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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    
1. 歡迎弟兄姊妹同心讚美敬拜主，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禱告會、主日學與基督

教教育課程。 
2. 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接種新冠疫苗是實踐彼此關顧的重要方

式，有助於保護大家，減少社區的病毒傳播。我們理解有些人基於健康因
素，或意見不同而選擇不接種新冠疫苗，我們尊重您的決定，不限制您在
這屬靈大家庭的敬拜自由。中宣會繼續要求大家，在大樓內除吃飯外都要
一直戴著口罩。如果您還沒有接種新冠疫苗，請不要在大樓內進食，並需
保持戴口罩，這是為了您的安全，也是為了保護您身邊可能未接種疫苗的
人。我們期待在中宣會的屬靈大家庭，共同努力，一起敬拜主。 

3. 感謝主，林永健牧師已應允於本年10月1-3日蒞臨紐約市，擔任中宣會60週
年感恩慶典講員，傳講屬天信息。懇請弟兄姊妹為週年慶典各項籌備開展
與事奉同工招募，林牧師身體健康與行程準備代禱！60週年的三堂感恩慶
典崇拜安排如下: 

     10/1(週五)晚上6:30 培靈會：回歸-重新的開始 
     10/2(週六)早上10:00 獻堂：重修-立石為記； 
               下午2:00中文部聯合團契聚會(粵/國)-為什麼我們要聚會？ 
     10/3(主日)早上10:00 重塑-打勝仗 ***請留意，所以中英文主日崇拜 
               合併為10:00的崇拜，使用二樓、三樓、一樓、九樓。 
4. 今年的宣道培靈大會將於 10月15-17日聯合舉行，由李秀全牧師主講「疫

情之後廣傳福音」。在宣教月期間，中宣會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機構通過
視頻和小冊子讓我們知道他們事工的進展，還有宣道認獻。禱求神讓我們
看到，上帝如何使用我們建立他的國度。聯合舉行三天聚會安排如下： 

 10/15(週五)晚上6:30  
 10/16(週六)上午10:00  
 10/17(主日)上午10:00與11:30 
5. 中宣會正規會友申請截止日期為9月30日。申請資格：必須年滿18歲，已受

浸的重生基督徒，參加中宣會的主日崇拜超過一年，並且認同中宣會憲章
之教義立場。合格者請上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直接註冊；或
下載申請表，填寫後電郵給胡永佳牧師 awoo@ocmchurch；也可以向教會
秘書領取申請表，填寫後交回。 

6. 感謝上主鴻恩，在神的帶領下，策劃委員會的職責已重新分配：副主席-周
健愉弟兄；秘書-周健英弟兄；團契部-張小意姊妹；關懷部-高多卓弟兄；
普世宣教-周健英弟兄；本地宣教-黃慶雲弟兄；基督教教育-周健愉弟兄；
崇拜部-李教忠弟兄；家庭事工-黃慶雲弟兄；財務部-秦志斌弟兄、周健英
弟兄；人事部-周健英弟兄、周健愉弟兄、李教忠弟兄；服務部-秦志斌弟
兄。懇請弟兄姊妹為策劃會代禱，願神保守賜福他們前面事奉的道路。 

7. 長老會報告：感謝神之大恩憐，自從尊敬的陳志仁長老榮休後，經過長期
禱告，策劃會與牧長會有感，推薦雷以德弟兄在神親自引領下補上長老聖
職之位。懇請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顯明祂的心意，成全祂的旨意。 

8.基督教教育課程的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1) 小先知書導論(粵) 主日上午11:30 老師:林牧師  
   (2) 生命成長(粵) 主日上午11:30 老師:黃學森弟兄  
   (3) 以賽亞書(國) 主日上午10:10 老師:張牧師 實體課在601室  

