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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世界最偉大的藝術 ( 中 )
( 摘自《如果沒有耶穌》作者 : 甘雅各博士、傑利紐康 )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時期是藝術的黃金時代，而《聖經》的主題成為當時最主要的題材。有
一些史學家在評估文藝復興時作了膚淺的結論，認為這些改革者是「新異教徒」，其
實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這些改革者「費了一番努力才將古典哲學與基督教調合；
而建築師亦繼續蓋教堂，而不是蓋異教廟宇。」
讓我何看看米開朗基羅 (1475-1564) 的偉大作品。他所雕刻的人像都是《聖經》人
物，例如大衛王、摩西和憂傷的聖母懷抱著耶穌的受難屍體。他的傑作是羅馬西斯汀
教堂天花板和牆壁上的畫作，這些基本上也全是有關《聖經》的。米開朗基羅不僅繪畫、
雕刻出許多偉大的《聖經》作品，他本人更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有多方面的才華，
到了晚年還寫詩，詩作中基督教信仰是其最重要的主題。他也監督一些建築工程，其
中包括令人肅然起敬的羅馬聖彼得教堂。此人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彰顯神的榮耀，時
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感動千千萬萬的人。
文藝復興時期的其他偉大藝術家，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是畫基督教的主題。拉
裴耳 (1483-1520) 的最偉大作品和米開朗基羅一樣，都是有關基督教的；雖然他只活了
37 年，但是卻留下許多美麗的畫作，其中包括 300 幅的聖母畫像。據報導，馬利亞留
給世人的模樣正是出自拉裴耳的雙手！
達文西 (1452-1519) 則是人類自古以來最多才多藝的天才之一，他在許多領域中皆
居先鋒者的角色；他也留給世人許多來自基督教靈感的偉大作品，如「最後的晚餐」、
「施洗約翰」、「天使報喜」、「聖母與聖嬰」、「聖耶柔米」和「三王朝聖」等等。
我們還可以列舉出許多偉大的畫家，他們都是以基督教為主題，如荷蘭畫家萬愛
克兄弟 (the Van Eyck brothers) 和林布蘭 (Rembrandt van Rijn)。只要翻閱一本藝術史的
書或親訪藝術博物館一趟，即可明白基督教的確提供給偉大藝術作品最偉大的題材。
現代藝術：反基督教
現代藝術反映出今世人的現代非理性，這真是有趣。活在後基督教的文 ( 轉內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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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訓周六晚堂／主日早堂崇拜程序
晚堂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晚上六時正

主席：蔡妍菁傳道
投影：李吳佳彥

早堂

司事：劉平及組員
影像：吳卓隆

司琴：敬拜隊

音響：陳李坤瑩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正

主席：劉信之傳道
司事：陳碧琪及組員
投影：黄美妍
影像：鍾恩健
奉獻點核：梁仲江∕鍾恩健∕劉林敏儀

司琴：敬拜隊
插花：曾傅瑞蓮

音響：ProMedia

歡迎： ........................................................................................... 余仕揚牧師∕何慧芬牧師
家事分享： ................................................................................... 余仕揚牧師∕何慧芬牧師
讚頌： .......................................................................................................領詩：陳宗澤弟兄
牧禱： .......................................................................................................................... 主 席
見證： ................................................( 晚堂適用 ) ............................................. 鄭玉兒姊妹
講道呼召 ( 晚 )： ........................... 三位一體的奧秘.......................................... 吳宣倫博士
講道呼召 ( 早 )： .................... 聖俗與習俗 ( 羅 14:1-23) ................................... 余仕揚牧師
奉獻回應： ...............................................................................................領詩：陳宗澤弟兄
祝福差遣： ................................................................................... 余仕揚牧師∕何慧芬牧師
祈禱服事： .............................................................................................................. 教牧同工

獻給我天上的主 ( 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曲∕詞：霍志鵬；編曲：石頌詩 )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
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祢常顧念扶持。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
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聖哉聖哉聖潔羔羊 ( 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曲∕詞：張樺 )

