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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存有盼望的新一年 

今日是 2023 年第 2 個主日，進入新一年的感覺如何？大家會否感到全世界的氣

氛與上一年大不同？起碼整個「大中華區」的氛圍截然不同，主流媒體都向大家

宣告：明天會更好。我們的感受是否也能互相配合？ 

聖經提及「信、望、愛」，在個人的觀察中，「盼望」的訊息是相對在教會聚會中

少有提及，我們這城市在過去 4-5 年經歷重大、急劇的改變下，現在的社會氣氛，

相信弟兄姊妹能夠對明天存有盼望，這也是眾人期待已久的心情。上星期的崇拜

講道中，以「何西阿書」作為本年首次主日訊息，經文描述出北國以色列只有表

面的風光，可以用「金玉其外」來形容，而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君王、領袖、人民

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上、下「同心」遠離神！而經文核心信息是「神的拯救」，

正如何西阿及他長子耶斯列的名字意思，是「拯救」及「栽種」，條件就是他們回

轉歸向神，為人帶來盼望。 

「我們要認識，要追求認識耶和華。他如黎明必然出現，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霖，

像滋潤土地的春雨。」  (何西阿書 6:3) 

這應許必然臨到回轉的以色列人，也恩及全世界所有願意相信救主耶穌的人，包

括今日的我們。我們可以如何回應？ 

在這新一年的開始，在這存有盼望的新一年，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作計劃，在

工作及學業上，在人際的交往，在人生規劃等，有前瞻性的樂觀安排，更重要是

在信仰成長方面，要對自己有要求； 

無論是個人親近神的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教導的認識及實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事奉及傳福音層面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甚至是人際關係及愛心關顧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付個人軟弱及遠離神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都可以一一作出計劃。今年是一個存盼望的開始，怎可以不把握這大好時機，

從自己開始，與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努力、實踐，經驗神「像甘霖、像滋潤土地

的春雨。」使我們經歷到豐盛的一年。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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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一月八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一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45 篇 1-2、6-7 節 (舊約 803 頁) 眾立 

1 我心裏湧出美辭，我為王朗誦我的詩章， 

我的舌頭是敏捷文士的手筆。 

2 你比世人更美，你嘴裏滿有恩惠； 

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6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度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7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3. 讚美：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眾立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間奏)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美哉主耶穌 (生命聖詩 65 首) 眾坐 

1 美哉主耶穌，宇宙萬物主宰！真神甘願降世為人； 

 我心所景仰，我靈所尊崇，是我榮耀，冠冕，歡欣。 

2 青翠的草地，森林倍加美麗，全都披上彩艷春衣； 

 耶穌更美麗，耶穌更聖潔，能使愁心歡唱不已。 

3 明麗的陽光，月亮倍覺清朗，繁星點點燦爛閃耀；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天使榮光不足比較。 (間奏) 

4 榮美的救主，統管萬國萬民，祂是神子又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頌讚與崇敬，都歸耶穌永不止息。 



 

3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2 章 1-9 節 (舊約 1064 頁) 

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萬邦。 

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他憑信實將公理傳開。 

4 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 

 眾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5 那創造諸天，鋪張穹蒼，鋪開地與地的出產， 

 賜氣息給地上眾人， 

 賜生命給行走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如此說： 

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要攙扶你的手，保護你， 

 要藉著你與百姓立約，使你成為萬邦之光， 

7 開盲人的眼，領囚犯出監獄，領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 

8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別神， 

 也不將我所得的頌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9 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要指明新事， 

 告訴你們尚未發生的事。 

 

馬太福音 3 章 13-17 節 (新約 5 頁) 

13 當時，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 

 到了約翰那裏，請約翰為他施洗。 

14 約翰想要阻止他，說： 

 「我應該受你的洗，你怎麼到我這裏來呢？」 

15 耶穌回答他： 

 「暫且這樣做吧，因為我們理當這樣履行全部的義。」 

 於是約翰就依了他。 

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他看見神的靈降下，彷彿鴿子落在他身上。 

17 這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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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太初創造 眾坐 

