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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重拾 

林慶榮長老 

引言 

最近社會上充滿了緊張與哀愁的氣氛，許多人的心靈狀態都出現前

所未有的低沉，即使作為主的信徒的我們亦無法脫離這氛圍，有信徒以

心靈低沉至無法在崇拜中唱詩讚美 神，這是既真實卻又是可悲的實

況。

崇拜— 神與祂的子民相會。 

在這樣的相會裡， 神向祂的子民顯明祂的同在，屬

祂的民以頌讚感謝回應。這樣的敬拜使敬拜者被引領到 

神面前，親近那位賜生命和使生命有意義的主。從敬拜

而與 神相會的經歷裡，敬拜者得著能力，剛強壯膽，

在這罪惡和墮落的世代，過著有指望的生活。～韋伯

（ ）

「崇拜是 神與祂子民相遇」這話實在是一個極好的提醒！人在敬

韋伯，《崇拜：認古識今》， ，香港：宣道出版社， 年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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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中能昇華心靈至另一真實的屬靈空間，能脫離現世的迷惑與紛擾，在

與眾聖徒一同敬拜中，既能預嘗永世的滋味，又在群體敬拜中覺察在世

間不再是孤單獨行，在彼此相愛裡對身份的重新肯定，在基督裡被揀選

的事實是無法被動搖的。若我們因失卻焦點而至忘了敬拜，又豈能不在 

神恩中失落呢？

Ａ）因著信看見 

在教會歷史裡的崇拜發展，各地教會在崇拜儀式和行事風格上的不

同，是反映出當地文化色彩，但當中的相同是以基督為敬拜的焦點，聖

道與聖禮兩大禮儀都是環繞基督而有，讓崇拜中重現基督的事蹟。宣揚

聖道是要叫人藉著 神話語想起並與基督連結，因保羅曾提醒我們：「可

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施行聖

禮（擘餅）亦是是叫人回憶耶穌同在的一個方法，因為基督是如此被認

出來。（參路 ）不論是聖道或聖禮都是點燃信徒的信心，因著

信，藉著可見的讓人看見不能看見的主。

誠如我們宣稱在「主日」而不是稱在星期日敬拜。學者發現「主

（ ）」這個字在頭兩個世紀（特別是第二世紀）的文獻常用於兩

種情況。一種是用來指主日，另一種是用來指羅馬的中央王權制度。當

羅馬君王逼迫信徒的時候，約翰刻意使用「主日」，為要提醒信徒誰才

是真正的主。在第一世紀的羅馬帝國，特別是小亞細亞和埃及，每月的

第一天被稱為「王日」，因此可能當外族人慶祝「王日」的時候，基督

徒就慶祝「主日」，表達耶穌基督是王，又是萬有的主宰。3故此在主日

中敬拜，是包含著以信心認信—無論世上的患難是如何肆虐，耶穌基督

才是真正的掌權者！信徒在主日同心敬拜，是以行動宣告耶穌基督是真

韋伯，《崇拜：認古識今》， ，香港：宣道出版社， 年 月初版。

鮑維均，《從記念神恩到重整現實—聖經節期的神學反思》， ， 年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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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掌權者，祂是惟一配受敬拜的主！ 

在崇拜中的敬拜與團契唱詩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崇拜中的唱詩是

讓我們重新認信祂為創造主與救贖主的事實。因祂是創造主，是祂用權

能的命令托著萬有，祂才是真正的掌權者；因祂是救贖主，祂有絕對的

拯救能力，祂是愛我，為我捨己，惟有祂才是我們真實的倚靠者。當我

們以信心來敬拜，我們才能看清祂是創造主與救贖主的事實，並活在另

一現實裡，誠如主耶穌所言：「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

的榮耀嗎？」（約 ）

在威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說：「人生主要的目的，就是榮耀 神，

永遠以祂為樂。」在舊約聖經，「榮耀」意為 ， ，也就是

說「有分量」，合於中文「重視」的意思。故中文譯為「敬拜」，以敬為

重，是無可改易的。要敬拜 神，必須對 神重視，認為祂是配得敬拜

的。聖經首次出現「敬拜」這字是在亞伯拉罕獻以撒這事上（創 ），

正正把上述的意思活現出來，因為 神是配得的，祂是當居首位；不僅

是言語，更是用信心伴隨行動。今天有甚麼事情攔阻我們敬拜呢？有甚

麼是我們放不下呢？ 

Ｂ）因著愛回應 

基督徒的崇拜是人藉自己的信心，對 神在耶穌基督身

上親身啟示所作之愛的回應。（ ）

在摩西五經裡， 神啟示節期是要人從歷史裡回憶 神的拯救之恩，

而節期剛好是收割的日子，並吩咐人要獻上初熟與頭生，以甘心奉獻回

應 神的愛，亦要人在節期中幫助缺乏者，毋忘自己曾在埃及為奴，因

著祂的拯救而成為自由人，故要藉著施予而重溫並感謝 神恩眷。節期

亦提醒所有人在 神面前都是無有的蒙恩者，能奉獻收成是恩典的緣故，

黃佑新，《教會音樂與崇拜》，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年 月再版。



 