聖哉聖哉聖潔羔羊，坐在寶座上，手執天上地下權柄，日月星辰披戴為華冠。祢寶血
洗淨我罪，祢救恩覆蓋天地，祢信實直到萬代，永永遠遠，坐著為王。萬王之王，耶穌，
萬主之主，耶穌，一切頌讚權能榮耀都歸於祢，祢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 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曲∕詞：霍志鵬 )

求祢以真理引導我方向，求祢以真理陶造我，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每步道路也不
走差。求祢以真愛注入我心裡，求祢以真愛燃亮我，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每步道
路也緊靠祢。讓我愛祢，愛慕祢真理，盼祢教我，得著永生愛，全是祢捨身的愛，留
下美善榜樣，我願全身心都歸祢。願我謙卑，渴慕祢指引，盼祢教我得著祢心意，全
是祢永久的愛，留下信念希望，現我在心底讚美祢。

回應詩：Come Holy Spirit (Produced by J. Cripps, A. Steventon & T. Yu. Written by T. Yu)

Come, Holy Spirit, and ﬁll my heart. Come, Holy Spirit. Set me apart. Come, Holy Spirit.
To you I pray. Come, Holy Spirit. Show me the way. Come, Holy Spirit. And heal me now.
Come, Holy Spirit. And melt me now. Come, Holy Spirit. And mold me now. Come, Holy
Spirit. And use me now. Pour out Your grace, Upon this place. I feel Your healing touch in
Your warm embrace. Renew my life. Lord Jesus Christ. That I may bring Your love. And
peace to all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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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訓主日中堂／午堂崇拜程序
中堂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主席：楊芝華傳道
音響：鄔世傑

午堂

司事：陳玉琴及組員
投影：李民正

鋼琴：梁敬生
影像：馬建烈

風琴：雷伍淑姬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時正

主席：李成傑傳道
司事：麥國強及組員
音響：ProMedia
投影：袁嘉勵
奉獻點核：陳趙滿菊∕謝陳慧敏∕李黃冰心

鋼琴：梁敬生
影像：李秀薇

風琴：雷伍淑姬

歡迎：........................................................................................................................林誠信牧師
家事分享：................................................................................................................林誠信牧師
宣召：........................................................................................................................林誠信牧師
讚頌：....................................................................................領詩：丁主理姊妹∕王國風傳道
牧禱：................................................................................................................................主 席
獻詩： ....................................................... My Peace ...................................................港福詩班
講道呼召 ( 中 )： ......................... 聖俗與習俗 ( 羅 14:1-23) ..................................余仕揚牧師
講道呼召 ( 午 )： .................. 宇宙探索 ( 下 ) —人死後的去處 .......................... 吳宣倫博士
奉獻回應：............................................................................領詩：丁主理姊妹∕王國風傳道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 ...............................................林誠信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榮耀歸與最高神 ( 世頌 551)

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與最高神！讚美讚美不盡，
讚美真神慈愛最深，讚美真神恩及萬人，讚美真神，聲達天庭，讚美 聖父、聖子、聖靈，
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歸與最高神！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最高神！ (x2)

信徒齊來頌讚 ( 世頌 108)

(1) 信徒齊來頌讚，哈利路亞！阿們。讚美我主基督，哈利路亞！阿們。萬眾一心頌揚，
在主座前歡唱，主必喜悅欣賞，哈利路亞！阿們。(2) 來齊心高聲唱，哈利路亞！阿們。
讚美聲達穹蒼，哈利路亞！阿們。祂是牧者良朋，降卑代贖捨生，慈愛豐盈永恆，哈
利路亞！阿們。(3) 讚美基督救主，哈利路亞！阿們。生命永遠長存，哈利路亞！阿們。
在天福樂岸邊，同崇敬主美善，歡唱億萬萬年，哈利路亞！阿們。

回應詩：我心靈得安寧 ( 世頌 451)