1 水聚一處─太初創造，聖靈運行施大能， 

首見光明天日開始，衝破黑夜死幽暗。 

2 水分左右矗立嚴陣，靜待奴隸出死地， 

驅除一切鎖鏈綑綁，通到生命新開始。 

3 約旦水流潔淨罪奴，曾經擁抱父所差， 

展露聖子無限榮光─自有、永有世上來。 

4 活潑水泉湧溢不斷，解渴甘美舒靈魂， 

救恩源頭湧自永生，免受乾渴，得完全。 

8. 奉獻：掛慮全交托 (世紀頌讚 364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列王紀下 14 章 25 節、 眾坐 

     約拿書 1 章 1-10 節 (舊約 531、1385 頁)  

14:25 「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 
   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
   先知約拿所說的。」 
1: 1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 

2 「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因為他們的惡已達到我面前。」 
3 約拿卻起身，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 
 他下到約帕，遇見一條船要往他施去。 
 約拿付了船費，就上船，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 

為要躲避耶和華。 
4 耶和華在海上颳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船幾乎破裂。 
5 水手都懼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明。 
 他們把船上的貨物拋進海裏，為要減輕載重。 
 約拿卻下到艙底，躺臥沉睡。 
6 船長到他那裏，對他說： 
 「你怎麼還在沉睡呢？起來，求告你的神明， 
  或者神明顧念我們，使我們不致滅亡。」 
7 船上的人彼此說： 
 「來吧，我們來抽籤，看看這災難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
 於是他們就抽籤，抽出約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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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們對約拿說： 
 「請你告訴我們，這災難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呢？ 
  你做甚麼行業？你從哪裏來？你是哪一國的人？ 
  屬哪一族？」 
9 他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敬畏耶和華，天上的神， 
  他創造了滄海和陸地。」 
10 那些人就大大懼怕，對他說：「你做的是甚麼事呢？」 
  原來他們已經知道他在躲避耶和華，因為他告訴了他們。 

10. 信息：願意被主使用的人! 眾坐 

11. 回應：主恩藉我傾 (青年新歌 14 首) 眾立 

1 在塵俗多變幻世間走過，每天困憂多掙扎， 
 黑夜中閃耀出主愛真光，令眾心歡欣釋放。 ** 
2 願傳頌基督寶架施恩愛，成就救恩顯寬恕。 
 因著祂生命必經歷改變：來用我一生宣告！ ** (間奏) 
3 既蒙上主供應也當施予，效法主基督的愛， 
 幫助那軟弱的，關愛失喪，願這生忠主所託。**  

** 主恩藉我傾，願一生獻呈。活出新生，尊主至聖。 
 主恩藉我傾，救主聽禱聲！盼祝福他人，今天將主證！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Allegro maestroso, Opus15, no17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傳意及出版事工有限公司、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

港區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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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張艷艷傳道 張艷艷傳道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麥淑容姊妹 周鈺貽姊妹 繆迺頌姊妹 柯綽瑤姊妹 賴文湘姊妹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趙潔儀姊妹 梁文耀弟兄 葉翠蓮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鄧柏齡弟兄 林耀尊弟兄 蔡綺媚

司事: 鄧愛賢姊妹 呂玉潔姊妹 伍美娟姊妹 李思敏姊妹 陳景安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馬君蕙姊妹 鍾志堯弟兄 陳惠霞姊妹 曾建恆弟兄 曾偉珩弟兄 張漢榮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彭秀群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黃曉媚姊妹 鍾穎嵐姊妹 陳志立弟兄 陳卓恩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呂君達執事 黃佩貞執事 陳永祐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羅藹誼傳道 羅藹誼傳道 -　- -　-

司琴: 劉卓曈姊妹 劉卓曈姊妹 -　- -　-

讀經: 韋樂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　- -　-

司事: 鍾溢恩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　- -　-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何執娣傳道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穎心小朋友羅藹誼傳道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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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期第二主日（綠）(1月15日) 顯現期第一主日 (綠)(1月8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135,055 本月累積奉獻: $135,055  (包括發展及購堂: $300)

