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們(信的人)天天同心合意 

恆切地在殿裏， 

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 

誠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二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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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禱告                            
                                           蔡明德牧師 

     

    最近我與多位禧年堂肢體一同經歷到主垂聽我們同心的禱告。在

今年 2 月初，我與內子相識已超過廿多年的一對宣教士夫婦，其妻

Angela 從香港去到加拿大再轉往哥斯逹尼加宣教，其中發現感染了病

毒，一星期內病發至危殆，雖然她是加拿大的公民，加拿大拒絶接受

其回國治療，而中美洲哥斯逹尼加亦沒方法及藥物對付此病毒，她全

身腫脹及起水泡，似乎落在極無助與無奈中，家人、親友及弟兄姊妹

都十分擔心。我們就發動弟兄姊妹為其病危的絶境向神尋找出路及幫

助，同心懇切為宣教士 Angela 禱告。到 2月 13日得悉病毒神蹟地被

控制過來，感謝天父的憐憫，感謝祂奇妙的作為 ! 

     

    主耶穌禱告的生活中，祂十分注重個人與天父禱告相交的生活，

如清早到曠野或山上去禱告。除了禱告的教導之外，祂同樣十分注重

到群體的禱告生活，祂在(馬太福音 18:19-20) 教導門徒同心的禱

告，主耶穌說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

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那裡，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到了初期教會，第一個禱告是在樓房上同心合意的懇切禱告，使

徒行傳記載(徒 1:13-15) 「他們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在

那裡有彼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馬、巴多羅買、馬太、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奮銳黨的西門、和雅各的兒子〔或作兄弟〕猶大。

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

心合意的恆切禱告。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因着

此同心的禱告，五旬節聖靈降臨，彼得起來講道眾人受感扎心，並接

受水禮，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教會是由眾多的肢體組成，要過群體合一相愛的生活自然不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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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各人有不同的背景、性格、喜好、不同的價值觀、對事情的看法

與寛、緊不同。若要同心合一並彼此相愛，一同實踐主所託付的大使

命，我們就必須同心的禱告，求主藉着祂的靈，澆灌祂的愛在我們當

中，並求主幫助我們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各人不要單顧

自己的事，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大家都以基督的心為心。一起

同心的禱告，經歷施恩的主所賜下各樣的恩惠及其憐憫人的作為。 

     

    今年神家富浸禧年堂的年題是「禱告與傳承」，我們的年題經文

是(賽 56:7)「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 

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

告的殿。」求主興起我們，同心在祂殿中禱告，求復興、求傳承，為

教會堵塞破口，傳承下一代，熱心宣教、傳揚福音，有異象能力的事

奉主。請一同參與禱告四十天的運動並同心懇切禱告，求主興起工人

在主的家中分擔及承接事奉，一同興旺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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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伙伴 
                                               黃棣強 

 

      多年前我被一位教會的弟兄邀請成為他的禱告伙伴，讓我們一同

分享禱告，誠如教會得力源於屬靈境域的媒介，去締結與三一神的關

係，向祂支取無限的資源。 

 

    通過禱告伙伴，幫助我們集中焦點於神，叫個人在思想和目的上

合一。這是教會的祈禱會外，另一個祈禱網絡，提供另一分享讚頌及

感謝神的渠道。 

 

    每當有特別需要的時候，神會感動我或我的禱告伙伴去一同禱

告，甚或提供實質的幫助。 

 

    經歷與祈禱伙伴禱告一段時間，令我深深感受到合一禱告之能力

和果效是如此透切，及叫人驚歎地被所有禱告支持者一同經歷，以至

彼此對自己的事奉工作的熱誠也被挑旺。 

 

    由此可見，透過祈禱伙伴，有效增強事奉力量，使我再不覺得自

己在孤單無助地事奉，更可以實踐互相鼓勵，互相嘉許和互相提醒，

作祂忠心的無名僕人。 

 

    從今天起，你也找一個與你互相扶持的禱告伙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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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誠心所願 

                                      鄺美珩 

一. 心願離不開行動 

作為主婦，我想「有一個清潔的家居」……是一個心願，我必須

動手拿布和清潔劑，才證實我真的如此期盼。信徒大部份的禱告，也

必須以行動來使事情發生改變，或顯出我真的是「誠心所願，阿們」。 

 

