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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如想像中那樣美好嗎？ 

圖：葉國麟先生 



 

久被遺忘的要事——認罪 

林慶榮長老 

經文 

耶穌向著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有

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站著，

自言自語地禱告說：『 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

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

一。』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啊，

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 18:9-14) 

前言 

在第一世紀的猶太社群中，法利賽人與稅吏分別是聖潔與污穢的

代名詞。法利賽意思是「分別」，是一群高舉律法，熱心保持純潔並積

極與世俗分離的社群，相對世俗化的祭司階級更能得到百姓的尊敬。稅

吏則是承包羅馬帝國稅收的猶太富戶，除上繳給羅馬政府的稅金外，他

們更會用盡方法超收稅金，即使深受本國子民所憎惡也在所不惜。主耶

穌在這比喻裡以稅吏比法利賽人倒算為義了。這是顛覆了一般人的觀念

與印象，若連法利賽人都不能被算為義，哪誰能稱義呢？被眾人所憎惡

的稅吏，亦自知罪孽深重，為何被算為義呢？兩人的禱告，只有一位被

視為禱告，另一位則被諷為自言自語！為何有這麼大的分別呢？是一件

我們久被遺忘的事——「認罪」，把禱告的質量變更了！認罪有否帶給

我們屬靈生命有更新呢？ 

Ａ）是一份醒覺——知罪惡 

容我們想像一下，人若親眼面見 神之時，自然的反應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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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手舞足蹈並興奮萬分呢？不！在聖經的記載裡，從沒有一個人能在

榮耀的 神面前侍立，只能拜服在祂的榮光之下，甚至連沒有犯罪的天

使都需要掩臉。為何這法利賽人站在號稱以色列最神聖之處——聖殿，

滔滔不絕的自吹自擂呢？究竟有否覺察是侍立在聖潔的主面前呢？難

怪主耶穌以他自言自語，若真的覺察是侍立 神前，豈會不覺察自己種

種的不潔呢？自我感覺良好並不等同就能被稱義，倒顯明不認識 神的

事實來，因他的誇耀否定需要 神，正如典型法利賽人的自義，覺得自

己完美到叫 神不得不承認他們配承受永生！？我們有否從法利賽人

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嗎？當信仰的年日加增，信仰知識與履歷亦相應

增多，優越感會否油然而生呢？是否己忘記自己不過是個蒙恩的罪人，

再多的本領也不過是無用的僕人而已，豈能在主面前誇耀呢？ 

留心法利賽人的禱告裡不住提到別人明顯的罪行，勒索、不義、

姦淫及不像稅吏（貪婪）是違背十誡第二塊法版上的話，可嘆這法利賽

人在數算別人的罪中自義及自樂。不犯誡命既是人當盡的本份，何以自

誇呢？第一塊法版上的話相對是更重要的，因那提到 神與人的關係，

第二塊法版上的誡命不過是實踐第一塊法版的具體行動。這法利賽人表

面上沒有顯露的罪行，可是他把人隱藏的罪性都表露無遺了。他的驕傲

使他在沾沾自喜中僭越了 神審判的權柄，代替 神來定這稅吏的罪。 

在法利賽人的禱告裡只有別人的罪與自己的義，可是從不看到或

提到自己的虧負與罪惡，是因沒有醒覺便沒有認罪！ 

Ｂ）是一種態度——存謙卑 

稅吏原則上都是以色列中的富戶。在財富增多時，罪惡歡愉的門

被開啟了，人更容易陷在罪惡中。為得著更多財富，不但要把良心昧著，

更要把許多原則丟棄了，人的罪惡更加深重了！伴隨財富而來的氣燄增

多了，他人的尊嚴與價值在其心中都漸漸被漠視。對許多猶太人來說，

稅吏不過是個財大氣粗的惡棍而已，是最不受歡迎的罪人！故這比喻中



 