本週獻花: 黃翰濤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203 主知名 3000 *1204 主知名 200 *1205 主知名 500 *1206 主知名 8050 *1207 主知名 1300
*1208 主知名 10000 *1209 主知名 1000 P905 主知名 200 R155 主知名 6000 R185 主知名 500
R921 主知名 500 R973 主知名 3000 S037 主知名 2000 S045 主知名 2000 S046 主知名 2000
S333 主知名 1000 U210 主知名 6500 U211 主知名 100 U383 主知名 8800 U426 主知名 800
U631 主知名 500 U840 主知名 1800 U974 主知名 200 U976 主知名 300 V588 主知名 1500
V589 主知名 10000 V767 主知名 100 V769 主知名 3000 V821 主知名 3500 V851 主知名 4600
V868 主知名 1000 V870 主知名 2000 W239 主知名 3000 W520 主知名 1000 X213 主知名 500

X426 主知名 5000 X790 主知名 1000 X889 主知名 6000 X988 主知名 3400 Y342 主知名 50
Y431 主知名 2000 Y510 主知名 100 Y542 主知名 1000

慈惠 : *1207 主知名 500 U974 主知名 200
感恩 : N138 主知名 3000 R184 主知名 500 S038 主知名 1000 S046 主知名 2000 T997 主知名 100

U631 主知名 500 U974 主知名 200 V771 主知名 1500 W093 主知名 500 W115 主知名 300
Y342 主知名 50 Y510 主知名 100 Y591 主知名 3000

發展 : *1204 主知名 200 U974 主知名 100
教育 : U974 主知名 100
鮮花 : U974 主知名 100 V867 主知名 500
其他 : W198 主知名 36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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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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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
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感謝房角石執行幹事張艷艷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士師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
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
活中實踐。 

5) 福蔭團契於 1 月 14 日(六)下午 2:00-4:00 感恩分享聚會，歡迎
弟兄姊妹出席。 

6) 1 月 22 日(日)上午 10:00 聯合新春崇拜(一堂)，請弟兄姊妹依
時出席，同來敬拜我們的主基督。 

7) 2023 年新一季青成主日學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加的弟兄
姊妹請於 22/1/2023(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及
形式 

報名連結 

成人進階課程
【當神學遇上
哲學】 

理論上神學先於哲學，神學領導學術思想發
展，隨著人文主義漸興盛，神學又逐漸走向死
胡同，哲學反成為學術主流，神學只有守衛傳
統的能力，且與哲學分歧越來越大，特別在倫
理生活應用上，究竟神、哲學注定各走各路？
還是可以尋找到互動的途徑？本課就此課題從
認識開始，到引發我們去思考。 

麥志成牧師 1 月 29 日(日)開課，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ujHCtAeucFWX
GPVf9  

初信栽培課程 
【信仰生命的
起動】 
 

對象：初信者或對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價值和意
義不太清楚的信徒。 
課桯目的：探討基督教信仰的真義，並反思信
仰對我們生活的現代意義。 

江慕慈傳道 1 月 29 日 (日) 開
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6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FKZfJVDVZcC
6qFuz9  

高中課程 
【戀愛祈兵】 

探討青少年的戀愛觀，了解聖經對戀愛的觀
點，預備成為一個更好和合神心意的自己。 

劉浩然兄
弟、林恩庭
姊妹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dGuHXBafwZ7q
NE629  

初中課程 
【信仰實踐】 

從聖經學習了不同的教導，嘗試運用在日常生
活上，彼此鼓勵見證信仰。 

陳志輝牧
師、葉英傑
傳道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
BokPm1h3iojJR
Htg9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ujHCtAeucFWXGPVf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FKZfJVDVZcC6qFuz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dGuHXBafwZ7qNE62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https://forms.gle/BokPm1h3iojJRHt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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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神學院將於 2 月及 3 月借用本堂舉辦神學延伸課程，現

可報讀 2 月份之課程，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8/1/2023 
(日)下午 2:00 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9) 會友鄧李碧田姊妹於 1 月 5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1 月 20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科目名稱 講師 上課日期、時間 費用 報名連結 

食物神學(1) ─

─ 文化及無權

者的權力 

李卓舲女士 

（M.Div.） 

2023 年 2 月 3、

10、17、24 日 

逢 週 五 晚 上

7:30-9:30 

400 元正(首 20 名報名

之本堂弟兄姊妹將獲

本堂全費資助。 

https://forms.gle/
3VABLEHdCoi
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https://forms.gle/3VABLEHdCoiHxdDX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