神獨行奇事，有祂的主權，許多時我們的禱告是要等候主的作為。

在人的方面，在祈禱中是有我們要付上的行動。論到行動，也就意味

着要付上代價，或是接受操練，與神同工，達至榮神益人。 

 

二. 祈禱即是行動 

執筆之際，明晚週三祈禱會是為青少區祈禱。我的祈禱事項是： 

 1. 感恩天父帶領了青少年來到富浸聚會，求主保守牧養他們; 

 2. 求天父加能賜力給區牧和我，並一眾導師，同心合意服事青少    

  年人； 

 3. 求主幫助某某少年人，某某導師，他們……（遇到的困難）。 

 

以上禱告，若是我的誠心所願，那麼，我的態度和行動是： 

    1. 事奉教會乃是與神同工，我要常以感恩榮神為我服事的動力，          

   不輕言放棄青少年，要珍之重之，教導和團契勸化他們。要花

   時間接觸青少年。 

 2. 我要竭力與區牧、導師等保持和氣，並要謙卑協作。當有紛爭

  歧見，就還原起初感恩榮神的基本步。 

 3, 我又要關心區牧、導師和青少年人……強記少年人名字……否

  則怎能算是做了禱告呢？ 

 

    檢討下，我以上禱告的行動是「已然……未然」，尚要加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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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作徒有外表祈禱的敬虔形式、心中乏力虛假的基督徒，主耶穌

要監察我們的隱密處，被主責備就不好了！ 

 

三. 祈願行動雖遠亦近 

話說 26/2崇拜的祈禱事項，兄姊們應如何在禱告中有行動？ 

1.「為 9/3-16/4四十天全教會禱告運動祈禱。」 

   那麼，我就要自己實行，又鼓勵小組兄姊做，若能，更可聯同    

   靈伴一起實踐。若自己一點都不做，連祈願者自己都不能從中  

   被造就？如何能算得上向神祈願使這項活動造就信徒？ 

  

    2.「為南蘇丹陷入飢荒困境……」 

除了為當地政府和聯合國能作出救援行動之外，我在此項禱告  

的行動是甚麼呢？遠的做不了甚麼，但仍可操練憐憫人的心   

志，對不幸和困苦的付上主耶穌憐憫世人的祈禱。我們憐憫別 

人的心志必會催使我們關顧周邊不幸困苦的人，不是嗎？作在 

基督一個小子身上就是作在耶穌身上，刻下可做的，就是幫助 

身邊困苦的教會弟兄姊妹、親人、朋友……等。 

 

四. 話語帶着能力禱告 

禱告不只留在口中，還要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作息中顯出信靠神的

連串的行動，正是「你的日子如何活出神話語的能力，你的力量也如

何」。要知道神以祂的話語，創造了諸天萬物，是有形有體的行動，

萬物運作都彰顯上帝話語的能力。信徒奉主名祈禱，主的靈作工，信

徒祈禱的「誠心所願」要顯於我們的行動中。個中是神先給我力量，

還是我要盡上「誠心」，熟先熟後，個中有點奧秘，然而兩者都是聖

經教導的真理。 

 

五.「40天」的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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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在主耶穌受難節期間舉行 40 天禱告。40 天：我聯想到摩西

在西乃山上 40天之後，向以色列人頒下十誡(出 34:28)。以利亞逃命

40 天後，神與他說話，並宣佈了新的政治局面。(王上 19:15-18)；耶

穌 40天在曠野禁食祈禱，之後受撒但的試探。耶穌勝過撒但後，旋即

展開傳道，宣講天國福音。以上的「40天」之後，神要顯出神蹟奇事，

正是恩威並施。 

 

最貼近我們的事件：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後，在曠野四十年之久，

受耶和華神的苦煉與試驗，藉以顯明他們是神的選民，肯遵守神的誡

命(申八 1-5)。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

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 神要鍛

鍊我們的信靠，並催促我們行動，作成在主裏的善工。 (申 8:2) 

 

