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凝聚愛 建神家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章 34-35節》  
───────────────────────────────────────────────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有限公司 

 

溫馨提示： 
 請準時安靜入座，關掉響鬧裝置，預備心靈誠實敬拜神。 

 請盡量使用較前及靠中間座位，更專注地親近主。 

 身體不適或長者，可不須隨眾站立。 

 若崇拜進行而正在祈禱，請在禮堂後方安靜，等候司事引領入座。 
 為尊重神及有美好的見證，敬請在整個崇拜完成後才離開。 

 

週六家庭崇拜 2022 年 9 月 24 日 

  教育主日 2022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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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甘家勇牧師  

祈禱 --------------------------------------------------- 主席 

講道 --------------------- 長進蒙福 -------------- 陳永輝牧師 

希伯來書 6：1 - 8 

奉獻 --------------------------------------------------- 眾坐 

報告 --------------------------------------------- 甘家勇牧師 

彼此祝福 ---------------- 在耶穌裡 -------------- 甘家勇牧師 

1. 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  x 3 
從今時一直到永久，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 

2. 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  x 3 
從今時一直到永久，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 

 

～ 分組 ～  

 

Awana 家長請留意分組後到各營導師指定地點接回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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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9 月 25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歷代志上 16:25 ----------- 主席：秦鸞彩牧師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 

祂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詩歌敬拜 ------------------------------------------------------------------- 梁樂知姊妹 

祈禱 ------------------------------------------------------------------------------------ 主席 

讀經 ----------------------------- 希伯來書 6：1 - 8 ----------------------------- 主席 

講道 ----------------------------------- 長進蒙福 ------------------------- 陳永輝牧師 

回應詩歌 --------------------------- 祢成就救恩 --------------------------------- 眾立 

奉獻 ------------------------------------------------------------------------------------ 眾坐 

獻詩 -------------------------------------------------------------------------- 小一歌詠團 

為學校祝禱 ---------------------------------------------------------------- 甘家勇牧師 

家事報告 ------------------------------------------------------------------- 甘家勇牧師 

讚美詩 ------------------------- 生命聖詩第 535 首 ---------------------------- 眾立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牧禱及祝福 ---------------------------------------------------------------- 甘家勇牧師 

～默禱‧散會～   

兒童主日學家長崇拜後請到下述地點接回子女： 

小學級：二樓課室     幼稚級：一樓課室 

小一歌詠團：2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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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頌讚你Hallelujah】(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詩集：齊唱集，500) 

感激基督帶領，恩典賜予我未停， 
日日服事主我心歡喜， 
讓讚美聲跨千里， 
要唱唱唱莫停，Hallelujah！ 
頌讚祢 Hallelujah，稱讚祢 Hallelujah，Hallelujah！ 
頌讚祢 Hallelujah，稱讚祢 Hallelujah，Hallelujah！ 

【這個家】(版權：偉訊影音製作  詩集：唱和集 2，12) 

願你帶著歡笑，走進這個家，互勉帶著基督的愛心。 
共探討天父真理，同明瞭神話語。走每一步，能緊守主旨意。 

多分享主愛，彼此擔憂慮，願主帶領我路程不畏懼。 
效法主關心與扶助，齊學習兼實踐，願愛主事奉竭力在這家裡。 

【祢成就救恩】(版權：HKACM  曲：Larry Hung   詞：朱浩廉)  

是祢寧下降凡塵    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    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    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 
耶穌祢是王 

月詩：【不變以馬內利】(版權：沙田浸信會  詩集：無言的讚頌，13) 

以馬內利，神同在不會終止； 
以馬內利，無懼世事改變幾多。 
祂必與你一起，與我一起走每一天； 
相信在這一刻，以後每一刻也沒改變。 
以馬內利，就算漆黑鋪天際， 
深深相信是神仍必與共；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教我心仍然相信，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定會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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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曲：Laura Story 譯詞：三吉 Alex） 
我總盼有福  盼享穩妥  祈求我家舒適 晚間可安歇過 
盼得到富足  盼得治療  求神奇妙恩手可帶走這生苦楚 

神總垂聽  千句內心聲音  神對我愛多深  哪會次等送贈 

盼聽到祢聲 祢的共鳴  若每覺得主不語 我總灰心責怪 
神慈愛美善 我偏懷疑  從神話語的應許 難道仍未足夠 

神總憐恤 聽我悔改心聲  還賜我信心 可甘心交託 

如罪惡得勝 如被摯友背叛煎熬  提示我 儆醒我 
浮沉在世 原是過路客  我家非這裡 
副歌： 
但祢祝福能隨雨傾降 淚也可化作神醫治 
無眠夜千番綑綁 方使我認識祢永在旁 
或許今生苦困 是祢祝福的變相 