的法利賽人輕視稅吏被視為正常不過的事，可是稅吏上聖殿卻是這比喻

中最不可思議的事！為何稅吏不在稅關上掙錢，要到聖殿來呢？究竟在

他裡頭有甚麼事過不去呢？要知道罪惡雖看似帶給人歡樂，卻也實在是

有重擔的，不住在罪惡裡打滾，也同時是被罪惡重重的壓下來，直到透

不過氣來。這稅吏深知罪惡的重擔，寧可冒著受眾人羞辱也要到聖殿來

求恩眷！ 

對法利賽人來說，進聖殿是輕鬆容易的事，甚至是充滿歡愉的事，

因法利賽人最愛在十字路口禱告，若能在聖殿公開表演，豈不是一大快

事嗎？可是這稅吏是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在 神前那份羞愧感是極重的，

以不配進到 神面前，只能遠遠的站在外圍，在這位聖潔的主面前，他

驚恐至連頭也抬不起來，並只能連連的捶胸表示哀傷。試想那路過的法

利賽人，有何反應，可能作出諸多的鄙視與怒罵，對這位是稅吏又是財

主的人來說，這些人的反應給與他有多大的羞辱與難處呢？可是想到罪

孽深重，若不謙卑求恩，哪有甚麼門路可解決罪重擔呢？其他人的謙卑

或許是裝出來，可是這稅吏的謙卑是真實的，是從心底裡自然流露出來

的！ 

其實任何人在 神面前都是卑賤污穢的，人能在祂面前昂首嗎？

豈能不謙卑的俯伏呢？有一句老話：「大罪不犯，小罪不斷」是指出人

的光景，沒有人會明目張膽地犯大罪，可是生活裡的眾小罪，卻是不斷

重複違反，但大罪與小罪兩者的性質與原則基本是一樣，誠如登山寶訓

中，主耶穌指出恨人等同殺人，又如動淫念等同犯姦淫。法利賽人雖在

人前自抬身價，用言論塑造敬虔的名聲，可是主耶穌責備他們為粉飾的

墳墓，外面好看，內裡卻是充滿死人的骨頭與一切的污穢！人若看不見

自己罪惡的真貌，又不肯承認虧欠 神，則不能謙卑地認罪，不過是有

口無心地認罪而已！ 

看看這兩個人的禱告，哪個最能顯示出真心的認罪呢？絕不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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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趾高氣昂的法利賽人，因他那滔滔不絕的話被視為自言自語，絲毫沒

有摸著 神的心。倒是那羞愧悲傷的稅吏，在他還沒有說話哀求時，那

謙卑倒空的態度已表達他是真心向 神認罪。在禱告裡，態度是遠比說

話來得重要，在稅吏的禱告裡看到認罪亦是禱告最需要的態度——謙卑，

是從裡到外都顯出真誠來。認罪是驗證我們是否謙卑的試金石！

Ｃ）是一個呼求——求憐憫 

聖經中蒙允的禱告不都是長篇大論的禱告，而是精簡有力的呼求，

甚至是無言的哭求，這是從人心底裡最真誠的呼求，是 神最願意聆聽

的聲音！這稅吏只能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留心他不

像法利賽人只看到其他罪人，他只看到自己是那罪人（ ）。

若世界上只有一個罪人，那必定是他。他不會藉指責別人來原諒自己，

他對 神是有真實的罪咎感與愧歉，因他認定他就是那罪的本身。罪的

意思原是「沒有射中靶心」，人偏離了 神的旨意就是罪，這就不單單

是犯了甚麼罪行，而是沒有活出 神原初的定旨。那麼認罪就不是因犯

了罪，而是看到自己未能符合 神的旨意，願意靠恩典活出 神的旨意

來！ 

認罪是講求覺醒，也講求態度，可是我們要注意不是知道與承認事

實便能解決罪的問題，也不是用誠懇的態度去感動 神，而是單純地仰

望 神，信靠惟有祂才能恩赦拯救。任何人的功勞在他面前都是沒有救

贖的功效，惟有祂所預備的救恩。「開恩可憐我（ ）」原文

是指著 神藉著祭來為人贖罪。憐憫從來是向不配的人施與，利未記所

啟示的祭祀，原是 神給犯罪者之出路，在當中沒有任何人的功勞，單

單是祂的恩典與憐憫而已。這稅吏深知 神公義的審判和自己失喪的實

境，認識到只能在 神前求恩典，故認罪既是承認 神的主權，也同時

呼求祂的憐憫。 



 

總結 

主耶穌在比喻的結束，提醒我們：「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

必升為高。」法利賽人是感到在 神前一無所缺，故自吹自擂；稅吏則

承認在 神前一無是處，只能哀求憐憫。真誠的認罪是人在 神的亮光

中對自己本相的覺醒，並以謙卑的心靈來呼求恩典！今天你我在認罪的

學習上是何光景呢？是否因自義而墜落呢？還是因認罪而蒙憐憫呢？  

  



 

總結 

主耶穌在比喻的結束，提醒我們：「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

必升為高。」法利賽人是感到在 神前一無所缺，故自吹自擂；稅吏則

承認在 神前一無是處，只能哀求憐憫。真誠的認罪是人在 神的亮光

中對自己本相的覺醒，並以謙卑的心靈來呼求恩典！今天你我在認罪的

學習上是何光景呢？是否因自義而墜落呢？還是因認罪而蒙憐憫呢？  

  

 

消息及代禱 

1.  