六.教會誠心所願 

    教會 40 天禱告，將要成就神甚麼的奇事呢？40 天的操練後，會

帶來甚麼榮神益人、立己的改變？教會的單位是信徒，信徒中有自己，

我會有甚麼靈性上的長進呢？我是神的選民嗎﹖我更願遵守神的誡命

嗎﹖教會作為燈台的發展要由每個單位啟動！共勉之，誠心所願。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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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中不住禱告，凡事謝恩 

                               

                                        黃愈貞 

 

我每日睡醒就會感謝神，我覺得自己是個卑微的人，主讓我所負

的軛是輕省的，知足常樂，能夠食得睡得行得已經是恩典了，有時吃

到一些美味的食物，已經很感恩和滿足。還記得未信主的時候，有一

段困苦的日子，不能入睡，要看醫生吃藥才能睡覺！在最痛苦的日子

一個月消瘦了 1O 幾 2O 磅，也曾經有過恐懼症，在商場裏面突然行不

到路！  

 

    我禱告不會求神給我什麼，只要有平安，有食用的就足夠，因為

平安也不是必然的，我每日就是感恩！不為明天憂慮，只要有盼望，

活著就是感恩！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

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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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禱告 

                                 何麗坤 

 

主耶穌在世時，常常獨自到郊野去禱告(可 1:35; 太 14:23)，祂

身體力行展示禱告的重要，又吩咐我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

18:1)；保羅也教導我們為眾聖徒祈求，也為牧者、傳道人禱告(弗

6:18~20)，可見禱告對基督徒來說何等重要，也是主的吩咐，尤其弟

兄姊妹奉主名聚會，同心合意地祈求，主必臨在並垂聽禱告(太

18:19~20)。 

 

富浸逢星期三晚上有祈禱會，我從 2003年開始，斷斷續續參加了十

多年，往日為工作、家務和進修等，只能偶然參加，但感謝主，自從去

年因工作改變和其他條件配合下，我得以較穏定和恆常地參加祈禱會。 

 

在教會祈禱會中，我們有詩歌敬拜，也有聖經信息分享，但重點

當然是代禱事項分享和禱告了。我們為教會整體、為各區各部、為各

團契和小組、為各同工和執委、為各教會肢體的需要代禱，也為浸聯

會的事工和香港以至世界情勢代求。若有肢體或其親友患病，我們同

心祈求主醫治、保守他們的身體和心靈；若有肢體待業，我們切切地

祈求主為他們預備適合的工作，引領他們的前路；多次教會的戶外活

動，例如兒童戶外崇拜、教會大旅行等，雖然根據天氣預報很可能會

下大雨，但在大家同心禱告下，最終總是在神保守下順利完成……很

多很多的例子，見証著主垂聽及應允我們同心的禱告，我們也為此同

心感恩讚美！ 

 

此外，參加祈禱會，可以得知更多教會和肢體的近況，增加對教

會的歸屬感。期望更多弟兄姊妹參加教會祈禱會，同心合意為教會和

主內肢體禱告守望，深信禱告越多，教會越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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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終必答允禱告 

          陳民 

 

大約 40 多年前，我還是一個

少年人。那時，我被邀請往一間學

校擔任聖誕話劇一個角色。那時，

我尚未信主，我姐姐在這所學校讀

書，已經信了主。經她介绍我答應

演出話劇其中一個角色。話劇要經

常綵排，一星期三次。由暑假至 12月聖誕節，要這麽辛苦，我實在後

悔未問清楚就答應了。既然答應了，也只好勉為其難繼續綵排了。劇

中我飾演一個飛仔（爛仔），經常聽到另一個飛仔悔改信主經歷。聽

得多了，我也有慕道的心，開始想認識主耶穌是誰。另外有一位姊妹

（暫且稱她為Ａ姊妹），我經常與她有很多對手戲。那時，也經常和

她一起參加團契聚會。我覺得 A 姊妹很奇怪，每次聚會完畢，馬上就

不見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有一位未信主的男朋友，在教會門

外等她。聚會完畢，他們就一起走了。而那男子從來都不進入教會。

當時，因我専心慕道，就再也不注視他們了。聖誕劇完結後，也再看

不見 A 姊妹了。後來，我信了主，心中想起 A 姊妹，為何她不再返教

會呢？ 

 