讓我一生中最深的痛 讓那悲傷和失望 
提示著我世界終必會朽壞 怎解心飢渴 
或許今生苦困 難眠夜晚雨暴連場 全是祝福的變相 

【主祢知道】(曲：Ode Wong 詞：Ode Wong / Glory Cheung @SEMM) 

軟弱 主祢知道 疲乏 主已知道   
更知道 我渴慕 我心裡 那愛慕  這一切 祢都知道 

耶穌 親自尋找我  於加利利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軟弱 祢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主 奉上給祢 

軟弱 主會擁抱 疲乏 主也鼓舞 
祢安慰 祢引導 祢寬恕 祢教導  這一切 我都知道 

我不回首 向前走  點起愛祢的火 永不放手 
祢應許不改變 必施恩看顧  賜我勇氣走上 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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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長進蒙福 講員：陳永輝牧師 

經文：希伯來書 6：1 - 8 

神透過信息，提醒我需要改變的有： 

 
 
 
 
我向神感謝的有： 

 
 
 
 
我向神祈禱的有：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 

6:2 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6:3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6: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 
6:5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6:6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

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6:7 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

用，就從神得福； 
6:8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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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苗圃歌詠團 

         2022 年 9 月 25 日 教育主日獻唱 

小苗圃歌詠團特為小一同學而設，目的為通過唱歌、律動、遊戲、樂器合奏，讓小朋友感受

音樂的樂趣；從而認識創造萬物的父神，為愛捨身的耶穌；並藉着演出，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提升自信。 

 

獻唱詩歌  

My God is so Great 

My God is so great,  

 so strong and so mighty! 

There's nothing my God cannot do! 

The mountains are his, the rivers are his, 

the stars are his handiwork too. 

My God is so great, 

 so strong and so mighty! 

There's nothing my God cannot do! 

Jesus Loves Me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事奉人員 

顧    問： 甘家勇牧師  

 

關顧同工： 黃仕貞傳道 吳湘薇傳道 

音樂總監： 鄧天恩    

導師及器樂： 黃舒琳 司徒智仁 梁樂知 甘尚然 

音樂大使： 馬澧言 黃丞遵 鍾諾昕  

總務大使： 蘇彥邦 張雋朗   

小一獻唱學生：  

1A 班： 陳知行 李梓溢 何焯嵐 鍾宥天 

 

 陸藴梔 曾子穎 李思潁  

1B 班： 高愷謙 陳駿謙 凌巧頤 郭思言 

1C 班： 莊家熙 覃朝灝 梁晉榳 吳昕桐 霍可欣 黎睿泓 

1D 班： 黃星睿 潘學勤 鄭弘湕 黃皓謙   

1E 班： 陸偉榆 胡竣喬 文心妡 陳希朗 林榮泰 鄭穎蕎 

 余映彤 鄧影喬     

主日學： 鄧穎珊 馬博言 陳知行 梁凱鋒 林心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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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祈禱教室 

(歌羅西書 1:3-6)  

3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 

4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裹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5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6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裹，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日子一樣。 

 
( 一 ) 心存盼望的禱告 

感恩在疫情下教會仍能在暑假舉辦了三天兩夜的青少年暑期營！ 

願我們在凡事上都懂得仰望神，不受週圍的環境、當下的境遇影響我們對神信靠的心。 

 

（二） 為兒童及青少年禱告 

慈愛的天父今年的暑假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暑假，因只有兩個星期；非常的短促。願在這短促的暑假裡，

一群兒童和青少年仍能享受不用上課的時間，有休息及調適的時間。因為暑假之後便會迎接新的學年

開始。願天父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心靈活潑，常常持守一顆渴慕真理並追求成長的心。 

為教會需要更多人委身於兒童、青少年的服侍禱告，願天父親自感動弟兄姊妹回應的心。 

 

（三）為教會禱告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讓教會在轉制的各項事情上都順利並得蒙保守。感謝祢帶領新的傳道同工來到教

會中一同事奉。願天父保守教會的長執、同工團隊，合一同心。願天父帶領教會在分享福音、栽培教

導、關懷鄰舍的各項事工上，都能見證天父的心意。 

為教會面對未知或已知的挑戰禱告。願天父賜每一位信徒有一顆謙卑順服的心，賜每一位信徒有一顆

勇敢忍耐的心；最要緊的是賜我們有一顆持守盼望的心。 

 

