，和該信仰

帶來的心理目標。你若爲某項工作或人際關係覺得焦慮，或許就是因爲你的目

標不明確。你希望某事發生，但卻無法保證。你能控制部份因素，卻不能全盤

掌握。 

沮喪是一個指標，表示你的目標儘管十分屬靈和崇高，將永遠不能成就。

儘管科學告知大眾人體體內的化學成份不平均也會導致沮喪，但若不是由於物

質的因素，沮喪的確是無盼望的表現。沮喪往往表示你正依戀著一個不可能達

成的目標。那樣的目標就是不健康的。舉一例子，大家當然應該盼望自己的家

人歸主並且爲此而禱告，但家人歸主是你無力也無權控制的事。你卻以此作爲

衡量個人價值的基礎，不好好地恰如其分地以基督徒身份作為別人的朋友、父

母或孩子，因此只會叫旁人愈發不願意追隨基督。沮喪往往表示你正在依戀著

一個不能達成並且不健康的目標。 

有時候，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和隨之而來的沮喪，都是由於人對上帝的錯誤

認識。大衛寫道：「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麽？你掩面不

顧我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詩 13：l，2)上帝

真的忘了大衛嗎？他真的向大衛隱藏嗎？大衛對上帝的觀念錯誤，覺得他已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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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他，他把他交給了仇敵。大衛的錯誤觀念叫他産生錯的目標：不靠上帝的幫

助卻要勝過敵人。難怪他沮喪！ 

但大衛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沒有繼續消沈下去。他評估自己的光景之後終於

明白過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要抓住我對他的認識，而不是我的消極感覺。」

他在沮喪的深坑中寫道：「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第

5 節)然後他決定積極地表明他的心志：「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第 6 節)他決心離開錯誤的觀念和附帶的沮喪，回到盼望的源頭那裏。 

當人的自我價值或成功觀念緊系於某一目標，而這目標又是可能被挫折

的，或不可能的，他將如何對待那些挫折他目標的人呢？常常，他會嘗試操縱

那些隔在他和成功之間的人或環境。人想要控制別人，這事並不難明白因他們

相信個人是否有價值，在乎他能否控制別人和環境。這是錯誤的信。你所遇到

最沒有安全感的人，往往是那些操縱及控制他人的人。這一點便是最好的證

據。至於那些不能控制挫折他目標的因素的人，可能就變得苦毒，忿怒或怨恨。 

成就上帝的目標的秘訣，在於分辨敬虔的目標與希望。分辨兩者之間的差

異是很重要的，因爲那將是成功與失敗，內裏平安或痛苦的成因。所謂敬虔的

目標，就是上帝在你一生中的旨意。你不必依賴任何不能控制的人事或環境，

就能達到那樣的結果。事實上，你能控制誰呢？只有你自己。唯一能使敬虔的

目標受阻撓，不明確或不能實現的人，就是你自己。 

 

思考問題︰ 

1. 作者指出，人對神的計劃的理解與神對信徒生命的計劃之間存在那方面的落

差？(第一段) 

2. 上帝為人預備了一個系統，這系統如何幫助人明白自己遠離了神的目標？

(第一段) 

3. 作者提醒我們偏離神的目標，人往往在人際相處上出現什麼人性的表現？

(第二段) 

4. 詩人大衛在偏望神的目標所作出的禱告，如何幫助我們從回上帝的目標？

(第五段) 

5. 第 6 段的開始提到，當達不到個人目標時很容易會操縱別人來達到個人目

標，因此，他給我們什麼提醒及建議？(第六、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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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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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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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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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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為 W夫婦及 P區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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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感謝主！7月P區年青人參與不同地區的培訓服事，經歷聖靈的工作，不單
屬靈生命成長，團隊服事心智更有明顯成長，培訓期間更有年青人領受宣
教呼召，願主在年青人心中繼續運行，建立天國工人。 

三) 聖靈帶領P區於8月23日-11月30日推動100天接力禁食禱告，共有38位肢體
回應，年齡分別有80歲，78歲，70歲，最小有8歲，其中有9名青少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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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0月新動向︰一)將會增設第一周崇拜獻唱，由W丈夫擔任詩班長及70歲老
弟兄作副班長。二)10月5日為80歲弟兄及78歲妻子舉行金婚立约婚禮，藉
此作福音預工。三)10月26日舉行聖洗禮；成人2位，青年3位，正進行學道
班栽培。 

請以代禱及奉獻支持W家庭、P區事工及同工薪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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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渭（氣胸在院留醫）、蔣美蘭（復康路）、

鄧月鳳（復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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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教會新動向 
8 月份，本堂借出地方舉行 BibleLeague 導師培
訓班，機構宗旨是藉教英文傳福音。本堂肢體執
事也參與當中，了解教材施教方法。請記念本堂
事工計劃及發展，能透過福音工具，祝福新來港
家庭得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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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8日(星期六)徐嘉榮弟兄及梁嘉慧姊妹於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舉行

