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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也來報佳音 
 

春節，是中國人的大節日，這點不容置疑，也不用我多說。不如說說我對春節的感受。
年少時當然十分期待春節來到，當時作為學生，可以有一長長的假期，又有很多的美
食，更重要是利是錢。春節前後的氣氛，更令人有如聖誕節般同樣「普天同慶」的感
受。 

 

但進入青春期，就一一否定童年的感受！假期往往附加沉重的功課！美食原來也不
外如是，年年復年年，不過都是這些！利是錢仍很重要，雖不是「凡事都能」，但沒
有它就萬萬不能。但不要忘記，收取利是錢其實也要付出代價，就是要去拜年。舟車
勞頓不在話下，最怕還是要回應親友不斷重覆，年復年一樣的評頭品足，及不想回應
問題； 

 

「大個咗，唔同細個那模樣！」(無言！) 

「讀那所學校？成績點呀？」(明年又會問同樣的問題！) 

「拍拖未呀？」(父母都唔講啦，更加唔會同你講囉！) 

「有沒有信心升讀大學？將來想做邊行？」(我自己都想問這問題！) 

 

唔想咁樣？可以點？我選擇不去拜年，就算利是錢被「中央沒收」，也不為「五斗米
折腰」。春節只是令人愁煩的節日！ 

 

信主後，人長大了一點，再去想春節的意義。這是中國人家庭團聚的日子，可與至親
的家人、或是與不見多時的親人相聚，及分享近況的好機會。對於信主的我們，不正
正是說出感恩的話之好時機？也可以向親友說及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這年間經驗到
的人與事，無論順、逆，也可以分享自己及家人如何經歷神的同在。遇上有難處的親
友，我們更可以關愛他們，甚或這是向他們傳福音的好時機？ 

 

春節，是一段最好用來接觸親友的日子，他們的家門為我們而開，也是談及生活上喜
與憂的日子。春節的拜年，有如福音的門為我們而開，大家有沒有在這日子，同樣地
向親友「報佳音」，傳喜訊？ 

 

提摩太後書 4:2 (新漢語譯本) 

總要傳道，無論合時不合時，都要作好準備；總要心存百般的忍耐，用各樣的教導指
正人、責備人、勸勉人。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40 篇 1-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 

應：他從泥坑裏，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 

  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健。 

合：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讚美我們神的話。 

  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並要倚靠耶和華。 

3. 讚美 .............................榮耀基督顯明 (普天頌讚 183 首) .......................... 眾  立 

1) 榮耀基督，道成肉身，永恆大愛世上顯明： 

求以眾心永遠為家，容我得居榮光之境。 

2) 人類生活繁忙、乾枯，麻木、疲憊，漠不關心： 

求主耀照黑蔭世界，醫治、重建－顯主光明。 

3) 榮光初露約但河畔，罪眾同領新生活泉， 

覺醒上主與人同居，因此洞照言行分寸。   (間奏) 

4) 世界真光充滿萬邦，求來更新信、愛、希望， 

引導眾子進祢平安，如昔景星領到主旁。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古人喜樂 (普天頌讚 18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9 章 1-6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 章 1-9 節 

7. 獻詩 ................................. 以主為樂 (普天頌讚 103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 章 29-42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聽一聽、看一看 ......................................... 眾  坐 

11. 回應 ...............................我一生目標 (生命聖詩 365 首) ............................ 眾  立 

1) 我一生目標，乃是神自己，非平安喜樂，亦非求福氣； 

不論何代價，要達這境地，是主引領我，不靠我自己。 

2) 我憑着信心，向着目標行，靠賴主慈愛，讓主來引領； 

我蒙主扶助，努力向前走，直到神成全這最深祈求。 (間奏) 

3) 不論要行走，崎嶇黑暗道，不論要付出代價何等高； 

主會帶領我，達到這目標，引到主的路一定是窄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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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崇拜後進行 2017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填妥交回

收集處。 

3) 18/2、25/2 下午 2:30-4:00 舉行崇拜主席培訓班，請現任事奉肢體和有心

志裝備事奉的肢體預留時間參加學習。 

4) 本堂於 2 月 26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禮堂播放余德淳博士與翁偉微導演合

作的新製作「打機王」親子電影，詳情請留意海報。 

5) 差傳佈道部將於 3 月 5 日下午 2 時舉辦內地事工講座，講員為張連有先

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6) 歡迎周錦照弟兄(行政主任)於 1 月 4 日到職。 

7) 麥志成牧師於今天到順安浸信會證道。 

8) 本堂會友莊林成弟兄已於 1 月 7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1 月 24 日晚

上 7 時 30 分在福澤殯儀館五樓永慈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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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平安臨世 (普天頌讚 179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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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雷書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蔡小鳳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劉己惠姊妹 陳雅媛姊妹 劉己惠姊妹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林義妹姊妹 趙惠蘭姊妹 梁淑敏姊妹 李淑蓮姊妹 何艷愛姊妹 梁銘章弟兄 李淑蓮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鄭穎儀姊妹 孫俏娟姊妹 方子仁弟兄 李麗梅姊妹 葉蔓菲姊妹 袁麗娟姊妹 譚慧冰姊妹 吳友蓮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朱麗程姊妹 林禮標執事 馬志國弟兄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招楚筠姊妹 林志剛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育如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郭浩賢弟兄 余冠希姊妹 許偉賢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冼文儀姊妹 葉蔓菲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陳曉晴姊妹 陳曉晴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梁振平弟兄 區惠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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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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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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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後第三主日（綠）(1月22日) 顯現後第二主日（綠）(1月15日) 

本月奉獻累積: $297,178  (包括發展及購堂: $37,800; 冷氣: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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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66

本週獻花: 蔡加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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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6年12月 總數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39,907      426,507    5,800     13,400   2,000     -             92,200       

現金支出 750,173      700,797    1,000     -             -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210,266)     (274,290)   4,800     13,400   2,000     (5,000)    48,824       

月底現金結存 1,255,249   177,944    418,370 668,160 (2,600)    (7,600)    975            

月底未償還貸款 3,497,568        2016年12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  財務摘要  ********************************************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