1. 「新里程˙新挑戰」(五)座談會定
於 11/1(六)下午 4:00-6:00假紅磡
堂舉行，歡迎有關肢體踴躍參

加。 

2. 2020年 1月 12日下午 3:00 - 5:00
舉行「第56周年聯堂感恩聚會」，
地點為九龍城浸信會，請肢體備

心出席，同頌主恩！ 

【兒童崇拜場地安排：幼兒級(703-703A)，初小級(710-710A)，高小
級(704-707)，請各家長留意接送，屆時會場亦有清楚指示。】 

3. 感謝主為紅磡堂預備多一位女傳道—鄭嘉慧姑娘，於 2020年 1月正
式上任，請記念與同工及肢體們有美好的適應，同心興旺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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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教會主題：「札根主道˙活出信仰」，盼望我們在主的道上
生根建造，在生活中活出所信的真理。 

2. 5/1及 19/1(日)10:00-10:50am有阿摩司書團契查經組長會，請各團契
查經組長預留時間出席。 

3. 2-4月有信徒造就及哥林多前書主日學。 
4. 以撒團契陳銘康弟兄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杜慧妍姊妹將於 2/2(日) 

3:00pm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舉行婚禮，求主賜福他們的婚姻。 
5. 蒙神恩領，鄭嘉慧姑娘於今年 1月成為本堂牧者，請記念鄭姑娘的
適應，也願新牧者能與我們同心建立神的家。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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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163 36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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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7 30 8 13 7 2 12 12 4 24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5/1 何子雄先生 楊德華 鄧思恆 吳栢峰、羅珮綾、王依華

12/1 聯堂56周年感恩會

19/1 蔡靜儀姑娘 曾智威 吳卓怡 王顯基、黃愛和、丁淑敏

26/1 鄭嘉慧姑娘 劉慶華 余詩敏 王 良、黃詠如、許廓雯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教會主題：「札根主道˙活出信仰」，盼望我們在主的道上
生根建造，在生活中活出所信的真理。 

2. 5/1及 19/1(日)10:00-10:50am有阿摩司書團契查經組長會，請各團契
查經組長預留時間出席。 

3. 2-4月有信徒造就及哥林多前書主日學。 
4. 以撒團契陳銘康弟兄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杜慧妍姊妹將於 2/2(日) 

3:00pm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舉行婚禮，求主賜福他們的婚姻。 
5. 蒙神恩領，鄭嘉慧姑娘於今年 1月成為本堂牧者，請記念鄭姑娘的
適應，也願新牧者能與我們同心建立神的家。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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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163 36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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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7 30 8 13 7 2 12 12 4 24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5/1 何子雄先生 楊德華 鄧思恆 吳栢峰、羅珮綾、王依華

12/1 聯堂56周年感恩會

19/1 蔡靜儀姑娘 曾智威 吳卓怡 王顯基、黃愛和、丁淑敏

26/1 鄭嘉慧姑娘 劉慶華 余詩敏 王 良、黃詠如、許廓雯

 

 

 

 
 

消息及代禱 

1. 本年年題為「分享主愛，實踐使命」，求主使用講道、主日學的教
導，也求聖靈感動我們的心。 

2. 第一季主日學為四福音神學與實踐召命，願我們努力參與。 

3. 5/1 (日)祈禱會為「認罪祈禱會」，願我們踴躍參與。 

4. 19/1崇拜為靈修主日，主日學時段(10:00)有操練靈修安靜時間。 

5. 黃愛琴姊妹的安息聚會已於 12月 18日完成，求主繼續安慰家人。 

6. 陳祥弟兄安息聚會已於 12月 21日舉行，求主繼續安慰家人。 

7. 周長女姊妹已於 12月 24日進行灑水禮，求主繼續堅固姊妹的信
心。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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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9 92 17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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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8 7 14 8 7 9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雷露珊姑娘 黃祖蔭 李詩蔓 曾勝妹、梁玉好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丁贊鴻牧師 陳建良 康慧敏 陳少珠、莫少玲