（四）為學校禱告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保守眾教職員在短促的暑假中，在剛完成一個學年；立刻要迎來新的學年的急促

腳步中，仍能有短暫的休歇。願這短暫的休歇也能好好休息並能從中得力。 

為新學年有新的老師、新的小一同學進入這校園禱告。願天父帶領同學和老師在學校的適應，並感受

到這校園內有天父的愛和關心。為新學年開始前有老師退修日。願天父藉這退修日，使老師得著力量

進入新的學年。 

記念教會和學校在福音事工上的配搭。不論是教職員、學生、家長，願天父在這校園內撒下福音的種

子，並能讓這福音種子結果開花。 

 

（五）為家庭禱告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不斷帶領不同的家庭進入教會。並讓教會可以服侍這些家庭。 

 

為已經及即將離開香港的家庭禱告。為他們在遠方的適應及離開摯親、熟悉的環境禱告。特別為他們

在遠方仍能找到教會，繼續得到牧養關心禱告。 

為留下來的家庭禱告。面對熟悉的肢體離開香港，心內有不捨也可能有不解。願天父保守去或留的家

庭；讓他們清楚明白天父的愛，不論我們在那裡都未曾離開。 

甚願我們無論在那裏，都能成為別人的祝福；並且因著環境的轉變，我們更珍惜家人，更用心用信仰

建立我們的家庭。好使我們的家庭能成為馨香的祭獻給天父。 

 

我們同心禱告仰望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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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 2022 年秋季 
9 月份輔讀資料：傳道書 

【傳道書簡介】 
1）書名  本書的希伯來原文書名是 Koheleth 或 Qoheleth，意思是「聚會召集人」或「在聚

會中講道的人」。希臘文和拉丁文書名「傳道者」即衍生自希伯來文後者的意思(註：英文的
Ecclesiastes 是由希臘文直接轉借而來)，表明本書是一種人生哲理的傳講。本書中提及「傳道」
共有七次，三次在書的開端(一 1，2，12)，三次在書的末尾(十二 8，9，10)，另一次在書的
中間(七 27)。  
2）作者   雖然有一些聖經學者持懷疑的看法，但在猶太人中間和教會初、中期，即已普遍相
信本書的作者是所羅門王。本書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地寫明作者為所羅門王，但從下列數處經節
看，顯然作者已經呼之欲出了：(1)「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一 2)；(2)「我心中多經
歷智慧和知識的事」(一 16)；(3)「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
眾人所有的」(二 7)；(4)無盡的享樂(二 3)、龐大的工程(二 4)、無匹的財寶(二 8)和許多的妃
嬪(二 8)等。這些描述，都清楚指向所羅門王。 
所羅門是大衛王的兒子，他為耶和華神建造聖殿(參王上八 17~19)。 
一般聖經學者公認，所羅門王在他年輕充滿愛的活力時，寫了《雅歌(或稱「歌中的歌」)》；

中年累積人生的經歷和智慧時，寫了《箴言》；晚年從墮落跌倒中悔悟，寫了《傳道書》。我
們從《列王紀上》第十一章四十一節：「所羅門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寫在
《所羅門記》上。」這裡可以看出一直到他年老時，仍舊持有過人的智慧。  

3）寫作時地   本書似乎是在所羅門王經歷了人間榮華富貴之後，年歲漸趨老邁之時，頓悟人
生之虛空，因而寫下感觸之言。據此推斷，本書大約是在主前九百三十五年左右，寫於耶路撒
冷。  
4）主旨要義   日光之下，一切的勞碌與享受，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世俗的智慧極其有限，
既察究不出人生奧秘的真相，也無法使人逃脫與愚昧人相同的人生結局。無神的人生，終究是
虛空的虛空。然而，人活著乃是神所賜給的禮物和機會，一面應當好好享用這個禮物，活得更
有意義；另一面應當好好利用這個機會，記念神、敬畏神，展現出生命的價值。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21Eccl/21CT00.htm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傳道書註解》。 

*建議不要速讀，每天順次序閱讀下面的經文，把閱讀感想寫在一本筆記簿上 

【約伯記 38 - 42 章分段閱讀大綱】 

21 神第一次的話，使約伯認識祂是誰。（三八 1～四十 2。） 

22 約伯第一次的回答。（四十 3～5。） 

23 神第二次的話，使約伯認識他自己。（四十 6～四一 34。） 

24 約伯第二次的回答，自恨自責。（四二 1～6。） 

25 神第三次的話，對約伯三友的指示。（四二 7～9。） 

26 約伯的結局（四十二章十至十七節）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8Job/18GT00.htm—倪柝聲《聖經提要》 