不久，我聽到 A姊妹结婚了。我才明白原來她的丈夫是未信主的。

她不能放低這段感情，惟有選擇離開教會了。但我心中一直掛念著 A

姊妹，如何邀她返回教會。經常也為她禱告，希望她再回到教會。雖

然，有多次見面，我也沒有勇氣請她返回教會。因見她生活美滿幸福，

生兒養女，安居樂業。 

     

 到了 2003 年，沙士侵入香港。孩子們都不用上學。一家人混在

家裡，不敢到處跑。於是，我們一家人决定去行山，首次行上家裡附

近的梅子林。我才發現我家附近有一條如此美好的行山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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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過後，我卻愛上了獨自行山。在行山的過程中，不住的向神

禱告。把所有心底話全部向神傾訴。包括為 A 姊妺禱告，希望她能早

日回轉歸主。我大約一星期行山 3-4 天，不知不覺，一共行了 5 年。

每次行山祈禱内容大致相同，差不多都為那些事情禱告。直至轉換工

作，才停止行山活動。 

 

    到了 2010年的一個晚上，我接到 A姊妹的來電，她說自己患上乳

癌，想找我太太了解化療情况。她很懼怕頭髪甩光了。當時，太太不

在家，我趁著這機會勸她回轉歸向主，向主表白心中的痛苦，懇求主

憐憫和醫治。放下電話，我停下來静默了許久。我計算為 A 姊妹禱告

差不多一千次，上帝的回應是她患上了乳癌。我心中憤憤不平，上帝

祢的手太重了！當時，我感受上帝的回應: 我的手不重，她是不會回

轉的。其後，我就默然不語了。 

 

    我繼續為 A 姊妹的治療及歸回上帝禱告。幾個月後，我收到好消

息，就是她已返回教會，穏定聚會。而癌症也漸漸康復。原來，她化

療期間，到了她新抱外家靜養。她新抱外家是基督化家庭，對她照顧

無微不至，常常為她禱告。在這段靜養期間感受到上帝的愛，不離不

棄。在治療的過程中，經歷上帝有最好的安排。教會牧師經常來訪慰

問，她心中大受感動，於是，就毅然決定歸回上主。而Ａ姊妹的兒子，

看見母親的改變，也樂於參加教會聚會認識主耶稣。不久，就信了主。

而Ａ姊妺的母親也在去世前半年也決志信主。最後，連她的丈夫看見

家中各人的改變，心受感動，經過多月慕道，也願意受洗歸主了。 

 

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樂於垂聴我們禱告的主。我們只管將心中

的訴求向祂表白，祂終必答允我們的禱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18:1-8

教導我們說：耶稣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難

道上帝不會替那些日夜向他求援的子民伸冤嗎？他會延遲援助他們

嗎？我告訴你們，他一定儘快為他們伸冤。可是，人子來臨的時候，

他能在世上找到這樣的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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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的學習與應用 

                                         陳堅晶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 

阿們！    

                             《馬太福音》第 6章第 9-13節 

 

為何要學習主禱文 

    有時候，在教會崇拜結束前我們會以主禱文禱告，兩三人禱告也

會唸主禱文，到底主禱文是怎樣來的?在約翰福音十一章中提到門徒向

耶穌請教禱告，他們見證到耶穌在他們面前施行神蹟，得力的泉源不

是別的，就是依靠禱告，耶穌教導門徒的禱告文不單是禱告大綱，更

是一則禱告的範本，教導我們禱告應有的態度和原則，我們又是否懂

得應用主禱文在我們日常的禱告生活中呢? 

 

隨時運用主禱文的原則祈禱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運用主禱文的原則來祈禱。早晨起床後，

我們可以讚美神的大慈愛與祂所賜的恩典，讚美祂的名; 當我們遇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A4%AA%E7%A6%8F%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4%AA%E7%A6%8F%E9%9F%B3%E7%AC%AC6%E7%A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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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有需要時，我們可以為他們代求，祈求神的公義臨到。當我們遇

見試探及兇惡時，求主幫助我們脫離；當我們面對抉擇時，我們可以

祈求主的旨意成就；當我們享受美味的食物時，我們可以感謝神祂賜

我們美味的飲食；當別人得罪我們時，我們又可否饒恕他們，因為神

也免了我們的債。最後，讚美上帝，因為祂帶領我們脫離黑暗，進入

光明的國度；讚美上帝，因為我們有份於祂的權能與榮耀；「阿們」

的意思則「誠心所願」，願神成就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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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撒馬利亞人在哪裡 