26/1 雷露珊姑娘 嚴家豪 黎可欣 麥華慶、許冬蘭



 

消息及代禱

1. 本堂 2020年年題：作無愧工人 1.0。目的為塑造教會這一代作無愧
的工人，首要在工人生命的品格與工人事奉的素質上，一同建立和

更新；同時更培育教會下一代作無愧的工人，引領兒童和青少年歸

主，栽培他們靈命成長，並裝備他們起來事奉神。願神賜福給教會，

更多弟兄姊妹被建立並興起事奉神！ 
2. 5/1為「祈禱主日」，講員：周素芬姑娘，願教會以禱告開始新一年，
肢體禱告的生命蒙更新，祈求並展望新歲月的事奉更貼近神的心意，

更蒙神帥領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讓神得榮耀。當天崇拜後隨即有

月首祈禱會，主題：新的一年，負責：團友。請弟兄姊妹留步參與，

同心守望，建立禱告的生命。 
3. 本堂於今年開展新事工—Awana小學組：火花營及見習真理奇兵隊
（2020年 1至 12月），每逢主日上午舉行，對象為初小及高小學生。
願神賜福使用這事工，建立孩童生命，造就更多肢體事奉神。 

4. 19/1主日崇拜後，堂會將舉行「肢體交通會」，備有午膳。請肢體們
預留時間出席並踴躍參與。 

5. 26/1（日）為農曆新年年初二，該日教會主日聚會時間更改：上午
9:00擘餅聚會；上午 10:00主日崇拜聚會。該天主日學暫停。請弟
兄姊妹留意！ 

 



 

消息及代禱

1. 本堂 2020年年題：作無愧工人 1.0。目的為塑造教會這一代作無愧
的工人，首要在工人生命的品格與工人事奉的素質上，一同建立和

更新；同時更培育教會下一代作無愧的工人，引領兒童和青少年歸

主，栽培他們靈命成長，並裝備他們起來事奉神。願神賜福給教會，

更多弟兄姊妹被建立並興起事奉神！ 
2. 5/1為「祈禱主日」，講員：周素芬姑娘，願教會以禱告開始新一年，
肢體禱告的生命蒙更新，祈求並展望新歲月的事奉更貼近神的心意，

更蒙神帥領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讓神得榮耀。當天崇拜後隨即有

月首祈禱會，主題：新的一年，負責：團友。請弟兄姊妹留步參與，

同心守望，建立禱告的生命。 
3. 本堂於今年開展新事工—Awana小學組：火花營及見習真理奇兵隊
（2020年 1至 12月），每逢主日上午舉行，對象為初小及高小學生。
願神賜福使用這事工，建立孩童生命，造就更多肢體事奉神。 

4. 19/1主日崇拜後，堂會將舉行「肢體交通會」，備有午膳。請肢體們
預留時間出席並踴躍參與。 

5. 26/1（日）為農曆新年年初二，該日教會主日聚會時間更改：上午
9:00擘餅聚會；上午 10:00主日崇拜聚會。該天主日學暫停。請弟
兄姊妹留意！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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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5 65 12 2 -- 

團契聚會 
路加 尼西 伯特利小組 約書亞 
11 10 2 1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周素芬姑娘 吳家樹 林寶燕 譚志成、江少珊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黃葉引蘭傳道 何瑞強 朱寶瑤 許少雄、鄧夢娜 

26/1 林慶榮長老 冼偉奇 方  娜 黃振聲、簡貝斯 

 

  



 

消息及代禱 

1. 2020「扎根主裡，常存盼望！」年題重點：扎根主裡，以主的道，
為我們成長的基礎，作主順命的兒女。存著主賜的盼望，眼望永恆，

展現不一樣的勇氣，迎向前面的挑戰，成為主合用的器皿。四季主

題如下： 
 1-3月：扎根主裡，支取主供應。 
 4-6月：扎根主裡，常念記聖約。 
 7-9月：扎根主裡，常嚐主信實。 
 10-12月：扎根主裡，盼望主再臨。 