(1)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有時憂傷來似浪滾，在任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我心
靈得安寧，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3) 回看我眾罪，全
釘在十架上，每想念時心極歡暢，主擔我重擔，何奇妙大恩情，讚美主！我心靈，得
安寧。我心靈，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4) 求主快再來，使所信得親見，
雲彩將捲起在主前，號筒聲吹響，主再臨掌權柄，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我心靈，
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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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普通話聖餐崇拜程序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時正
主席：劉菁芸
投影：賴雯華

司事：喬宋夢月及組員
司琴：石人傑
奉獻點核：陳趙滿菊∕謝陳慧敏∕李黃冰心

影音：周紫樺

歡迎： .................................................................................................................. 劉菁芸姊妹
讚頌： .................................................................................................................. 林明才傳道
聖餐： ..................................................已受水禮者 ............................................ 林明才傳道
講道： ...................................... 「天國人民」的平安秘訣 ................................ 唐 然傳道
回應： .................................................................................................................. 林明才傳道
奉獻： .................................................................................................................. 劉菁芸姊妹
家事分享： .......................................................................................................... 林明才傳道
祝禱： .................................................................................................................. 林明才傳道

普通話崇拜報告事項
1. 本主日崇拜後，將會進行火警演習。請各位弟兄姊妹配合參加，防患於未然。
2. 新一季洗禮課程
日期：11 月 11 日至 12 月 9 日 (11 月 25 日停課 )
時間：主日下午 1:30-3:30
地點：二樓

二零一八年十一 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日期
4

講員

講題

經文

溫偉耀博士 耶穌基督眼中的「天國人民」氣質：「八福」的人生 太 5:1-10

11

唐然傳道

「天國人民」的平安秘訣

太 6:25-34

18

林明才傳道

「天國人民」的做人秘訣

太 7:1-5

25

播道會 130 周年聯合崇拜 ( 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
講員：曾金發牧師 (Rev. Edmund Chan)

聖樂部：招募節期詩班員

城市睦福團契：「35 周年及差傳
學院成立感恩崇拜暨滙達辦事處
開幕禮」

聖誕主日獻詩—12 月 23 日 ( 中／午堂 )
練習﹕ ( 出席最少三次 )
11 月 22, 29 日 7:00pm-9:00pm
12 月 6, 13, 20 日 7:30pm-9:30pm
12 月 20 日（四）7:30pm-9:30pm( 務必
出席 )
資格： 已受浸的基督徒；恆常參與牧區達 3
個月或以上；新參加者需要經部牧及
指揮面談及試音
表格：請到接待處索取
查詢及交表：王國風傳道 (3150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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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 月 11 日 ( 本主日 )
時間：3:30pm -5:00pm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 九龍新
蒲崗雙喜街 9 號滙達商業中心 8 樓 )
查詢：2416 9169 ( 城市睦福團契 )
報名：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1TZvundMPXwbGfRtcUARYRi_
TcWqrXdA_RXDqFQ2-7AQ/
edit?usp=sharing

English Worship
10 November 2018(Sat)
6:00pm-7:30pm
Praise and Worship...................................................................................................... Bless Araguas
Welcome and Offering.........................................................................................................Paul Roth
Sermon....................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4 - Psalm 49........... Rev. John Snelgrove
Closing Prayer.................................................................................................... Rev. John Snelgrove
Refreshment
**Withi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we have small groups for young adults, older folks and
everyone in between. If you'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connected to a CLAN (Community Life and
Nurture) / small group, we'd love to have you!
Embassy is the English-speaking youth ministry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at focuses on
raising up Representatives of Jesus through discipleship and community. It meets at 6pm on
Fridays.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chloe@kongfok.org.