結婚典禮，頌恩堂各肢體前來共證婚盟，願主賜福一對新人，在主裡彼

此扶持，在基督裡一同成長，建立基督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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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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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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如需要參考的禱文單張，教會印製了小
量，可到招待處領取。 

3.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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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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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成人福音班「創世記」於8/9/19-23/2/20(主日)早上9:30-10:30(共26課)舉行，簡介及報
名表已張貼於報告板，歡迎慕道及初信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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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從宣教看中國教會史】將於10月6日開課，逢主日上午9:30-10:30在E房
舉行，共十堂。導師是張牧師及陳傳道。簡介及報名表已張貼在報告版上，歡迎弟兄
姊妹參加。 

8.  環球聖經公會於10月8日至29日（1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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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羅馬書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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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全職服侍本堂17年的行政幹事蔡嘉華弟兄，將於11月1日榮休，並於10月8日起離
職前清假，教會感謝他忠心事奉，求神帶領他退休後的生活。 

10.  截至201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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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296元，合計結存為3,640,683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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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  
 

一日 124 人 八日 130 人 十五日 128人 
廿二日 118 人 廿九日 1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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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句句精彩 0  
 

046 最好的見面禮 

笑容永遠是最好的見面禮。 

「王的臉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雲時雨。」（箴言十六章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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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 

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4:2) 
 

2019年 10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10 月 5日 跟住回憶去導賞 ― ― 6/10 英文班 

10月 12 日 金句公享 ― 11/10 團契 13/10 查經 

10月 19 日 電影欣賞 ― ― 20/10 英文班 

10月 26 日 見証分享 ― 25/10 團契 27/10 查經 

9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5.5 人 ― 4.5 人 3.5 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10 月 5日 ― 查經 ― 

10月 10 日 ― ― 生日週 

10月 18 日 樂在聖經中 ― ― 

10月 24 日 ― ― 查經 

9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20 人 11人 6人 
 
2019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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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6日 
天堂國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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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3日 
(小) 順服 

(彩) 從哀哭到歡呼 
貝茵姐姐 謝姑娘 

桂芳姨姨 
(助)耀生 

潔麗姨姨 

10月 20日 九龍公園 戶外崇拜 貝茵姐姐 謝姑娘 青少年敬拜隊 各家長 

10月 27日 
(小)上帝永恆不變的家 
(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謝姑娘 寶玲姨姨 
Wing Wing姐姐 

(助)樂欣 
Shirley姨姨 

2019 年兒區全年主題︰跟隨主 作精兵 

10月份兒區會教導兒童認識屬靈全副軍裝，求主幫助導師能講解明白，孩子從中認識軍裝的意義，並在

生活中實踐信仰。 

10月 13日(主日)兒區將會參與成人崇拜之奉獻獻詩，詩歌︰「普通的人」從小學習甘心奉獻給主的小

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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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周六崇拜 

日期 10月 5 日 10月 12日 10月 19日 10 月 26 日 

主禮 陳德權 張鍾華 陳德權 謝詠雯 

講員 任志強 謝詠雯 張鍾華 陳德權 

敬拜 MMO 王浩翔 王浩瀚 馮威霖 

點燭 王浩瀚 王浩翔 林海雯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王鵬忠 林海雯 鄭麗華 

插花 梁潔精 吳宇曦 吳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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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時代論壇社長  聖餐崇拜  

 

2019年 10月主日崇拜 

主日 10月 6 日 10月 13日 10月 20日 10 月 27 日 

節期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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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舊約 哈 1：1-4；2：1-4 

聖
樂
主
日 

創 32：22-30 啟 14：6-7 

書信 提後 1：1-14 提後 3：14-4：5 羅 3：19-28 

福音 路 17：1-10 路 18：1-8 約 8：31-36 

聖詩 

頌主 227 

頌主 419 

頌主 483 

頌主 295 

頌主 212 

頌主 387 

頌主 359 

頌主 262,263 

頌主 404 

頌主 195 

頌主 376 

頌主 292 

頌主 427 

主禮 陳德權 張鍾華 朱泰和 陳德權 

講員 任志強 朱泰和 朱源和 羅文燦 

襄禮 范澤祺 邱萬慧、何偉清 韋四順 徐嘉榮 

讀經 梁家碧 ― 劉家麟 林潔冰 

入壇前詞 何漸文家庭 陳志樑家庭 宋天民家庭 李偉賢家庭 

司琴 鍾敬兒 張敬軒 鍾敬兒 王浩翔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梁正國 梁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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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棣華 李偉賢、梁家碧 陳志樑、呂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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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講員；時代論壇社長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姊妹團 

(傳播主日) 

(聖樂主日) 

講員；生命使者團長 

聖餐崇拜 

(健康主日) 

講員；本堂前顧問牧師 

(復原日) 

 

敬請注意：各部負責人如未能按以上編排出席，務請通知張牧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