2. 5/1為「年題主日」，求主引導弟兄姊妹有受教的心！ 
3. 5/1有月首祈禱會，為教會全體會眾「扎根主裡，常存盼望！」的追
求祈禱。 

4. 12/1「聯堂感恩會」往返寶林大昌及城浸經九龍灣堂一車，出發
2:00pm回程 5:15pm。 

5. 19/1有崇拜小組祈禱及哈拿小組聚會。 
6. 26/1 (年初二)主日在託管中心聚會：9:00-9:30am擘餅聚會，

10:15-11:30am主日崇拜。 

 

 



 

消息及代禱 

1. 2020「扎根主裡，常存盼望！」年題重點：扎根主裡，以主的道，
為我們成長的基礎，作主順命的兒女。存著主賜的盼望，眼望永恆，

展現不一樣的勇氣，迎向前面的挑戰，成為主合用的器皿。四季主

題如下： 
 1-3月：扎根主裡，支取主供應。 
 4-6月：扎根主裡，常念記聖約。 
 7-9月：扎根主裡，常嚐主信實。 
 10-12月：扎根主裡，盼望主再臨。 

2. 5/1為「年題主日」，求主引導弟兄姊妹有受教的心！ 
3. 5/1有月首祈禱會，為教會全體會眾「扎根主裡，常存盼望！」的追
求祈禱。 

4. 12/1「聯堂感恩會」往返寶林大昌及城浸經九龍灣堂一車，出發
2:00pm回程 5:15pm。 

5. 19/1有崇拜小組祈禱及哈拿小組聚會。 
6. 26/1 (年初二)主日在託管中心聚會：9:00-9:30am擘餅聚會，

10:15-11:30am主日崇拜。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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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 72 9 15 1 

團契聚會 哈拿小組 約翰 波阿斯 基利心 青少年小組 
13 16 12 11 --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雷靜儀姑娘 蔡德俊 余德勤 彭漢忠、廖寶蓮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鄭家輝牧師 袁容輝 范樂欣 郭永明、戴玉英

26/1 葉國麟先生 劉家強 余德勤 莫展球、陳玲雅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題：《愛˙多一點相交》，鼓勵肢體們以禱告彼此守望，一起
同行深化關係。 

2. 5/1「追求主日」，講員：鍾志球先生，盼望我們能一同努力，在屬
靈生命上成長，討主喜悅！ 

3. 新一季(1-3月)主日學課程：認識禱讀法、新約概論、信徒造就及福
音班。盼望肢體繼續在真道上追求；又讓慕道者決心歸主。 

4. 12/1(日)短宣畢業受差典禮暨異象分享會有本堂晚青及常青郭獻如、
林玩卿、陳美芬姊妹畢業，歡迎肢體出席，同頌主恩。 

5. 26/1農曆年初二聚會時間變動，擘餅時間：9:30-10:00，崇拜(包括
祈禱會)時間：10:30-11:45。 

6. 11/1(六)約西亞團契於下午 5:00舉行第廿一屆感恩會，歡迎肢體參
與，同頌主恩。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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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39 177 16 -- 13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班 以馬內利 
7 12 12 4 16 14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題：《愛˙多一點相交》，鼓勵肢體們以禱告彼此守望，一起
同行深化關係。 

2. 5/1「追求主日」，講員：鍾志球先生，盼望我們能一同努力，在屬
靈生命上成長，討主喜悅！ 

3. 新一季(1-3月)主日學課程：認識禱讀法、新約概論、信徒造就及福
音班。盼望肢體繼續在真道上追求；又讓慕道者決心歸主。 

4. 12/1(日)短宣畢業受差典禮暨異象分享會有本堂晚青及常青郭獻如、
林玩卿、陳美芬姊妹畢業，歡迎肢體出席，同頌主恩。 

5. 26/1農曆年初二聚會時間變動，擘餅時間：9:30-10:00，崇拜(包括
祈禱會)時間：10:30-11:45。 

6. 11/1(六)約西亞團契於下午 5:00舉行第廿一屆感恩會，歡迎肢體參
與，同頌主恩。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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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39 177 16 -- 13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班 以馬內利 
7 12 12 4 16 14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5/1 鍾志球先生 岑沛亮 周燕如 沈可平、關艷芳、劉有蓮、劉懿嫻、張詠思、劉志敏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陳兆熊姑娘 譚紹德 陳惠珠 譚國偉、伍麗嫦、李萍英、張寶兒、陳 彩、林玉梅 