因 神賜予土地能耕種，又因 神按時供應雨水才能有豐收，人豈可有

自誇的餘地呢？人若明白 神的愛，豈能不謙卑俯伏來敬拜祂呢？要謹

記能奉獻與施予是恩典的記號而已，人不過把從祂而得之物奉獻給祂而

已！

對 神愛的回應除了是敬拜的要素，亦是人不住蒙恩的因由。或許

世界給與我們是挫敗重重，教人灰心喪志，可是在回憶與重溫祂的愛，

藉著敬拜提升心靈脫離這世界的牢籠，在那世界裡與 神相遇，在敬拜

裡感謝被 神眷佑與看顧。或許當下是舉步唯艱，可是在敬拜中知曉祂

從不缺席，在愛中與 神同行正給與我們存活的勇氣，使人心得滋潤，

不容這世界苦毒侵蝕我們的心魂！尤其敬拜中的講道，不是為了加增我

們的知識，而是要讓我們對愛我們的主有正確的回應！誠如斯托德

（ ）所言：「 神的話與敬拜彼此無法分割。所有敬拜

是對 神之啟示的智慧與慈愛的回應，因為這是讚揚祂的名。因此蒙悅

納的敬拜不可能沒有講道。講道是讓人認識主的名，敬拜則是因世人認

識主而發出讚美。」

在崇拜裡的服事亦是愛的回應。服事若被視為一種工作與責任，缺

乏愛的元素在其中，則會以一種冰冷而機械化的形式出現，帶來破滅性

的影響，許多人會對崇拜作出諸多批評，如詩歌問題，可是問題在哪裡

呢？誠如陳康所言：「今天許多信徒不喜歡傳統聖詩，主要原因不是因

為詩歌本身出現甚麼問題，而是……被司琴彈死了——錯音連篇加上錯
誤的速度和演繹；被領詩領死了——領詩本人也不太熟悉，帶領時死氣
沉沉；被會眾唱死了——完全不留心及了無生命之唸口簧頌唱；被編崇
拜者編死了——所選詩歌與崇拜內容毫無關係。」 並且人忘了「真正
的讚美不是建基於詩歌，乃是發自內心對 神的讚嘆。真正的讚美不是

麥約翰，《真實的敬拜）， ，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 年 月初版一刷。

陳康，《崇拜多面體》， ，香港：基道出版社， 年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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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人的喜好，乃是源自內心對 神的喜悅。真正的讚美讓我們學懂怎

樣去賞悅 神的真、善、美。真正的讚美讓我們更深體會 神的大愛。」

～路益師（ ）今天你我參與崇拜中，是否有調校好自己的內

心呢？對 神是否有愛的回應呢？甚至有人以崇拜中的司事接待亦應

是愛的回應。「熱誠款待的生命始於崇拜，源自對 神的恩惠與慷慨的

認知。首先，熱誠款待不是職責，而是因為 神愛和接納我們，我們就

以愛和感激來回應。」～波爾（ ） 當下一次是你擔任

款待時，你會如何展示對主愛的回應呢？

Ｃ）因著望喜樂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効力，田地不

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

我的 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

我穩行在高處。」（哈 ）

先知哈巴谷從 神那裡得知猶大將要滅亡，這是何等的噩耗，可是

在文末中卻展示出喜樂與盼望。因先知在守望樓上與 神相遇，得著「義

人必因信得生」的信息，雖四周的環境不理想，甚至人看到的只有絕望，

可是擁有 神應許的先知，卻因持定 神而生出盼望，並且他心裡湧現

前文未見的喜樂。這正正是敬拜的正面效果。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

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

的救恩。」（彼前 ）

今天崇拜中雖未能親眼看見基督，卻因信祂，深知祂在我們同心敬

陳康，《崇拜多面體》， ，香港：基道出版社， 年月初版。

朗格，《超越崇拜戰爭—活力教會崇拜更新的九大特色》， ，天道書樓， 年 月第二

次印刷。



 

拜裡臨格在其中。唱詩不是對著空氣，而是向著永活的基督所獻呈的心

聲；聽道不是接受講員個人的意見，而是聆聽永活的基督藉祂僕人使女

傳講永活的道（當然作為講員必須認真等候與預備信息，而不是拼湊講

章），並且在安靜沉思中再次奉獻自己並矢志行道；獻上金錢是深信永

活的基督使這卑微的金錢，在 神國度裡能成為他人的祝福。這一切都

是帶著盼望而作，是叫人的心靈重新被激勵！因「崇拜是一個令生命改

變，更明白 神心意的歷程，帶來敢於回應 神的召命的抉擇。」（陳

康）

總結 

我們週復週參與崇拜，可是能否受用敬拜帶來的恩典呢？這題目

還有許多要談論，要深度研究的地方，願藉這小文引發我們重新思量，

以信、以愛、以望重拾敬拜帶來的祝福與恩典。在未來「崇拜更新小組」

會安排與推動會眾對崇拜的認知與參與，願弟兄姊妹同心在敬拜上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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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著盼望而作，是叫人的心靈重新被激勵！因「崇拜是一個令生命改