               周信宜執事 

 

為什麼富浸沒有固定的兒

童導師？好撒馬利亞人在哪

裡？感謝主！今年兒童區因有

各同工及義工回應神的感動和帶領，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例

如今年四月第一次兒童崇拜只租用一部旅遊車，到了 11月第二次兒童

崇拜，我們要租兩部旅遊車，小朋友及大人各有約 50人。但按現時的

義工人手，相信這是可以服侍的人數已經到了極限。 

 

    但我想，不同的群體都有固定的導師或者組長，為什麼唯獨這麼

多年來富浸教會沒有一位固定的兒童導師，每位導師在帶領完崇拜或

教完兩三個主日學後就會離開他們。這也是當兒童大了不用跟從父母

後，不再回來教會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由細到大都沒有一位固定的

導師跟進他們，也沒有導師協助他們彼此建立固定小組或團契。他們

升中後互相沒有什麼聯繫，結果很少能繼續在富浸參加聚會和成長，

因此我們會再問為什麼富浸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固定的兒童導師？原因

是兒童聚會是配合家長返崇拜，家長來教會崇拜，教會就同步開兒童

聚會，讓家長能安心崇拜。但同時義工也需要崇拜，所以就輪流當導

師，故此兒童不能像其他群體有固定的導師。就算有弟兄姊妹有心長

期固定做導師參與兒童崇拜和兒童主日學，但亦受到三個觀念所限

制，認為不應該這樣安排。 

 

第一：長期參與兒童崇拜的義工沒有自己的崇拜沒有機會聽道，只有 

付出沒有吸收，不健康。聽道對我們的靈命成長的確很有幫助，但聽

道不是崇拜的核心，主日學、查經課程、閱讀聖經等真理學習方式對

某些人來講可能比聽道更有幫助。 

第二：義工在兒童崇拜中不能真正安靜專注敬拜神。敬拜神最重要是

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不限於只用安靜和聽道方式，有些人可透過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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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上主，眼目看顧兒童，心裡與神對話。透過服侍兒童更認識

和經歷上主，從而與主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第三：義工長期沒有在大堂一起崇拜和領主餐，失去合一和肢體相交

的機會。 

 

    現實上其實很多人每週返大堂崇拜的肢體，也沒有空間與不同的

肢體交往。相反大家在富浸服侍不同的群體，同一時間一同敬拜同一

位上主，不是一幅很美好的富浸合一圖畫嗎？大家一同參加週三晚教

會祈禱會不是更加能體會教會合一? 可惜現時恆常出席教會祈禱會的

弟兄姊妹不足 10人。另一方面義工同心合意一同交流及合作服侍兒童

及其家長，這個義工群體是何等美好的肢體相交和令人羨慕。 

 

    其實除了兒童沒有固定導師外，不少未信主或慕道的兒童家長，

由於沒有人在兒童聚會時間安排合適的聚會給他們，這些家長在帶兒

童回教會後便離開教會，為什麼我們不能安排合適的聚會給這些家長， 

例如：慕道者崇拜，原因都是一樣，受三個觀念所限制。其實全家歸

主，才是幫助兒童成長更完全的目標。 

 

    有次，在兒童崇拜有位義工分享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當中講到

有一位很需要別人幫助的傷者，但由於當時的祭司和利未人都受着某

些觀念的限制，沒有空間協助這位有需要的人，反而在當時猶太社會

沒有地位的撒馬利亞人幫助這位有需要的鄰舍，實踐耶穌所講愛鄰舍

如同自己。 

 

    主耶穌講：有需要的人就是我們的鄰舍。對於富浸的兒童及其家

長，好撒馬利亞人在哪裡呢？     

 

 

(上述的分享只是我個人的領受，當中的理念，並不代表教會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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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盟海誓 
感激與承諾 