26/1 陳帶娣姑娘 吳志明 袁宏毅 余銘維、游振琼、戴璟欣、蔡禧恩、吳萼䲷、江少琼 



 

消息及代禱

1. 1月 5日崇拜後有立志祈禱會，求主讓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及在新
一年立定志向。 

2. 2020年 1-2月主日學課程：集體靈修腓立比書(梁國強先生)。 
3. 1月 12日聯堂感恩會將按立楊偉山弟兄及張欣欣姊妹為本堂執事。 
4. 1月 26日年初二，當日將改為上午 9:15擘餅聚會，10:15主日崇拜。 
5. 許愛鳳的母親林燕文於 12月 1日於翠屏堂接受灑水禮。求主堅固她
的信心及身體。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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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2 4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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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8 -- 23 15 10 9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賴瑞娟姑娘 梁廣煒 郭伊莉 梁少梅、陳勝彩、黃啟欣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陳偉迦牧師 余立軒 朱寶瑤 梁少梅、吳妙兒、劉永皓 

26/1 梁國強先生 尹明志 羅肇恩 梁少梅、邱錦泉、梁美玲 
 



 

消息及代禱

1. 1月 5日崇拜後有立志祈禱會，求主讓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及在新
一年立定志向。 

2. 2020年 1-2月主日學課程：集體靈修腓立比書(梁國強先生)。 
3. 1月 12日聯堂感恩會將按立楊偉山弟兄及張欣欣姊妹為本堂執事。 
4. 1月 26日年初二，當日將改為上午 9:15擘餅聚會，10:15主日崇拜。 
5. 許愛鳳的母親林燕文於 12月 1日於翠屏堂接受灑水禮。求主堅固她
的信心及身體。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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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2 4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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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8 -- 23 15 10 9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賴瑞娟姑娘 梁廣煒 郭伊莉 梁少梅、陳勝彩、黃啟欣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陳偉迦牧師 余立軒 朱寶瑤 梁少梅、吳妙兒、劉永皓 

26/1 梁國強先生 尹明志 羅肇恩 梁少梅、邱錦泉、梁美玲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題：追隨基督˙活出豐盛，鼓勵肢體在基督信仰之中，重新
發現信徒屬天生命的豐盛。 

2. 2020年 1-3月主日學：十二小先知書及舊約概論(下)，請肢體按分
班出席，努力追求真道。 

3. 5/1崇拜後舉行肢體交通會和愛筵，鼓勵會眾出席，一同關心教會。 
4. 19/1(日)下午舉行年宵佈道，請肢體踴躍參與，同心傳平安的福音。 
5. 26/1(日)年初二崇拜提早於上午 10:15舉行，主日學及信仰研討班暫
停一次，請肢體留意。 

6. 但以理團契陳榮耀弟兄的父親陳漢德先生於 12/12凌晨安息主懷，
安息及出殯禮已於 27-28/12完成，請記念弟兄和家人能在主裡得安
慰。 

7. 但以理團契伍寶琪姊妹的大嫂謝琼敏姊妹於 21/12(六)中午於瑪嘉烈
醫院接受灑水禮，歸入基督名下。後於 25/12(三)凌晨安息主懷，安
息禮定於 19/1(日)下午 6:30假九龍殯儀館 303光大堂舉行，鼓勵肢
體出席安慰。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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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5 104 1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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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2 6 9 3 4 8 5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戴志遠先生 高作雄 鍾詠珊 梁穎峰、呂佩儀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譚少紅姑娘 戴先生 梁淑恒 麥文祺、鄭泉音

26/1 戴志遠先生 曹文康 梁恩能 蘇穎汶、曾寶兒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戴志遠先生 高作雄 鍾詠珊 梁穎峰、呂佩儀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譚少紅姑娘 戴先生 梁淑恒 麥文祺、鄭泉音

26/1 戴志遠先生 曹文康 梁恩能 蘇穎汶、曾寶兒

 

  

 

 

 
 

消息及代禱 

1. 新一季的主日學及主日事奉人員名單已張貼在教會壁報板，請弟兄
姊妹留意上課地點及班別。下季的主日學：信徒造就、查經訓練及

約拿書。 
2. 4/1/2020(六)非尼哈團契第 17屆感恩會，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共證
神恩。 