變，更明白 神心意的歷程，帶來敢於回應 神的召命的抉擇。」（陳

康）

總結 

我們週復週參與崇拜，可是能否受用敬拜帶來的恩典呢？這題目

還有許多要談論，要深度研究的地方，願藉這小文引發我們重新思量，

以信、以愛、以望重拾敬拜帶來的祝福與恩典。在未來「崇拜更新小組」

會安排與推動會眾對崇拜的認知與參與，願弟兄姊妹同心在敬拜上進

步。

 

  

陳康，《崇拜多面體》， ，香港：基道出版社， 年月初版。

 

 

 青少年事工小組於年初成立，目標是檢討教會的青少年福音及牧

養工作，為堂會提供建議，期望事工能更有效發展。有見於一般青少年

(中學至大專生)未能適應大堂崇拜，聯堂決議開展青少年崇拜。 

目標 

 凝聚青少年及信二代，設立一個適切他們需要的主日崇拜，讓他們
重視敬拜。

 引導青少年在崇拜中積極參與，負責主領詩歌敬拜，學習承擔，在
服事中成長。

 讓青少年的生命得著激勵，實踐信仰。
 提供一個朋輩互動交誼的平台，讓青少年在主裡團契相交，並吸納
新朋友。

試行階段 

於 年 月至 年 月展開試行階段，每逢第四個主日舉辦一

次聯合崇拜，加強音樂敬拜環節，信息以貼近生活與激勵信仰成長為主，

目前已有紅磡、牛頭角、翠屏、沙田、九龍灣、石硤尾六間堂會參加。

地點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創紀之城三期 室

牛頭角港鐵站 出口



 

程序 

事奉人員祈禱會，凝聚屬靈氣氛，接待來賓 

招聚/交誼活動 

敬拜讚美(敬拜隊) 

證道 

回應詩歌、奉獻、報告 

小組分享/交誼活動 

財政 

聯堂撥備 萬元支持今次事工，並呼籲各堂會為事工奉獻。

於每次聚會中傳遞奉獻袋，鼓勵青少年學習奉獻。

牧養及守望聚會者 

教牧

本事工小組成員

各堂青少年事工導師

 
敬拜事奉訓練課程 

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敬拜和事奉觀念，學習組織敬拜隊的技巧

及裝備。 

日期： 至 星期六

時間：

地點：九龍灣堂

對象：樂手、主席、領唱、有心學習敬拜者



 

程序 

事奉人員祈禱會，凝聚屬靈氣氛，接待來賓 

招聚/交誼活動 

敬拜讚美(敬拜隊) 

證道 

回應詩歌、奉獻、報告 

小組分享/交誼活動 

財政 

聯堂撥備 萬元支持今次事工，並呼籲各堂會為事工奉獻。

於每次聚會中傳遞奉獻袋，鼓勵青少年學習奉獻。

牧養及守望聚會者 

教牧

本事工小組成員

各堂青少年事工導師

 
敬拜事奉訓練課程 

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敬拜和事奉觀念，學習組織敬拜隊的技巧

及裝備。 

日期： 至 星期六

時間：

地點：九龍灣堂

對象：樂手、主席、領唱、有心學習敬拜者

 

課程大綱及講員 

日期 題目 內容

敬拜者．敬拜隊

呂兆樑傳道

聖經觀念：領敬拜者的心態

實用技巧：如何組織敬拜隊

敬拜心、流程與選曲

呂兆樑傳道

聖經觀念：從聖經看敬拜的重要

實用技巧：敬拜流程與選曲

追求美妙的樂章

伍家豪先生

聖經觀念：敬拜者的屬靈追求

實用技巧：音樂編制

和而不同

鄭銘心先生

聖經觀念：敬拜者的合一

實用技巧：樂手與領唱訓練與交流

呂兆樑傳道(音樂牧人：培訓樂隊、編曲製作，道學碩士) 

伍家豪先生(音樂人：建道神學院敬拜課程講師、浸大基督徒樂隊教練、 

浸大音樂碩士，主修合唱指揮) 

鄭銘心先生(音樂人：建道神學院敬拜課程講師、教大基督徒樂隊副教練、 

教大音樂學士，主修爵士鋼琴) 

檢討 

於 月作初步檢討，了解青少年的反應。明年初派發問卷，蒐集

青少年、家長、導師、教牧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如各方反應正面，青

少年崇拜正式開始。 

小組成員 

召集人 ：梁廣煒長老 翠屏堂、謝杰華長老 九龍灣堂、

 馮炳基執事 翠屏堂

邀請講員 ：梁國強先生 翠屏堂、陳家駿先生 九龍灣堂

聖樂及敬拜 ：雷露珊姑娘 深水埗堂、鄭健川弟兄 逸東堂

場地統籌 財政 ：馬振全弟兄 牛頭角堂

行政支援 ：鄧思維弟兄 九龍灣堂、廖紫君姊妹 九龍灣堂

網絡與宣傳 ：蕭書惠姊妺 牛頭角堂、李健壕弟兄 大埔堂、

謝世傑執事 大埔堂

外界資源 ：馮炳林執事 牛頭角堂

  