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November 2018
Date

Speaker

THEME - A New Song: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3

Rev. John Snelgrove

Search Me O God - Psalm 139 [Communion]

10

Rev. John Snelgrove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4 – Psalm 49

17

Rev. John Snelgrove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5 – Psalm 73

24

Ps. Josh Loke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6 – Psalm 111

星期二晚查經班
時間：11 月 20 日 ( 二 )7:30pm-9:30pm
地點：一樓 2-3 號室
講員：彭家業博士 ( 恩福聖經學院專任講師 )
講題：有話問蒼天
查詢：Louisa Tam (8114 2241)
歡迎兄姊邀請未信親友參加

香港聖樂促進會﹕周年感恩崇拜
日期：11 月 18 日 ( 下主日 )7:30pm
地點：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 )
主題：神的榮光充滿全地
信息：吳宗文牧師
指揮及領唱：李芝玲博士 ( 該會總幹事 )，帶領該會導師、詩班及合唱團獻唱，並聯同會眾一同
向上帝獻上感恩和讚美。
歡迎赴會，免費入場，自由奉獻。
查詢：3590 2835 ( 香港聖樂促進會 )
電郵：info@hkchurchmus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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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封面 ) 化裡，我們甚至可以在藝術中看見人拒絕上帝的結果；當西方世界開始離開
神以及祂神聖啟示的同時，許多藝術也逐漸變得荒謬而欠缺理性。
藝術乃反映生命，如果生命對藝術家不具意義，那麼藝術也就沒有意義。對門外
漢來說，有許多的現代藝術是個笑話。這一點在一齣電視諷刺劇《聰明點》(Get Smart)
中的一則情節裡可說是將之表達得淋漓盡致：有一回主持人史邁特 (Maxwell Smart) 正
在解釋一幅現代畫，那幅畫的重心似乎是一個黑點，他正講得頭頭是道時，突然間，
那個黑點飛走了，原來它竟是一隻蒼蠅！作家郝爾德 (Thomas Howard ) 說，現代藝術
故意拒絕接受基督教的影響：
在第 4 世紀和 20 世紀之間，基督教和藝術的關係是密本可分和因果相連的。即使
在「後基督教」時期，也就是過去的 200 年，西方世界的藝術和文學仍起源於基督教
之根本──但其中或多或少有些作品是有意批判基督教；並且想創造新的模式的，以
便設法擺脫基督教的影響。
基督與文學
耶穌對文學也有非常正面的影響，祂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主題和信念。誠如一位作
家說的，「文學與福音是知心的好朋友」。從但丁、喬叟、多恩 (John Donne) 和杜斯
妥也夫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看見基督教的信仰整個影響了文學，而文學又幫助了福音
的傳播。對這點作家葛林 (Joseph Nelson Greene) 寫道：
基督教對英國文學的貢獻很大，許多最好的文學題材和主題都是源於耶穌所傳的
信息。福音對文學的貢獻的確很大，因為福音的精神和教訓使我們的文學增色不少。
如果把所有世俗文學中源自耶穌福音的部分拿掉，那麼我們國家的文學就會破一個傷
口，而生命的血便很快地從那兒流失。
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亞受基督教的影響甚大。雨果寫到這位來自埃文河
畔的詩人時，說道：「英國有兩部書：一本是她製造出來的；一本是製造她的《莎士
比亞》和《聖經》。」基督教信仰對莎士比亞的影響有 2 本書寫得很清楚：侯斯 (Ernest
Marshall Howse ) 所著的《莎士比亞的精神價值》(Spiritual Values in Shakespeare ) 和莫
理森 (Dr. George Morrison) 這位改革者所著的《莎士比亞的基督》(Christ in Shakespeare
)。顯然地，莎士比亞不但讀過《聖經》，而且熟諳它；因為他的作品中有許多章節
「可以看出《聖經》的用字遣詞，而在那些表達方式之下還可以察覺出《聖經》的思