【傳道書 1 - 12 章分段閱讀大綱】 

1 引題：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一 1~11)  

2 經歷的驗證(一 12~二 26) 

3 萬事都有定時，人獸結局相同(三 1~22) 
4 人生際遇雖有差別，結局仍是虛空(四 1~16) 

5 宗教心和物慾雖有差別，結局仍是虛空(五 1~20) 

6 多財、多子、多壽、多勞，不一定給人益處(六 1~12) 

7 名聲、活著、智愚、善惡，不一定叫人得福(七 1~29) 

8 敬畏神的人，終久必得福樂(八 1~17) 

9 果效的剖析(九 1~十一 8) 

10 勸勉和忠告(十一 9~十二 8) 

11 結論：惟有敬畏神，才有真實且滿足的人生(十二 9~14) 

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8Job/18GT00.htm—倪柝聲《聖經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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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份月詩 
【不變以馬內利】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今月的講道分題是人的得勝點，上帝必同在。很自然我便想起選

唱「不變以馬內利」作為月詩。「以馬內利」的意思是神與我們

同在 (馬太 1:23)。 

詩歌以簡單和優美的旋律，加上肯定直接的歌詞，帶出以馬內利

神同在是不會改變的。 

神本是滿有榮耀無限的神，竟願意與我們渺小有限的人同在，這

真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感恩的事。神的同在是很確實的，不論我們

得與失、悲與喜 、成與敗 、健康疾病 ，祂都與我們同在。尤其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我們經歷了很多隔離和無助感的時候，不變

的神也是應許必與我們同在，使我們仍能努力走下去。 

正如詩歌所言，神同在不會終止，無論世事改變幾多或是漆黑鋪

天際，每天每刻神仍必與共。神透過各種方式來表達，祂會與信

徒同在，這就是「以馬內利」的涵意。神透過大自然與我們同

在，神在祂的聖經話語中與我們同在，神在教會的崇拜中與我們

同在，也在弟兄姊妹的愛中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一起經歷以馬內利，教我心仍然相信主是「過去」、「現

在」、「將來」，都一直與我們同在。 

 

主內 

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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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2 年 9 月份牧者分享 

轉眼間，以傳道牧者的身份在鞍盛堂事奉已有八年。感謝主讓我在期間有不

同的體會和學習，特別是與弟兄姊妹相處的過程中，讓我更深刻體會人的軟

弱，並上帝對教會，就是祂所揀選、從世界呼召出來歸屬祂的人那份無盡的

愛（約 13:1）；這正正是驅使我於 2020 年決定進修神學碩士（主修婚姻及

家庭輔導）的主要原因。 

自 2019 年開始，上帝一直透過不同的事件和身邊的人，提醒我從祂所領受

的呼召，要我毋忘初心。我清楚知道自己並非因對現在的事奉感到厭倦，而

是對眼前一個又一個生命的需要感到迫切，並對教會安於現狀、拒絕突破成

長感到不滿足。我深信無論哪一個世代、民族的人都需要福音！我們所相信

的是永活的主，所傳的活潑的道。基督教信仰並非只停留於理性和知識層

面，而是有血有肉，每天的生活經歷，需要我們每時刻的捨己和對上帝全然

的信靠。我渴望在這個急速變化的世代中，能有更多空間深化每個信仰經

歷，將之重建和整合，以致能更切實地回應這世代的需要，活出所信。 

在剛過去的暑期福音大使計劃中，讓我再次認定每一個屬神的人都已經從祂

領受恩賜，並上帝一直在呼召我們回應召命（calling）。召命並非全職事奉

的教牧所獨有，而是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不時思索自己的人生意義，每一階

段的使命和目的。面對香港教牧流失和青黃不接的狀況，我們不單單需要為

聘請合適的牧者禱告，更需要反思如何加強栽培、牧養，建立群體敬拜生

活，幫助弟兄姊妹尋找召命，從青少年甚至兒童開始造就穩固的屬靈生命。 

近年不少香港人都在思想前路去向，甚至已經或正計劃離開香港。我們需要

開放聆聽，慎重回應，不要太先入為主，認定別人是基於哪些原因決定去

留，甚至狂妄地批判和論斷別人可能是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所作的決定。或

去或留，也願我們繼續堅守信仰，認定屬神子女的身份，主內互勉，回應召

命，一同成長。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主仍然對我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

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 10:2） 

你願意如何回應？ 

李婷婷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