 

 
 

 
 

 
  

消息及代禱 

1. 本年度的聯堂培靈會定於 8-9/11(五、六)
假沙田基督書院舉行，聚會時間分別為晚

上 7:30及 7:00，主題為「『升呢』人生」，
講員為倫思學牧師，請肢體踴躍出席。 

2. 2020年 1月 5日舉行「第 56周年聯堂感
恩聚會」，地點為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請肢體留意。 

3. 感謝神帶領沙田堂劉安傑弟兄於 11月上任堂會福音幹事，請記念弟
兄的適應，能與肢體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4. 經主任傳道交通後，有翠屏堂楊偉山弟兄及張欣欣姊妹被堂會推薦
承擔執事一職，諮詢期至 11月底，肢體如有任何疑問，可直接聯絡
堂會傳道或長執會主席。 

 
 

堂會 工作範圍 申請資格 

紅磡堂 

 策劃及推動教會福音事工 
 協助青少年事工 
 跟進福音對象 
 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有傳福音及栽培心志 
 曾受佈道訓練或相關
經驗 

 能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上任後須於本堂聚會 

✽有意肢體請將履歷電郵至聯堂郵箱，有關資料只供招聘用。  



 

 
 

 
 

 
  

消息及代禱 

1. 本年度的聯堂培靈會定於 8-9/11(五、六)
假沙田基督書院舉行，聚會時間分別為晚

上 7:30及 7:00，主題為「『升呢』人生」，
講員為倫思學牧師，請肢體踴躍出席。 

2. 2020年 1月 5日舉行「第 56周年聯堂感
恩聚會」，地點為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請肢體留意。 

3. 感謝神帶領沙田堂劉安傑弟兄於 11月上任堂會福音幹事，請記念弟
兄的適應，能與肢體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4. 經主任傳道交通後，有翠屏堂楊偉山弟兄及張欣欣姊妹被堂會推薦
承擔執事一職，諮詢期至 11月底，肢體如有任何疑問，可直接聯絡
堂會傳道或長執會主席。 

 
 

堂會 工作範圍 申請資格 

紅磡堂 

 策劃及推動教會福音事工 
 協助青少年事工 
 跟進福音對象 
 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有傳福音及栽培心志 
 曾受佈道訓練或相關
經驗 

 能處理日常文書工作 
 上任後須於本堂聚會 

✽有意肢體請將履歷電郵至聯堂郵箱，有關資料只供招聘用。  

 

 
 

 

消息及代禱 

1. 3/11懇親主日，9:00am在教會擘餅，10:45-2:30pm在黃埔 Club One
有武術表演、信息分享及午宴。 

2. 11月份的星期三祈禱會將改至星期日崇拜內舉行。 
3. 求神為堂會預備合適的牧者及福音幹事，一同建立神的家。 
4. 由 2020年開始，以西結團契王昆弟兄將成為長執會教會同工，願神
悅納弟兄的擺上。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

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65 16 164 32 25 2 

團契

聚會 
長青 大衛 安得烈 以西結 以撒 腓利 所羅門 GIFTeam 和散那 拿細耳 利百加 

21 12 17 -- 4 4 -- -- 8 6 37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3/11 何子雄先生 胡偉光 鄧思恆 李國慶、袁淑美、黃婉晴

10/11 李錦彬牧師 梁衛存 鄧思恆 陳振雄、關惠儀、陳愛蘭

17/11 鍾志球先生 鍾浩鳴 馮潔嘉 謝王育、鍾麗紅、陸景芬

24/11 賴瑞娟姑娘 袁容滿 余詩敏 楊兆霖、李穎雯、陳雪珊

 



 

 
 

 

 

消息及代禱 

1. 11月 3日崇拜後有小組分享，讓大家分享聽道提醒與生活需要。 
2. 11月 10日為月禱會(代替 13/11週三的祈禱會)，主題：青苗事工，
願大家都為事工的拓展禱告。 

3. 11月 17日為事奉主日，午膳至三時，之後舉行事奉人員加油站，
分享事奉與生活，誠邀事奉人員出席。 

4. 11月 24日為宣教主日，講員為高淑芬宣教士。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9 10 95 20 55 -- 

團契聚會 
以便以謝 非拉鐵非 保羅 以利沙 伯利恆小組 提摩太小組 週三查經 

18 22 5 13 3 8 7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雷露珊姑娘 李逸榮 李詩蔓 陳少珠、許冬蘭

10/11 譚志超博士 麥嘉俊 黃秀娟 徐芝群、賀永堅

17/11 林慶榮長老 羅知行 康慧敏 黃錦輝、劉希璇

24/11 高淑芬宣教士 高永健 黎可欣 黃國明、劉冠華

 
  



 

 
 

 

 

消息及代禱 

1. 11月 3日崇拜後有小組分享，讓大家分享聽道提醒與生活需要。 
2. 11月 10日為月禱會(代替 13/11週三的祈禱會)，主題：青苗事工，
願大家都為事工的拓展禱告。 