3. 18/1/2020(六)米該雅團契第 11屆感恩會，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共證
神恩。 

4. 26/1/2020(日)年初二，當天的主日崇拜安排如下：9:00AM擘餅，
10:00AM主日崇拜，主日學及查經班暫停一次。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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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75 199 54 34 15 -- 

團契聚會 福樂團 非尼哈 哥轄 米該雅 青苗小組 
19 10 27 21 34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關惠如姑娘 盧志賢 林嘉雯 劉景耀、勞寶兒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鄭瑞邦先生 凌 熙 羅卓殷 吳霈琳、張進聲

26/1 劉麗梅姑娘 杜嘉聰 李戀欣 林詩雅、陳迪勤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年題為「主愛˙喜樂˙擁抱」，以擁抱接受、關愛環繞的心
去認識不同群體的特性及學習擁抱他們。 

2. 1月為感恩月，主日學暫停，新一季主日學將於二月開始。 

3. 5/1為感恩主日暨感恩見證分享會及 26/1(年初二)崇拜時間提前
10:15am舉行，會眾留意。 

4. 挪亞小組於 8/1(三)下午 1時聚會。 

5. 18/1(六)4-6pm合團年宵佈道，請團友留意。 

6. 姊妹小組將於 19/1下午舉行感恩會。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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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3 88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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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4 11 5 11 6 5 5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梁秀霞姑娘 家駿傳道 饒皓蓉 張月娟、陳樂軒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領蜜宣教士 黃炳霖 潘詠恩 楊樂心、張月娥 

26/1 廖紫君姑娘 鄧思維 潘頌詩 孔淑慧、黃炳森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年題為「主愛˙喜樂˙擁抱」，以擁抱接受、關愛環繞的心
去認識不同群體的特性及學習擁抱他們。 

2. 1月為感恩月，主日學暫停，新一季主日學將於二月開始。 

3. 5/1為感恩主日暨感恩見證分享會及 26/1(年初二)崇拜時間提前
10:15am舉行，會眾留意。 

4. 挪亞小組於 8/1(三)下午 1時聚會。 

5. 18/1(六)4-6pm合團年宵佈道，請團友留意。 

6. 姊妹小組將於 19/1下午舉行感恩會。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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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3 88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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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4 11 5 11 6 5 5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梁秀霞姑娘 家駿傳道 饒皓蓉 張月娟、陳樂軒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領蜜宣教士 黃炳霖 潘詠恩 楊樂心、張月娥 

26/1 廖紫君姑娘 鄧思維 潘頌詩 孔淑慧、黃炳森 

 

 

 

消息及代禱 

1. 教會 2020 年全年主題為「愛˙茁壯」，求主藉此主題，讓肢體在主
愛中成長得更茁壯、信仰更堅固。 

2. 新一季主日學將開辦《使徒行傳(下)、屬靈領袖訓練、信徒造就》，
請肢體按時出席。 

3. 1 月 5 日崇拜後舉行全會眾「肢體交通會」及愛筵，請肢體預留時
間出席。 

4. 1月 19日為追求主日，會後有崇拜分組，請肢體預留時間。 

5. 1月 26日(日)為年初二，崇拜將提前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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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澤群弟兄及連詠欣姊妹定於 1月 18日(六)舉行婚禮，願神賜福他
們的婚姻。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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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2 88 10 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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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6 31 5 15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趙雁婷姑娘 何廣達 李淑嫻 周  遠、馬愛蓮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林慶榮長老 何浩華 林嘉文 譚柱光、古運香 

26/1 黃子翔先生 梁鋕權 羅影儀 何永信、翁嘉慧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大埔堂主題「愛同行，建神家 2.0」，求主幫助各肢體新一年
與神與人都有更進深的結連。 

2. 2020年大埔堂主日聚會時間將有以下調動，請各肢體留意出席： 
 擘餅：9:00-9:30am 
 祈禱會：9:40-10:10am 
 主日學：10:20-11:10am 
 崇拜：11:30-1:00pm 

3. 1-3月主日學：啟示錄(下)、4D課程及福音班，請各肢體踴躍出席。 

4. 5/1追求主日，講員：黃鴻權先生，請各肢體備心出席。 

5. 26/1大年初二，擘餅改為 10:30開始，福音班及主日學暫停一次。
11:30am崇拜，信息後分組祈禱，請各肢體留意出席。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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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2 51 13 8 2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9 5 8 3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崇拜/兒崇事奉 