我_______已娶 / 嫁您_______為我妻 / 夫 

今天在上帝 / 眾人面前 

我衷心向你表達愛意與謝意。 

在過去____年歲月裡 

當我灰心失意時，您支持鼓勵我。 

當我軟弱病痛時，您照顧服侍我。 

當我犯錯跳倒時，您寬恕接納我。 

當我難過困苦時，您關懷擁抱我。 

當我情緒緊張時，您開解安慰我。 

當我成功高興時，你衷心讚賞我。 

當我面對挑戰時，您代禱祝福我。 

在未來歲月裡，無論苦樂禍福、富貴貧窮、平安疾病， 

我都一樣敬愛您、尊重您、保護您、同您一生一世、

專一愛您。每天為您禱告，時刻關懷您， 

這是我真誠專一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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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葉漢傑 

JczBand – 家 

各有各背景 有波折劇情 請放心 我願細心傾聽 

與你共走過夜晚 悲傷裡共撐 期望你傷悲會消減 

閉上你眼睛 再找到共鳴 請放開 再用心感應 

共經歷一切情況 不管到何方 仍舊以禱告作依傍 

家 全憑它不怕風雨 就在這家 重新去建立安慰與寬恕 

同經挫折與歡愉 共建這家 同行有著你不怕 

掃著結他和諧情感樂聲裡再深化 同心去歷變化 

就算遠走 仍然可歸到此處 有聚有分 仍然不怕陌生愛中相處 

耶穌永遠在此處 全為了他 情誼可不變不改 

這就叫家 全因這裡盡充滿你的愛 同心協力去愛 

第一次聽到這首詩歌是我讀大學一年級的學校團契，那時一邊細

聽一邊咀嚼歌詞，發現這首詩歌很有意思，字裡行間講出了一個小組

應有的特質和功用。 

 

每一次聽這首詩歌，我便會很感恩，在四年大學生涯當中，我在

學校團契找到自己的「家」，正如歌詞所說﹕「家全憑它不怕風雨，

就在這家重新去建立安慰與寬恕，同經挫折與歡愉。共建這家同行有

著你不怕，掃著結他和諧情感樂聲裡再深化，同心去歷變化」不單是

每次聚會，即使是平日，大家也會在群組內毫不介意地盡吐心聲，大

家去支持和鼓勵對方，大家成為大家的同行者，正正是這個「家」令

大家不斷一同經歷一同成長。 

 

當然，「家」不是我們想建立便可以建立到，正如歌詞所說﹕「耶

穌永遠在此處，全為了祂情誼可不變不改，這就叫家全因這裡盡充滿

袮的愛」一個家之所以能夠形成全因為主耶穌在我們當中，沒有祂，

這個便沒有。「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筆者祝願大家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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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詩歌節目介紹 
何兆輝 

聖詩你好嘢 (Hymns Spectacular) 

 

節目介紹精選的聖詩作品，與聽眾分享聖詩創作的小故事及小知識，

讓聽眾了解不同年代聖詩作品的特色，並鼓勵聽眾可以一同歌唱。  

 

收聽或重溫方法：(禮拜四晚上 8點) 

I)香港電台數碼 31台(數碼收音機) 

2) RTHK Mine 手機 APP 

3) 網站 http://yeah.hkhymns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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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活動花絮 (2017 年 1-3 月份) 
 

(1) 全教會 四十天禱告運動（3月 9日-4月 17日） 

 

(2) 成人區 新春茶敍 ～ 2月 5日(初九) 

 



 
 

20 

(3) 教會執委同工   公開講座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ICM)舉辦 

「教牧與執事共舞/武?」～ 2月 22日及 23日晚上 

     

   

(4) 春日遠足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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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長者區(婦女區協辦)  參觀挪亞方舟 ～ 3月 21日 

 

(6) 青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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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對基督教信仰有進一步認識， 

或想與我們談一談，可聯絡： 

堂主任： 蔡明德牧師 

傳道： 張育珍傳道   黃美玉傳道   吳婉茵傳道 

文員： 莫燕霞姊妹 

 

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 1 樓 3 號   (商場副堂) 

電話：  2642 1039 / 2642 1962 

傳真 ： 2683 5036 

電郵 ： info@fuonbc.org 

網址 ： http：//www.fuonbc.org 

家訊投稿電郵 ： newsadmin@fuonbc.org 

mailto:newsadmin@fuonb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