3. 11月 17日為事奉主日，午膳至三時，之後舉行事奉人員加油站，
分享事奉與生活，誠邀事奉人員出席。 

4. 11月 24日為宣教主日，講員為高淑芬宣教士。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9 10 95 20 55 -- 

團契聚會 
以便以謝 非拉鐵非 保羅 以利沙 伯利恆小組 提摩太小組 週三查經 

18 22 5 13 3 8 7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雷露珊姑娘 李逸榮 李詩蔓 陳少珠、許冬蘭

10/11 譚志超博士 麥嘉俊 黃秀娟 徐芝群、賀永堅

17/11 林慶榮長老 羅知行 康慧敏 黃錦輝、劉希璇

24/11 高淑芬宣教士 高永健 黎可欣 黃國明、劉冠華

 
  

 

消息及代禱

1. 記念弟兄姊妹實踐「樂人群」，與人(信徒與非信徒)建立關係，活出
信仰。 

2. 24/11為相交主日，講員：黃梅英傳道，願神話語引導並更新我們的
相交生活。 

3. 15/12為「福音主日」，講員：陳偉成傳道，請踴躍邀請未信家人、
親友參加，願家人親友早日聽聞福音，早日歸信耶穌。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17 5 65 13 5 -- 

團契聚會 
路加 尼西 伯特利小組 約書亞 

6 15 5 --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周素芬姑娘 吳家樹 林寶燕 冼卓謙、謝曉恩 

10/11 賴瑞娟姑娘 徐啟裕 方  娜 曾慶龍、王慧詩 

17/11 梁國強先生 冼偉奇 林寶燕 林冠廷、林耀紅 

24/11 黃梅英傳道 吳揚滔 朱寶瑤 段國豪、許少雄 

 



 

消息及代禱 

1. 3/11(日)有月首祈禱會，請記念 8-9/11「升呢人生」培靈會及 10/11敬
拜者相交會。 

2. 17/11有崇拜小組祈禱會，請預留時間參加。 
3. 24/11有哈拿小組聚會。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23 4 77 11 19 1 

團契聚會 哈拿小組 約翰 波阿斯 基利心 青少年小組 
11 14 11 11 --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葉國麟先生 陳元輝 余德勤 莫展球、黃惠蘭

10/11 雷靜儀姑娘 蔡德俊 嚴嘉文 林捷信、黃燕群

17/11 林日昇牧師 蔡銳剛 余德勤 李浩榮、朱素梅

24/11 周素芬姑娘 袁容輝 范樂欣 吳月娥、王廣珍



 

消息及代禱 

1. 3/11(日)有月首祈禱會，請記念 8-9/11「升呢人生」培靈會及 10/11敬
拜者相交會。 

2. 17/11有崇拜小組祈禱會，請預留時間參加。 
3. 24/11有哈拿小組聚會。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23 4 77 11 19 1 

團契聚會 哈拿小組 約翰 波阿斯 基利心 青少年小組 
11 14 11 11 --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葉國麟先生 陳元輝 余德勤 莫展球、黃惠蘭

10/11 雷靜儀姑娘 蔡德俊 嚴嘉文 林捷信、黃燕群

17/11 林日昇牧師 蔡銳剛 余德勤 李浩榮、朱素梅

24/11 周素芬姑娘 袁容輝 范樂欣 吳月娥、王廣珍

 

 

消息及代禱

1. 24/11關懷主日，講員：馮啟榮牧師，願神使用信息讓弟兄姊妹實
踐關懷，愛肢體及鄰舍。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福音班 
64 37 186 17 48 13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 以馬內利小組 
8 14 13 4 18 12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3/11 鍾志球先生 黎國泰 周燕如 黃民浩、游振琼、戴璟欣、王翠霞、李笑麗、岑翠賢

10/11 關惠如姑娘 林創銳 陳惠珠 黃偉揚、陳美倫、袁宏智、蔡禧恩、張詠思、黃雅麗

17/11 陳帶娣姑娘 蔡文偉 周燕如 劉耀輝、何美齊、余得米、鄭佩琪、樊夢薇、曾秀蓮

24/11 馮啟榮牧師 黃偉雄 袁宏毅 莫瑋謙、楊 萍、王麗琼、劉懿嫻、袁宏獻、劉志敏 



 

消息及代禱

1. 11月 10日下午 2:15家長講座，講員：楊榮添先生，講題：我們不
是豬隊友，因為天生我才必有用。(內容主要教導家長們在管教子女
時如何控制情緒，並如何幫助培養孩子不同才幹。) 

2. 11月 17日差傳主日，講員：陳彩瓊姑娘。 
3. 11月 24日崇拜後有肢體交通會，請弟兄姊妹備心出席。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48 9 103 34 28 

團契聚會 
亞伯拉罕小組 提多 司提反 摩西 約瑟 以斯拉 加百列 翱翔小組 

10 14 6 12 5 -- 6 7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賴瑞娟姑娘 邵宇清 羅肇恩 黃松英、劉慧儀、陳美燕、劉安琪 