想脈絡。」在莎士比亞的最後遺囑中清楚地表達他的基督教信仰：「我把靈魂交在上
帝──我的創造者──手中，我希望且深信唯有藉著我的救主耶穌基督，我得以分享
永恆的生命；而我的身體回歸塵土，因我是出於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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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仁約翰 (John Bunyan，1628-1688) 為世界寫了一本偉大的小說《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這個有關基督徒生活的寓言小說是有史以來出版最多、閱讀最
廣的書籍之一，書中用最簡單的語言形式，卻使英語發揮其最強的影響力。本仁採用
生動活潑的意象，每一個都是實用的訓誨，我們的生活因之而增色彩；他新創一些詞
彙，至今仍流行於我們的文化裡，例如《浮華世界》 (Vanity Fair )、《天國》(Celestial
city )，和《絕望的泥沼》(Slough of Despond ) 等。
另一位從基督教信仰得到靈感啟示的文學巨人是米爾頓 (John Milton)，他寫了《失
樂園》(Paradise Lost ) 和《復樂園》 (Paradise Regained )。這兩本名著處理的是第一個亞
當，他把罪帶進世界；第二個亞當是耶穌基督，祂開啟一個全新的創造。米爾頓的思
想使無數人的生命得著改變，變得豐盛而崇高。儘管他的眼睛看不見，他那屬靈的慧
眼使得他能和讀者有許多的分享。下節錄一小段自《復樂園》：
接著在「死亡」牢不可破的陰暗罩幕內，
征服者出現一身閃亮。
彷彿霞紅金黃的千個太陽豔光齊射，
聚成一道無比的光束，
亮麗光彩照明死亡陰幕。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 是英國另一位偉大的作家，他曾經說過，耶
穌所說「浪子回頭」的比喻是所有文學中最頂尖之作。狄更斯的小說《耶誕鐘聲》(A
Christmas Carol ) 描寫一位小氣財主的轉變，許多人認為這部書是有關基督徒改邪歸正
的寓言故事。狄更斯最後出版的著作是《主耶穌的一生》(The Life of Our Lord )，他寫
這本書是用來教導他的孩子有關耶穌的事蹟，他的開場白如下：
我親愛的孩子們，我非常在意你們是否認識耶穌基督的故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應
該知道。世上的人從來沒有一個像祂那樣的良善、仁慈和溫柔，從來沒有人像祂那樣
的為犯罪的人、生病的人和受苦受難的人感到憂傷悲慟。
雖然這本書中有一些神學方面的問題，但是至少反映出狄更斯對救主的愛。由於
篇幅的關係，我們無法一一檢視其他基督徒作家的貢獻，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丁
尼森 (Alfred Lord Tennyson)、安徒生、托爾斯泰、艾略特 (T. S. Eliot)、魯益師、托爾金、
塞耶斯 (Dorothy Sayers )、奧康納 (Flannery O'Connor) 和索忍尼辛等。我們也沒有時間
去探討別的作家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所採用的基督教主題。例如，梅爾維爾 (Melville) 的
小說《畢利 • 伯德》(Billy Budd )，許多評論家就認為其中的男主角是基督的象徵；海
明威的《老人與海》中的老人也有基督的影子。我要再強調一次，若將耶穌從世界中
除去，「那麼我們國家的文學就會破一個傷口，而生命的血很快地就會從那兒流失。」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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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關部合辦﹕「深導行」導賞團 (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
目的：透過無家者導賞員，讓參加者更能感受其無家困境的掙扎，和認識他們的社區經歷。這
90 分鐘的歷程，讓參加者多角度認識深水埗，反思我們與社區間的關係。
日期：11 月 24 日 ( 六 )
集合時間：10:30am ／地點：深水埗港鐵站 B 出口大堂，美心西餅店旁
名額：20 名
費用：免費 ( 深導行團費以自由奉獻形式收取，支持協會恆常事工或支持有關無家者發展項目 )
報名表格可於教會接待處索取，填妥後交回；另外，本周各堂崇拜後，特設報名攤位。
截止日期：11 月 11 日 ( 本主日 )
查詢：黃勁梅傳道 (3150 1402)

