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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雞報喜 

 
以十二生肖所代表的年份，今年是「雞年」。在華人的教會，可能都會以每年的生肖，
作出一些聖經教導。當談到雞，大家又會想到那段經文？當你在聖經軟件中輸入「雞」
字，就會看到以下經文；(太 26:31-35) 
 
31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 
   因為經上記着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32 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33 彼得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 
34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夜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35 彼得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我們看過這經文多次，可能對跟從了耶穌三年的彼得有失望之感，亦同時體會到神的
愛及接納。還有其他的感想嗎？彼得這回應，與我們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未感到切
身？還是一件非常切身的問題，常常成為自己的提醒？ 
 
耶穌預言，門徒會因著突發的危難而分散，甚至是跌倒！彼得在一眾以先表示自己信
心堅定，「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我們對主耶穌也有這份雄心
壯志嗎？ 
 
耶穌卻把人性的軟弱，亳不被諱的展列出來，「我實在告訴你：今夜雞叫以先，你要
三次不認我。」雄心壯志是一回事，大難臨頭才見真章。雖然所有門徒都回應說：「我
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 
 
我感受到，彼得及門徒的問題，常常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只是場景不同。我們當然
不能出現於耶穌被捕時，或被審問時的場景，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有無數次「不
認主」？每當我們以世上的人與事，取代了站在耶穌的身旁，我們就正正在「不認
主」！ 
 
- 睡多一點、玩多一陣、做耐些少，今天不回教會敬拜神了。 
- 以自己的標準，代替聖經的教導。 
- 「留得青山在」，今日我先用時間完成人生目標，他日才想想如何回應神， 
  但他日又是何時？ 
 
雞嗚，讓彼得醒悟到自己已走錯路，但在我們的生活中，甚麼可以成為「雞嗚」？叫
我們不再越走越遠！祝願由今天開始，我們身邊滿有如天使的「金雞」，常常成為我
們的提醒。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 10:25)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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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19 篇 1-2, 5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行為正直、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有福了！ 

應：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有福了！ 

合：但願我行事堅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3. 讚美 ........................ 奮起！真光已臨！ (普天頌讚 181 首) ...................... 眾  立 

1) 奮起！真光已臨！聖靈呼召頻傳；上主神聖光輝照耀，榮光待你廣宣。 

2) 奮起！真光已臨！敞開牢獄之門，報告被擄今得自由，貧者佳音得聞。 

3) 奮起！真光已臨！除掉憂傷苦困，治癒一切破碎心靈，安慰哀慟之人。 

4) 奮起！真光已臨！羣山歡呼歌唱！如鷹展翅，興起飛騰，靠主大能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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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平安臨世 (普天頌讚 179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申命記 30 章 15-20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5 章 20-37 節 

7. 獻詩 ................................. 屈膝尊崇 (普天頌讚 104 首) .............................. 詩  班 

8. 奉獻 ...............................主道不變更 (普天頌讚 4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提摩太後書 2 章 24-2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一團和氣 ............................................... 眾  坐 

11. 回應 ................................. 主內相愛 (生命聖詩 220 首) .............................. 眾  立 

** 神是愛，有真愛地方，神就會同在。 

1) 我們因愛蒙召，今天主內相聚，基督我們所愛，喜與我們同在。 

齊來敬祂，愛祂，永恆獨一真神，既愛祂，讓我們愛弟兄如愛主。 ** 

2) 當眾信徒聚集，主內肢體結連，但願同感一靈，彼此全無紛爭。 

除去憤怒爭競，避開所有對立，懇求基督我神，常與我們同在。  ** 

3) 當我們得覲見救主榮耀聖容，求賜愛的果效，眾聖同聚喜樂， 

造物聖善光輝。求祢照耀我們，在永恆讚美中，祢是我們福祉。  ** 



 

 

 

 

12.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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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於 2 月 15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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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晚間主日學課程：「進入生命的週期」，日期：1/3-25/5，時間：逢週四晚

8 時至 9 時半(除第一堂 1/3 於週三晚上堂)，簡介：藉新、舊約的經文思

考永恆神在創世以先為人類預備的普世救贖，並進深認識救主受難之意

義與我及教會的關係；透過反省和默想操練與提昇屬靈生命的敏感度之

同時，也認識歷代教會記念主受苦的禮儀和相關的音樂與詩歌創作。歡迎

報名，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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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於 2 月 10-12 日（週五至日）前往鶴山教會，請禱告記念。 

7) 公禱事項：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4,16） 

* 求世界唯一的真光—主耶穌基督--照耀我們內心的幽暗，使我們進入

光明，在世成為光明之子。 

* 求恩主使用我們成為世上的光，讓未認識主救恩者因我們的見證而相

信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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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ostlude in C by J. Christian Heinrich Rinck (1770-1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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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張祥志先生 張祥志先生

主席: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讀經: 張宏睿弟兄 連卓鴻弟兄 張宏睿弟兄 呂潔儀執事 連思樺姊妹 陳朝發弟兄 連思樺姊妹 徐俊榮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何玉燕姊妹 陳醮英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楊妙玲姊妹 鄭倩雲姊妹 康　全弟兄 周寶頤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呂玉潔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李翠碧姊妹 李雪葵姊妹 譚建偉弟兄 雷瑞玉姊妹

當值: 李德恩弟兄 陳惠霞姊妹 曾建恆弟兄 彭秀群姊妹 戴志遠弟兄 麥淑容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呂君達弟兄

影音: 葉蔓菲姊妹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陳貽添弟兄 梁睿熙弟兄 呂進雄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婉貞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司數: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插花: 林二妹姊妹 鄭穎儀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譚柏朗弟兄 譚柏朗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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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穎珊姊妹 林淑容姊妹 張瑞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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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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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後第七主日（綠）(2月19日) 顯現後第六主日（綠）(2月12日) 

本月奉獻累積: $199,967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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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67

本週獻花: 趙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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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