10/11 梁國強先生 王瑞坤 劉穎明 黃松英、張羨路、徐少娟、何嘉華 

17/11 陳彩瓊姑娘 陳龍達 郭伊莉 梁少梅、呂盈盈、蔡曉欣、吳予津 

24/11 戴志遠先生 張建明 劉穎明 黃松英、李麗珊、陳炳堂、周文聰 
 



 

消息及代禱

1. 11月 10日下午 2:15家長講座，講員：楊榮添先生，講題：我們不
是豬隊友，因為天生我才必有用。(內容主要教導家長們在管教子女
時如何控制情緒，並如何幫助培養孩子不同才幹。) 

2. 11月 17日差傳主日，講員：陳彩瓊姑娘。 
3. 11月 24日崇拜後有肢體交通會，請弟兄姊妹備心出席。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48 9 103 34 28 

團契聚會 
亞伯拉罕小組 提多 司提反 摩西 約瑟 以斯拉 加百列 翱翔小組 

10 14 6 12 5 -- 6 7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賴瑞娟姑娘 邵宇清 羅肇恩 黃松英、劉慧儀、陳美燕、劉安琪 

10/11 梁國強先生 王瑞坤 劉穎明 黃松英、張羨路、徐少娟、何嘉華 

17/11 陳彩瓊姑娘 陳龍達 郭伊莉 梁少梅、呂盈盈、蔡曉欣、吳予津 

24/11 戴志遠先生 張建明 劉穎明 黃松英、李麗珊、陳炳堂、周文聰 
 

 

 

 

消息及代禱 

1. 17/11(日)差傳祈禱會～穆宣，請關心宣教的肢體出席了解和代禱。 
2. 原定 20/10(日)下午舉行的「跨文化～猶宣體驗」改期為 8/12(日)，
請肢體留意，並踴躍報名。 

3. 1/12為「佈道主日」，請肢體備心出席。 
4. 約珥團契於 16/11(六)下午 3:00舉行「第 11屆感恩會」，歡迎肢體
出席，同頌主恩！ 

5. 但以理團契於 1/12(日)晚上 6:00-9:00舉行懇親聚會「滋味人生」，
地點為會所 1號水中天，請記念聚會能順利舉行，並家長們願意出
席，得著永生真福。 

6. 多加團契梁穎峰弟兄、呂佩儀姊妹定於 23/11(六)下午 2:30假沙田神
召會舉行婚禮，誠邀肢體出席，共證婚盟。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2 11 106 20 41 2 

團契聚會 
雅各 路得 但以理 巴拿巴 多加 約珥 拿但業 男士小組 撒母耳小組 

8 21 9 4 9 3 9 9 4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戴志遠先生 高作雄 張文珊 林文鍵、廖利雯

10/11 黃鴻權先生 劉安傑 梁恩能 梁慶錦、曾寶兒

17/11 梁美心博士 溫健輝 鍾詠珊 陳寶慧、黎嘉欣

24/11 雷靜儀姑娘 王宗川 梁淑恒 歐子敬、顏青敏



 

 

 

 

消息及代禱 

1. 3/11(日)屯門堂 18周年堂慶感恩會，主題：「我要看見」。當日 10:00am
擘餅，11:00am感恩崇拜，願主得著最高榮耀，請弟兄姊妹備心出
席。當天主日學及查經班暫停一次。 

2. 2020年內地體驗團(30/7-5/8)現正接受報名，詳情及報名表請參閱差
傳部壁報板，截止報名日期：8/12。 

3. 福樂團的陳慧嬌姊妹(米該雅團契吳霈琳的祖母)於 2/10早上安息主
懷，29/10(二)晚上 7:00於九龍殯儀館 302光耀堂舉行安息禮，翌日
早上 10:30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和記念家人的心情。 

4. 福樂團的陳長葵姊妹(非尼哈團契吳子俊的祖母)於 5/10凌晨安息主
懷，30/10(三) 晚上 7:00於九龍殯儀館 302光耀堂舉行安息禮，翌
日早上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和記念家人的心情。 

5. 何玉琼女士(米該雅團契關靜稜的祖母)於 13/10安息主懷，喪禮定
於 25/10(五)下午 5:00在紅磡寰宇殯儀館一樓寰慧堂舉行，請記念
家人心情。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成人查經班 福音班 
73 75 158 56 41 14 -- 

團契聚會 福樂團 非尼哈 哥轄 米該雅 青苗小組 
15 18 21 16 35 



 

 

 

 

消息及代禱 

1. 3/11(日)屯門堂 18周年堂慶感恩會，主題：「我要看見」。當日 10:00am
擘餅，11:00am感恩崇拜，願主得著最高榮耀，請弟兄姊妹備心出
席。當天主日學及查經班暫停一次。 

2. 2020年內地體驗團(30/7-5/8)現正接受報名，詳情及報名表請參閱差
傳部壁報板，截止報名日期：8/12。 

3. 福樂團的陳慧嬌姊妹(米該雅團契吳霈琳的祖母)於 2/10早上安息主
懷，29/10(二)晚上 7:00於九龍殯儀館 302光耀堂舉行安息禮，翌日
早上 10:30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和記念家人的心情。 