「播道愛心行動 2018」奉獻籌募
簡介：播道會總會慈惠部每年收集捐款推展「播道愛心行動」，透過會內各堂及社會服務單位在
聖誕新春期間送贈食物禮包予基層家庭及長者。
今年目標：預計送出 3000 份禮包（每份成本約 $25 計算），更有熱心肢體承諾，每收集到 $25
捐款，將額外送出 1 公斤香米加於食品禮包之中。
捐獻方法（最好於 11 月 20 日或之前）：
1. 劃線支票寄回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14 樓（抬頭：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背面
註明「慈惠部播道愛心行動」）
2. 網上信用卡捐款：www.efcc.org.hk/donate
查詢：鄭小姐（2715 9683）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份粵語周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3/4

聖餐門訓
主日

10/11

門訓主日

17/18
24

福音主日
門訓主日

25

講員

講題

經文

林誠信牧師
( 晚、早、中 )

信徒該如何生活
待主再來？

羅 13:8-14

Mr. Morgan Jackson ( 午 )

Listen to Him

路 9:33；羅 10:17

三位一體的奧秘 ( 晚 )
宇宙探索 ( 下 ) —人死後的去處 ( 午 )
聖俗與習俗
羅 14:1-23
上帝：非一般的老闆
太 20:1-16
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羅 15:1-13

吳宣倫博士 ( 晚、午 )
余仕揚牧師 ( 早、中 )
羅錫堅牧師
吳宗文牧師 ( 晚 )

播道會 130 周年聯合崇拜 ( 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
講員：曾金發牧師 (Rev. Edmund Chan)
學青崇拜 (10:30am-11:40 am) ／ 地點：一樓副堂

日期

11 月份主題

經文

講員

4
11
18

Honesty
順服：你得嘅﹗ ( 聖餐主日 )
Life at its Best

耶 15:10-21
耶 35 章
耶 29:1-14

王恩瀚傳道
伍宏濤牧師
伍宏濤牧師

25

播道會 130 周年聯合崇拜 ( 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
講員：曾金發牧師 (Rev. Edmund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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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報告事項
1. 播道會總會 2019 年曆卡已備妥於禮堂門外攤位，歡迎會眾每人各取 1 張。
2. 禮堂外備妥 11 月份《天使心》，歡迎會眾每家庭各取 1 本。
3. 圖書閣將於 11 月 18 日 ( 下主日 ) 進行二手圖書義賣，所得款項全數奉獻給教會宣教
士巧匠，作為支持他的宣教事工。
4. 11 月 25 日 ( 日 ) 舉行播道會 130 周年聯合崇拜，門票可於接待處索取，一人一票，
手抱不佔坐嬰孩無須取票。當天教會辦公室休息一天。
5. 11 月 10 及 11 日 ( 本周六、日 ) 崇拜後有火警演習，請大家積極參加。
6. 十二月份出版的《福徑》(WOB152) 主題為《回望》，誠邀弟兄姊妹撰文，分享大家
在 2018 裏所經歷的事情，讓我們一起與你分享 ?「青草地」專欄繼續開放，歡迎踴
躍投稿 ( 可用筆名，但來稿請附真實姓名 )，稿件請交接待處或電郵 wob@kongfok.
org，可代打中文。截稿日期：11 月 30 日 ( 五 )。

代禱事項
世界 ( 提前 2：1-2)
求主掌管即將舉行的美國中期選舉。此選舉不但影響美國，甚至會影響世界的經濟、
文化、軍事、道德、性別認同等的價值觀，願主保守選民的心。

國家 ( 羅 13：1-5)
國內不同鄉縣的領導對基督教會進行不同程度的管制，求主幫助國內的教會及信徒，
面對困難的處境仍然站立得穩妥。

社會 ( 耶 29：7)
港珠澳大橋落成，促進三個地方交流的同時，卻帶來東涌於交通、日常生活的不便。
求主叫政府盡快想出解決的方法，讓市民的生活不致被嚴重影響。

教會 ( 弗 6：18)

1. 記念 11 月 17 及 18 日 ( 周六及主日 ) 之福音主日，願主使用羅錫堅牧師，宣講福音
真理；並感動兄姊積極邀請未信主親友赴會。
2. 記念播道會 130 周年聯合崇拜 (11 月 25 日 ) 之籌備，求主帶領眾播道會堂會「作主
門徒∼回歸根本，同心為下一代努力」。

肢體 ( 雅 5：13-16)

