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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 

 

  當你身邊發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有否想過這是上主叫你作出改變？舉例說，因工

作不如意，辭職後察覺，也許上帝呼召你去讀神學。 

 

  基於我們承認上帝為我們的主，信徒就要小心留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大小事情，

可有上帝的旨意，亦因這緣故，我們不時聽到有信徒說，上帝叫我怎樣怎樣做，就如

剛才所說，身邊發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不得不用上帝（或一位權威人士）去支持自己，

因此說成「上帝話……」。 

 

  神學家楊格（David Yeago）指出，激發馬丁路德採取宗教「改革行動」其中的

一個起因，是看到羅馬教庭對偶像崇拜的容忍。這「偶像崇拜」是一種屬靈上的狡猾，

它將上帝當作是一種手段，用上帝來滿足一己的屬靈需要，把上帝當作是「可用者」，

而不是讓人尊崇的上帝。任何相信自己可以「利用」真神的人，明顯都不是與真神交

往，利用上帝來滿足我們自己，等於崇拜我們親手造出來的神（偶像）。 

 

  直至今天，人仍然繼續的「消費」（利用）上帝，藉著相同偶像崇拜的方法，去

作他們所說的，說讀神學、為市民服務、轉工等是上主的旨意，結果，他們造出了一

個贊同他們自己的上帝。於是，他們真正崇拜的是他們的幻想，而不是真實的上帝，

他們以為上帝就跟他們想像的一樣。 

 

  要向上帝負責，又要向自己負責。早前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被劉慧卿問「你信不

信上帝」，葉劉說：「我唔想擺上帝上枱」。葉劉淑儀的答覆於我來講是更有擔當的。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 

 我們是祂造的，也是屬祂的； 

 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羊。」詩篇 100：3 

 

「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惟獨耶和華是上帝，並無別神。」列王紀上 8：60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27 篇 1, 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應：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裏求問。 

3. 讚美 ................................. 晨星輝煌 (普天頌讚 187 首) .............................. 眾  立 

   1) 明亮晨星超眾星，光輝燦爛，洞照我幽暗，步步領前路； 

 東方景星耀天邊，異采輕泛，導引尋覓小聖嬰，救贖主。 ** 

   2) 馬槽冰冷，看露珠閃爍晶瑩，牛馬之所，聖子降貴屈尊， 

 嬰孩安枕熟睡，天使尊聖明：崇拜同宣創造主、救世君。 ** 

默想：3) 理應相報以名貴稀世珍寶：東方乳香－祭物神聖芬芳， 

 山中碧玉、海裏珍珠多嬌肖，林中沒藥、礦田黃金生光。 ** 

   4) 華麗豐富財寶獻主皆徒然，上主悅納豈是物質寶珍？ 

 崇敬真誠比祭品更加美善，虛心虔禱實貴重，神垂允！  ** 

   ** 明亮晨星超眾星，光輝燦爛，洞照我幽暗，步步領前路； 

 東方景星耀天邊，異采輕泛，導引尋覓小聖嬰，救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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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阿利路亞頌歌飄揚 (普天頌讚 184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阿摩司書 3 章 1-8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 章 10-17 節 

7. 獻詩 ...........................頌歌響遍賀我王 (普天頌讚 106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186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2 章 21-39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信心的等待 ............................................. 眾  坐 

11. 回應 ................................. 等候倚靠 (生命聖詩 284 首) .............................. 眾  立 

1) 信靠救主引導你前路，若你受苦，主必眷顧， 

無論何境況主賜力量，使你平安渡過憂傷； 

當信靠主不移的愛，如立磐石堅穩安泰。 

2) 安靜等候，謙卑且順服，歡欣盼望，心滿意足， 

總要接受主恩慈旨意，主愛參透一切的事， 

確信祂知我們所需，因祂選我們作兒女。    (間奏) 

3) 禱告歌唱，堅守主命令，盡己本分，殷勤忠誠， 

信靠主豐盛恩慈聖言，必得見神逐一成全， 

將你所需都告訴神，祂不撇下信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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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繼續收集 2017 年事奉人員招募表，請未交回的肢體填妥後放進收集

箱。 

3) 1 月 28 日（今週六）為農曆年初一公眾假期，教會將會暫停開放一天，

請弟兄姊妹留意。 

4) 下主日（年初二）青少年崇拜將與成人崇拜聯合，一起敬拜主；早堂 9 時

正，午堂 11 時 15 分。請家長及青少年注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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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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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後有資深 EQ 訓練顧問陳冠浩先生

專題：「教反叛兒的方法」，詳情請留意海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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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麥師母已於 2017 年 1 月始辭退義務傳道一職。 

9) 本堂會友莊林成弟兄安息禮拜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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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se (Anon. Italian) (18th c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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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眾執事 眾執事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讀經: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林恩庭姊妹 李燕怡執事 林恩庭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招待: 何艷愛姊妹 梁銘章弟兄 李淑蓮姊妹 方子仁弟兄 鄭　琦姊妹 林燕芬姊妹 張元娜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葉蔓菲姊妹 袁麗娟姊妹 譚慧冰姊妹 吳友蓮姊妹 黃寶強弟兄 劉　匡姊妹 麥寶儀姊妹 鄭慧芝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招楚筠姊妹 林志剛弟兄 黃瑞玲姊妹 林景輝弟兄 黃香娣姊妹 余文耀執事

影音: 郭浩賢弟兄 余冠希姊妹 許偉賢弟兄 夏振傑弟兄 陳永祐執事 鍾穎嵐姊妹 黃曉媚姊妹 藍天晴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葉蔓菲姊妹 朱滔聰弟兄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司琴: 陳曉晴姊妹 陳曉晴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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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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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後第四主日（綠）(1月29日) 顯現後第三主日（綠）(1月22日) 

本月奉獻累積: $408,615  (包括發展及購堂: $43,800; 冷氣: $8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11,436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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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