4. 福樂團的陳長葵姊妹(非尼哈團契吳子俊的祖母)於 5/10凌晨安息主
懷，30/10(三) 晚上 7:00於九龍殯儀館 302光耀堂舉行安息禮，翌
日早上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和記念家人的心情。 

5. 何玉琼女士(米該雅團契關靜稜的祖母)於 13/10安息主懷，喪禮定
於 25/10(五)下午 5:00在紅磡寰宇殯儀館一樓寰慧堂舉行，請記念
家人心情。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成人查經班 福音班 
73 75 158 56 41 14 -- 

團契聚會 福樂團 非尼哈 哥轄 米該雅 青苗小組 
15 18 21 16 35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關惠如姑娘 鄭瑞邦先生 李戀欣 莊嘉城、吳佩琳

10/11 張信言先生 黃海彬 羅卓殷 聶子聰、黃芷君

17/11 鄭瑞邦先生 洪瑞昌 林嘉雯 李秉禧、顏曉琪

24/11 李文耀牧師 陳均彤 曾憲偉 李葶欣、徐宇威
 

  



 

 

 

消息及代禱 

1. 3, 10, 24/11(日)下午 1:30-3:00分別舉行冬宣前訓練：笑療操、福音
魔術及健康知識與手繩製作，鼓勵會眾參與，及為 12月佈道月的安
排及場地申請祈禱。 

2. 17/11(日)崇拜後舉行新朋友簡介會及愛筵，主要歡迎新朋友參與。 
3. 挪亞小組於 6/11(三)早上 10:00於房協長者中心舉行「新耆家居」導
賞團聚會。 

4. 少年小組於 24/11(日)10:30am-1:00pm假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觀塘道 370號創紀之城三期 6樓 602-603室)參加合堂青少年崇拜。 

5. 盧樂琳姊妹的預產期為 12月，求主保守她及 BB健康成長。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尋道坊 
34 32 88 21 13 1 

團契聚會 
挪亞小組 彼得 加略 以勒 沙龍 雅比斯 姊妹小組 少年小組 

5 13 10 5 10 7 6 5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許桂華姑娘 黃炳霖 饒皓蓉 洪婉娣、鄭德智 

10/11 廖紫君姑娘 楊約瑟 潘詠恩 潘諾施、雷詩敏 

17/11 陳家駿先生 鄭志康 饒皓蓉 林樹玉、廖嘉豪 

24/11 鄺國雄先生 劉曙明 潘頌詩 蘇子恩、羅惠貞 



 

 

 

消息及代禱 

1. 3, 10, 24/11(日)下午 1:30-3:00分別舉行冬宣前訓練：笑療操、福音
魔術及健康知識與手繩製作，鼓勵會眾參與，及為 12月佈道月的安
排及場地申請祈禱。 

2. 17/11(日)崇拜後舉行新朋友簡介會及愛筵，主要歡迎新朋友參與。 
3. 挪亞小組於 6/11(三)早上 10:00於房協長者中心舉行「新耆家居」導
賞團聚會。 

4. 少年小組於 24/11(日)10:30am-1:00pm假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觀塘道 370號創紀之城三期 6樓 602-603室)參加合堂青少年崇拜。 

5. 盧樂琳姊妹的預產期為 12月，求主保守她及 BB健康成長。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尋道坊 
34 32 88 21 13 1 

團契聚會 
挪亞小組 彼得 加略 以勒 沙龍 雅比斯 姊妹小組 少年小組 

5 13 10 5 10 7 6 5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許桂華姑娘 黃炳霖 饒皓蓉 洪婉娣、鄭德智 

10/11 廖紫君姑娘 楊約瑟 潘詠恩 潘諾施、雷詩敏 

17/11 陳家駿先生 鄭志康 饒皓蓉 林樹玉、廖嘉豪 

24/11 鄺國雄先生 劉曙明 潘頌詩 蘇子恩、羅惠貞 

 

 

 

消息及代禱 

1. 11月 3日為「戶外崇拜交誼日」，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衛理園，
時間：早上 10:00-下午 4:30，請記念籌備及天氣。 

2. 11月 20日(三)晚上 8:00-9:00為「週三祈禱會」，請肢體踴躍參加，
同心禱告、守望。 

3. 11月 24日為感恩主日，會後有崇拜分組及愛筵。當日崇拜提前於早
上 10:30開始，主日學、信仰研討班及常青小組暫停一次，請肢體
留意。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37 35 100 15 35 6 

團契聚會 
耶利米 米沙利 婦女查經班 尼希米小組 常青小組 信實活力小組 

23 33 8 -- 5 13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趙雁婷姑娘 區天勤 李淑嫻 -- 

10/11 林慶榮長老 梁鋕權 林嘉文 何俊鋒、張淑棻 

17/11 梁秀霞姑娘 黃子翔 羅影儀 陳佳樂、高佩詩 

24/11 史李逢秀傳道 余耀森 王思婷 譚伊婷、賴彥霖 
  



 

 

 

 

 

