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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不少研究對祈禱都有正面的結論，根據 2013 年美國基督教期刊《長椅》（Pew）

的調查，指出經過科學研究，祈禱最少有五項的益處： 

 

1. 祈禱可改善自我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就如我們的肌肉，肌肉鬆弛自然發揮不出力

量，同樣當我們精神不振時，也會影響我們的控制能力，研究發現祈禱可以加強

我們的精神能力，因而有效增強控制食量、吸煙等情況。 

 

2. 祈禱使人更友善，研究發現經常為有需要的人祈禱，在受挑釁的情況下，可以減

低攻擊性，原來祈禱可以使人冷靜下來。 

 

3. 祈禱也可以使人更易寬恕，經常為朋友、他人禱告的，研究也發現人更能寬恕這

些人。 

 

4. 祈禱可增加信任，與朋友一起祈禱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同心，即是祈禱能使人

更親近，故此公禱也可以建立關係。 

 

5. 祈禱可以抵消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常常為別人代禱的人，不容易被壓力影響健

康，不過研究也指出若只為物質需要祈禱，就沒有這樣的效果，所以關注別人的

福祉才是關鍵。 

 

  雖然祈禱有這麼多好處，不過捷克心理學家 Vladislava Bartáková一篇名為《祈禱

心理學》的文章中，提醒讀者祈禱也有「負面」的影響，她指出當人的祈禱集中自己

身上，又要求按自己的心意成就，神成為人的祈求工具，如此的禱告把神視為「提款

機」，扭曲神真正的性情，祈禱當然得不到應允，最少不會依人的意思來成就，對於

祈禱的人來說，無疑是個打擊，這樣祈禱不但沒有帶來益處，還會使人氣餒。 

 

  總而言之，科學研究只可指出祈禱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兩者的關係，祈禱能否使

人得益，完全在乎人對神的態度，就讓我們以祈禱來開始二零一七年，並學習從中得

到神的祝福，願神賜恩給凡求告祂的人。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誕後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興起！發光！ (普天頌讚 777 首) .......................... 眾  立 

興起！發光！主的光輝已臨，萬有主榮耀已發現，光輝照耀你！ 

3. 宣召 ...................................... 以賽亞書 63 章 7-9 節 .................................... 眾  立 

啟：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提起他的慈愛和美德， 
  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 
  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 
應：他説：他們誠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虛假的子民； 
  這樣，他就作了他們的救主。 
合：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 
  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懷搋他們。 

4. 讚美 .............................救主耶穌親臨 (普天頌讚 158 首) .......................... 眾  立 

   1) 齊唱迎主樂歌，救主耶穌親臨！天上寶座大君－昔日應許萬民； 
 來負眾生罪惡，憂愁，為人緣故與魔戰鬥。 

詩班：2) 統管生死之君，救主耶穌親臨！吹氣展主權威，死亡敗退無形； 
 離墓勝死，復生凱旋，惠賜救拯、醫治恩泉。 

   3) 統治萬有之君，救主耶穌親臨！邦國執政權勢，歸降伏拜神明； 
 我主除滅罪、死管轄，顯彰屬天國度廣大。 

默想：4) 馬槽誕降之君，羞恥十架之主！謙恭同心敬拜，尊榮主名聖譽， 
 眾心歡樂，引頸歡迎，號角鼓聲宣：“主降臨！” 

   5) 聯同蒙贖萬軍，清心伏主跟前，永生上主眾子，皆屬救恩供獻， 
 同頌主愛救拯權能，神名同尊直到永恆。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基督卑微誕降 (普天頌讚 17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11 篇 1-1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加拉太書 4 章 4-7 節 

8. 獻詩 ..................... 嚴冬懷主歌 (教會樂圃原創曲集一 23 頁) ................... 詩  班 

9. 奉獻 ....................................... 這是天父世界 (早堂)..................................... 眾  坐 

美麗願景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1 章 1-18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人生虛空麼？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你是否在場 Were You There by Dorothy Wells ............... 眾  坐 

14.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2016-2017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天開始，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

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級別 題目 導師 課室 

基礎 承先啟後的僕人 (I) 鄧綺雯姑娘 104 

中級 智慧詩篇 孔啟源先生 101 

進階 宗教心理學與處世智慧 麥志成牧師 副堂 

初中主日學 奇妙的耶穌 劉皓然弟兄 103 

高中主日學 烈火先知 梁小儀姊妹 105 

3) 1 月 2 日（週一）為元旦翌日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一天，請弟兄姊妹

留意。 

4) 由 1 月 3 日起，逢週二晚上 7:30，麥牧師在副堂舉行祈禱查經班，研讀

〈創世記〉，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2017 年 1 月份家庭團契各組別的聚會日期及內容已張貼於接待處，請家

長預留時間出席，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6) 15/1 於崇拜後將進行 2017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先禱告尋求，順

服聖靈的帶領參與教會的服侍，共建神家。 

7) 2017 年執事名單（參與部門）： 

余文耀（財務）、余月娥（聖樂）、呂潔儀（佈道）、李婉貞（教育）、 

李燕怡（兒童、教育）、林殷宏（科技）、林禮標（行政、總務）、 

張漢榮（長者）、陳永祐（行政、成人）、雷偉勝（青少年） 

8) 麥志成牧師將於 1 月 6-8 日（週五至日）前往鶴山教會，請禱告記念。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6. 殿樂 ......................................... Jesus, my life's life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陸家偉先生 陸家偉先生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雷書昊弟兄 李英楠姊妹 雷書昊弟兄 彭秀群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瑞萍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瑞萍姊妹

招待: 楊美美姊妹 李燕怡執事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葉翠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蔡月媚姊妹 梁廣深弟兄 莫雪貞姊妹 朱月萍姊妹 鄧愛賢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小蓮姊妹

當值: 周錦照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穎欣姊妹 羅志威弟兄 張漢榮執事 呂幹雄弟兄 惲保羅弟兄 朱麗麗姊妹

影音: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李建業弟兄 雷君昊弟兄 梁志強弟兄 何淑怡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林殷宏執事 雷偉勝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林二妹姊妹 楊明麗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梁頌康弟兄 梁頌康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文玉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主受洗日（白／金）(1月8日)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金）(1月1日) 聖餐

本月奉獻累積: $537,166  (包括發展及購堂: $92,2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30,621

本週獻花: 麥志成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