5/1 黃鴻權先生 廖瀚文 張映瀅 王楚欣、莫梓侖、張育琪、梁英儀、梁思行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鍾志球先生 何啟忠 梁思進 趙少珠、張 俊、何永康、張凱雯、吳德美 

26/1 許桂華姑娘 周錦明 羅芷欣 鄭冠熙、歐展翱、張凱雯、成偉明、莫悅琼 



 

 

 

 

 

 

 

 

消息及代禱 

1. 2020年大埔堂主題「愛同行，建神家 2.0」，求主幫助各肢體新一年
與神與人都有更進深的結連。 

2. 2020年大埔堂主日聚會時間將有以下調動，請各肢體留意出席： 
 擘餅：9:00-9:30am 
 祈禱會：9:40-10:10am 
 主日學：10:20-11:10am 
 崇拜：11:30-1:00pm 

3. 1-3月主日學：啟示錄(下)、4D課程及福音班，請各肢體踴躍出席。 

4. 5/1追求主日，講員：黃鴻權先生，請各肢體備心出席。 

5. 26/1大年初二，擘餅改為 10:30開始，福音班及主日學暫停一次。
11:30am崇拜，信息後分組祈禱，請各肢體留意出席。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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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2 51 13 8 2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9 5 8 3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崇拜/兒崇事奉 

5/1 黃鴻權先生 廖瀚文 張映瀅 王楚欣、莫梓侖、張育琪、梁英儀、梁思行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鍾志球先生 何啟忠 梁思進 趙少珠、張 俊、何永康、張凱雯、吳德美 

26/1 許桂華姑娘 周錦明 羅芷欣 鄭冠熙、歐展翱、張凱雯、成偉明、莫悅琼 

 

消息及代禱 

1. 1-3月主日學：【你明白這比喻嗎?】耶穌比喻釋讀 (葉先生)；【你讀
對了嗎?】讀經與釋經 (蔡姑娘) 

2. 秋菊老師分享會將於1月19日下午2:30舉行，請肢體預留時間參加。 

3. 1月26日(年初二)之主日學將暫停一次。擘餅聚會：上午9:30-10:15；
崇拜：10:45-12:15。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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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3 95 21 16 / 16 5 12 

團契聚會 
迦勒 以諾 約拿單 加利利 足印同行 
12 7 8 9 4 

一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5/1 葉振璋先生 莫少文 陳麗香 蘇子頌

12/1 聯堂 56周年感恩會

19/1 黃天權博士 葉先生 劉羨儀 聶愛蘭 

26/1 蔡寶絲姑娘 林耀文 張寶珠 林嘉誼 
  



 

 

 

 

     

文：林慶榮長老 

書名：常常禱告 (Praying Always) 

作者：法蘭斯˙巴克

譯者：劉康齡、蔡岳書

出版：宣道出版社（香港，二版， 頁）

簡介： 

作者雖年幼失怙，由親戚扶養長大，人生充

滿愁苦，可是他在年幼之時矢志尋求主，喜愛讀

聖經，熱衷研究教會裡的教義。 神藉他把 神

話語不凡的知識傳給年輕人，又幫助他們在屬靈

的事情上獲益良多。可是他不滿足這種部份時間的事奉，熱切全然奉獻

給主，直到卅七歲才實現當牧者，可只擔任九年的事奉便離世。 

本書在作者生前已出版，並且在他死後多次再版，成為荷蘭讀者

的祝福，再翻譯為英語，帶給英語世界的信徒蒙恩，今譯為中文，同樣

祝福華人教會。 

本書有十二篇論禱告的文章，淺顯易讀而不失深度，對在禱告工夫

淺的信徒給與不少裨益。本書第一篇挑戰我們有否建立個人禱告的內室，

提醒那些單獨與 神同在的時光，是何等蒙福，因在那兒所得到的東西

是這世界所不能給予的。許多人會花心思購買、搭建屬地的房屋，可是

屬靈的禱告內室是否從未思想過呢？在其餘的篇章中，作者從多個角度

帶我們思考禱告，並鼓勵我們要從 神手裡得福，這些恩典等待我們享

用，願本書給與我們是年在禱告的操練上滿得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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