 

 

消息及代禱 

1. 「無懼寒冬」聚會將於 2/11(六)3:00-5:30pm舉行，講員：宋軍博士，
鼓勵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2. 10/11主日學時段有「受浸肢體交通會」，當日福音班及主日學暫停
一次，請各受浸肢體預留時間，一同為教會守望。 

3. 17/11差傳主日，講員：胡麗萍教士，信息後有分組祈禱，請備心
出席。 

4. 1/12讀經主日，講員：譚志超博士，信息後有分組祈禱及愛筵，請
各肢體預留時間參加。 

5. 馬提亞團契李雪玲姊妹和嚴永和弟兄將於 17/11(日)下午 3:30假播
道會恩福堂舉行婚禮，請為婚禮及婚後新生活的適應禱告。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主日學 兒童聚會 福音班 
19 12 59 12 7 2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1 6 8 6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李健壕先生 周錦明 張映瀅 楊國榮、莫梓侖、潘韻而、宋宇琦、吳德美 

10/11 劉麗梅姑娘 梁思昊 梁思進 周詠琳、張 俊、郭瑞琳、張育琪、莫悅琼 

17/11 胡麗萍教士 吳卓寧 梁英儀 陳 琳、歐展翱、宋宇琦、張慧欣、劉詠珊 

24/11 何子雄先生 廖瀚文 羅芷欣 張世邦、莫梓侖、梁英儀、宋宇琦、楊淑珍 



 

 

 

 

 

 

 

消息及代禱 

1. 「無懼寒冬」聚會將於 2/11(六)3:00-5:30pm舉行，講員：宋軍博士，
鼓勵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2. 10/11主日學時段有「受浸肢體交通會」，當日福音班及主日學暫停
一次，請各受浸肢體預留時間，一同為教會守望。 

3. 17/11差傳主日，講員：胡麗萍教士，信息後有分組祈禱，請備心
出席。 

4. 1/12讀經主日，講員：譚志超博士，信息後有分組祈禱及愛筵，請
各肢體預留時間參加。 

5. 馬提亞團契李雪玲姊妹和嚴永和弟兄將於 17/11(日)下午 3:30假播
道會恩福堂舉行婚禮，請為婚禮及婚後新生活的適應禱告。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主日學 兒童聚會 福音班 
19 12 59 12 7 2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1 6 8 6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李健壕先生 周錦明 張映瀅 楊國榮、莫梓侖、潘韻而、宋宇琦、吳德美 

10/11 劉麗梅姑娘 梁思昊 梁思進 周詠琳、張 俊、郭瑞琳、張育琪、莫悅琼 

17/11 胡麗萍教士 吳卓寧 梁英儀 陳 琳、歐展翱、宋宇琦、張慧欣、劉詠珊 

24/11 何子雄先生 廖瀚文 羅芷欣 張世邦、莫梓侖、梁英儀、宋宇琦、楊淑珍 

 

消息及代禱 

1. 「嶺南鍾榮光紀念中學」十一月有多個福音活動，記念同學的心靈，
求主施恩！ 

2. 樂銘輝弟兄與沈嘉文姊妹(宣道會錦繡堂)將於10/11(日)下午2:45假
基督教宣道會錦繡堂舉行結婚典禮，誠邀各肢體蒞臨觀禮，同證婚

盟！ 

 

十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青成主日學 

少年兒童崇拜/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天恩查聚 

28 13 86 25 17 / 16 4 12 

團契聚會 
迦勒 以諾 約拿單 加利利 足印同行 
17 9 4 9 9 

十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3/11 林慶榮長老 王國良 劉羨儀 唐彩珠

10/11 葉振璋先生 梁嘉輝 陳麗香 葉映蘭

17/11 蔡靜儀姑娘 莊重興 張寶珠 李揚玲

24/11 蔡寶絲姑娘 李德華 李炎敏 吳玉嬋
  



 

 

 

 

     

文：引自書中簡介 

書 名：從紀念神恩到重整現實— 

聖經節期的神學反思 
作 者：鮑維均

出版社：天道書樓（香港， 年 月初版， 頁）

簡 介： 

如今節期往往淪為商品促銷、旅遊玩樂的

日子，不幸基督教節期也是如此。其實，聖經

的節期年復一年、週復一週的訴說著那個歷久

常新的故事，就是 神施恩拯救的故事，為要

讓 神的子民在顛簸的人生中不忘記 神的

奇妙作為，在詭譎的世代裡持守立約子民的身

份。當 神的子民在節期中一同敬拜，重述和

記念 神的救贖故事，就參與在這故事中，經

歷 神的同在，更得以超越地上苦罪深重的現

況，窺見 神在天上掌權的實情。 

本書從聖經文本、典外文獻、猶太和教會的傳統，探索聖經節期（猶

太教的住棚節、五旬節、獻殿節，和基督教的聖誕節／主顯節、受難日

／預苦期、復活節／主日）的源起和演變，闡明這些節期如何重整現實，

及其對信徒的意義，也幫助我們按照 神的心意去過基督教的節期，在

平凡的日子中經歷不平凡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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