為患病肢體祈禱：吳浣菁、林楊金蓮、蔡秀娟、Pauline Chan、黎香、Grace Tsui、何劉
愛蓮、潘燦國、盧慧英、龐國本、Catherine Kuo、呂浠瑜、繆詠湘、CoCo Fu、陳少珊、
陳范瑞華及 Keneth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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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 (12/11-18/11) 聚會時間表
周一弟兄團契

周一 7:30pm

腓 1:27-2:18

1 樓禮堂及 2 樓

姊妹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小組查經：羅 15:1-13

1 樓禮堂及 1 樓

智慧的母親

周二 10:00am 分組查經

1 樓副堂及 1 樓

姊妹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講經：羅 14:1-23

1 樓禮堂及 1 樓

常青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 來 1-7 章

1 樓副堂

周三弟兄團契

周三 7:30pm

查經：撒上 16:1-13

1 樓 2 號室

港福詩班

周四 7:30pm

詩歌練習

1 樓 2 號室

職青區 RML 團契

周四 7:30pm

Fuelling the Fire

1 樓副堂

喜樂祈禱會

周五 9:30am

祈禱會

1 樓 2 號室

常青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 常青旅行日

戶外

國語區姊妹團契

周五 10:45am 豐盛的生命

2 樓 201-203 號室及小禮堂

喜樂詩班

周五 1:45pm

詩歌練習

1 樓聖樂室

成年區

周五 7:30pm

小組活動

1 樓副堂及 1 樓

國語區查經團契

周五 7:30pm

以西結書 ( 二 )

1 樓 2，3-8 號室

國語區夫婦團契

周六 1:30pm

休會

學青初中 Silas 團契

周六 1:30pm

REALationship

1 樓 9 號室

學青提摩太 ( 高中 ) 小組

周六 2:00pm

「你」想職業 - 3

1 樓 14-15 號室

職青區但以理團契

周六 3:00pm

小組查經

2 樓小禮堂

敬拜隊

周六 3:30pm

詩歌練習

1 樓禮堂及聖樂室

夫婦區信實團契

周六 3:30pm

婚姻過山車

1 樓禮堂

兒童詩班

周六 3:30pm

逢第一、三周：詩歌練習

2 樓 204-205 號室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婚姻過山車

1 樓禮堂

英語團契 (Adults)

周六 4:00pm

Romans

1 樓 11 號室

AWANA

周六 5:15pm

分班上課

2 樓 204， 210 號室

智慧的父親

主日 9:00am

Wisdom for Father

遠東金融中心 UG
四季悅日本餐廳偏廳

周六 4:30pm

101 福音班

主日 10:30am
周六 4:30pm

102 浸禮班

主日 10:30am

耶穌再來
門徒的成聖－連繫基督

1 樓 1 號室
海富中心商場 314 號室
2 樓 201 室
海富中心商場 304 號室

300 十二使徒經外傳說

主日 9:00am

彼得、雅各、約翰

海富中心商場 314 號室

103 會籍班

主日 9:15am

分辨異端

海富中心商場 304 號室

常青主日學

主日 10:30am 申命記

遠東金融中心 UG
四季悅日本餐廳偏廳

大專查經組 ( 英語 )

主日 12:00nn

Romans

2 樓 202 號室

400 無愧工人的召命

主日 12:00nn

休會

《聖經》主線大追蹤

主日 12:00nn

希伯來書 13 章

1 樓 11 號室

兒童區主日學 / 地點：二樓
9:00am 幼兒主日學

10:30am 幼兒主日學

9:00am 小一至小五 兒童主日學

幼兒 (PN)

主耶穌知道我
一切

幼兒 (PN)

帶癱子見耶穌

Parents Day

低班 (K1)

主耶穌知道我
一切

低班 (K1)

約瑟寬恕哥哥

10:30amTweens
小六至 S2 兒童主日學

中班 (K2)

好撒馬利亞人

中班 (K2)

約伯得福

Thanksgiving 2

所羅門作王

12:00nn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高班 (K3)

不要憂慮

高班 (K3)

嬰兒崇拜 (0-2 歲 )
地點：一樓嬰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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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忍耐
幼高﹕傳揚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