   (4) 詩篇(國) 週一晚上7:30 老師:丁牧師                             
   (5) 珍貴的禮物(粵) 週三晚上7:30 10/6-11/24老師:嚴教士、伍劍蘭姊妹 
   (6) 效法屬靈偉人的榜樣(粵) 週四晚上7:30 老師:林牧師 
   (7) 趣味英語(粵) 週六晚上8:30 每兩星期上課一次 
9. 禱告會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國語禱告會:主日早上

9:40-10:40 在605室，週二晚上7:00，週五早上9:00；粵語禱告會:主日
早上9:15-9:45在301室，週二晚上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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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十二：11-12）』  

    在苦難的時候,我們最

需要的是盼望，像去年在疫

情期間，我們希望疫苗能夠

趕快出來，當今年三月有大

量疫苗可以施打時，我們的

心情像在黑暗的隧道中看見

曙光一樣。 

    同樣在以賽亞書的國家滅亡背景下，百姓最需要的，是誰來拯救

他們脫離痛苦的困境。在以賽亞書中就有五首「僕人之歌」具體的描

述了上帝僕人的特性。這位上帝的僕人他不單單帶給當時的以色列百

姓盼望，他更指向了 700 多年後，這位拯救的彌賽亞--上帝的僕人要

更真實的降臨在人間。他就是耶穌基督。所以馬太福音引用了許多以

賽亞書中有關上帝僕人的描述，證明上帝的應許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

上。 

    當我們再重讀這些僕人之歌的時候，就可以來思想上帝用什麼樣

的方式，在今天的局勢與我們同在，並施行他對我們的拯救。 

 

參考: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1至 9節; 四十九章 1至 13節;五十章 4至

9 節; 五十二章 13 節至五十三章 12 節；六十一章 1至 4 節。 

賽 42:1-4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

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

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

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以賽亞書僕人之歌的感想以賽亞書僕人之歌的感想以賽亞書僕人之歌的感想以賽亞書僕人之歌的感想    
牧者分享:張文彬牧師 



    

 中文國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九月廿六日上午八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張榮亮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十八：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榮耀都歸祢〕 

〔我們呼求〕 

朱珞姊妹 

施惠慈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張榮亮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以弗所書 一：15-23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聖而公之教會】 
   (弗一：15-23) 

張文彬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我們呼求〕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張文彬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疫情期間關於教會議題，我們經歷了在家隔離、線
上的網路崇拜、實體與網路並行的崇拜。這些都是我們
當代教會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和挑戰。但也是一個思考
「教會」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 
    教會是什麼？聖經用以形容教會的意象來瞭解教會
的本質：1.上帝的子民：教會同以色列民都是神所揀選
的，是建立在盟約之基礎上。2.上帝的國：教會是上帝

國在主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中已經開始的展現。3.神的殿：教會屬靈的
本質，神藉聖靈住在我們當中。4.基督的新婦：教會是基督表明神對教會
的愛，祂的捨己是這愛最高的表現。5.基督的身體：教會與基督是生命的
連結，我們因此與基督在生命上結合，基督是教會一切的源頭。 
    教會是什麼？《使徒信經》用「我信聖而公之教會」來表達對教會的相
信。而《尼西亞信經》則可以看見教會的四大特性(合一、神聖、大公、使
徒所傳)。1.教會的合一性：基督是全體的的元首，有形的各教會都是同一
基督身體的肢體。肢體雖然眾多，本質上卻是合一的。2.教會的神聖性：
「教會的聖潔」是現世教會所體現的全然區別於世俗的，「分別為聖」教會
是靠上帝的恩典被上帝稱為聖。3.教會大公性：「大公性」意義有二:一是
教會教義的正統性，與「異端」的區別。二是指教會雖遍布各地，其實體卻
是獨一的基督身體，因此有地方教會的普遍性，也有共同唯尊基督為首的
大公性。4.教會的使徒性：教會從使徒起代代相傳的使徒傳統(即使徒統
緒)以及教義的連續性。更有使徒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地極的責任傳承。 
    願這種的瞭解可幫助我們明白上帝對我們--教會的心意。 

    「惟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我就把

他……」（民14：24）  

    以色列人雖然都出了埃及，卻未都進入迦南應許美地，惟獨迦勒

和約書亞得以進去。這是值得我們極為重視的事，這也關係我們的前

途，承受神國的問題，那些以色列人，不信、懷疑、膽怯、悖逆、留

戀埃及、厭惡艱苦、不肯努力向前，以至都倒斃在曠野，何等可惜，

可悲，神卻特別提到迦勒，要把他領進去，這是為什麼呢？  

    迦勒與其他以色列人不同的，是他另有一個心志，要專一跟從

神，他從起初有一個心志，認定了神，揀選了神，決定跟從神的引

導，遵行神的命令，要得到神的應許，這就是他與別人的分別。人都

有自己的心志，有人要得今生的名利快樂，地位，幸福，有人要跟從

什麼人。但是怎能比神呢？有哪一條路比跟從神更好呢？有什麼快

樂，利益，能比得上天上更美家鄉和永遠無窮的福氣呢？  

    我們的心究竟在哪裡，我們的志向究竟是什麼，我們是不是認定

神，專一的跟從他，以他為唯一的目標，

絕不容別的事物分心，引錯路，奪去愛，

怕受苦，神是絕不虧負跟從他的人。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九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周健愉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十八：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讓我得見祢的榮面〕 

〔榮耀的呼召〕 

張維鈞弟兄 
閻路得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周健愉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彼得前書 四：7-9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面對世局三步】 
   (彼前 四：7-9) 

丁聖材牧師 

傳譯:李德貞姊妹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368首〔向高處行〕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丁聖材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倒空自我的新生命 

中文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九月廿六日上午十時  三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馮文忠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十八：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我向祢禱告〕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馮文忠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哈巴谷書 三：1-2；17-19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穩行在高處】 
   (哈三：1-2；17-19)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我向祢禱告〕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丁聖材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經文:「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
切實相愛。」（彼得前書四：7-8） 
    聖經中「警醒禱告」與「火熱愛心」是密切相關，在屬
靈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只為自己禱告的，會發現與上帝的關
係不容易融洽；但是人心中若充滿了對別人火熱的愛心，在
神面前就會不斷地為所愛的人禱告，甚至對我們看不順眼的
人，我們也會誠心為他禱告。 

    若我們忽略禱告在追求愛心的成長中，所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本談彼此
相愛的書，就不夠完全了；因為這兩個果子是不可分割的，若你希望你的愛
心越來越豐盛，就要忘記自己，為教會、為弟兄姊妹，不斷迫切地禱告；若
你希望你的禱告生活是活潑、充實有力，你就要不斷地去幫助周圍的人，分
擔他們的痛苦，解決他們的需要。 
    在這個世代，我們多麼需要火熱、強有力的守望代禱勇士，這些常抱怨
弟兄姊妹之間沒有足夠愛心的基督徒，當自我檢討，是否自己缺乏紮實的禱
告生活？不常為肢體們禱告？我深信上帝渴望祂的兒女們，有互為肢體的體
認，每天都來到施恩寶座前，求上帝降下聖靈的大能，祝福所有的聖徒。團
結就是力量，天國也是如此，靈裡合一有助於我們忘記自我，無私地為上
帝，為他人而活。就如同彼得所說：「要警醒禱告，彼此切實相愛。」 
    讓愛心逐日增長的最好方法，莫過於每日來到施恩寶座前，為眾弟兄姊
妹提名代禱，感受到靈裡相通的合一與喜樂。但願這本愛的小書也能成為禱
告的書，當我們思念我們的弟兄姊妹時，我們就驅使自己來到上帝面前禱
告，為他們的需要向上帝懇求，這不是藉著閱讀或空想所能完成的，惟有藉
著與上帝相親、向祂傾心吐意方能達成。 
    是的，愛與禱告是無法分割的，惟有靠著主耶穌的幫助，聖靈的同在，
我們的禱告才可達到慈父的面前，蒙祂施恩祝福。 

愛與禱告 

聖而公之教會 

專一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