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續點亮內裡的燈          黃德潔姑娘 
 

    最近部份網上熱烈討論㇐首基督教歌曲的歌詞與釋經及神學的意思，對於這個問題，
相信需要更多的思考及探索，然而這令我回憶起在教會也曾有類似的討論，很想再次的分
享。 
 
 無疑，詩歌是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就算沒有指明出處是根據聖經那章節，歌詞也等
同了在分享我們所信的信仰內容，早幾年曾經分享過在「成功神學」思維下的詩歌，內容
總會穿插著「成功上帝」的信息，也分享過「成功神學」的問題所在。今天想分享，當我
們為神講見證或聽見證的時候，也要謹慎，不要落入類「成功神學」的取向。 
 
 聖經中最震撼的見證，想約伯也是代表人物，當我們看著約伯如何陷入人生極低谷，
然後絕地重生，最後得到比前更好的生活！或許讓信徒覺得，這就是見證的示範版本，才
是有價值、感動人的見證！要小心的是，當我們講的、聽的見證都是千篇㇐律的「脫離兇
惡」或「重病得癒」的成功方程式，「上帝」亦自然被限制在㇐個解決人需要，或預備、
建立人成功之路的角色。而其他，如上帝在歷史中創造、復和和救贖等作為，則少有被提
及。久而久之信徒也或許不認為需要認真系統地理解上帝的作為。 
 
 上帝的作為是否只是在祂使我們病得醫治和成功順利之上呢？當然不是。祂的榮耀和
能力正正就是當「人子被掛在木頭上」時充分地透過恥辱、無能和失敗去表現出來。 
 
 請問㇐問自己：你所見證的你認識嗎？ 
 
 事實上，聖經就是上帝的見證。而就是在這些見證中，讓人真實的認識上帝。所以見
證從來都不是無傷大雅，感人至深的小故事，而是直接影響講的、聽的人對上帝的認識、
體會和累積信仰的神學。今天我們是否仍願意忠於這種見證方式？還是仍不經意地被「成
功神學」所影響，選擇了和這充滿苦難、罪惡、恩典和救贖相反的「成功見證」呢？ 
 
 作為上帝的見證人，你認識所見證的上帝嗎？重溫上周講道經文，作為提醒。 
 路 11:33-36「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窨子裏，或是斗底下，總是放在燈臺上，使進來的人
得見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
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裏頭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無黑暗，就必全
然光明，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教會同工團隊： 
顧問牧師：周志豪牧師 
代堂主任：羅瑞蘭執事 
傳道：黃德潔姑娘(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戴國強傳道(兼校牧) 
      龐嘉慧姑娘(半職) 
教會幹事：陳玉蓮姊妹  

 
教會執事團隊： 
梁美蘭執事(主席) 
陳佩珊執事(副主席) 
伍偉豪執事(副主席) 
鄺曉霞執事(財政) 
黃懿嘉執事(文書) 
羅瑞蘭執事 
梁淑嫻執事 
黎少玲執事 

 
地  址： 大埔棟樑里㇐號(靈風中學內) 
電  話： 26623525 
傳  真： 26623265 
電  郵： info@chctp.org.hk 
網  址： www.chctp.org.hk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chctp 
 

牧 者 分 享 



 

 

   

 

固本培元 承勢出發 
 

16/10/2022 講員 主席/ 
領詩 伴奏 家訊/ 

代禱 
招待/ 
奉獻 

奉獻 
祈禱 投映 音響 直播 

主日崇拜 
(實體和直播) 

毛燕芬 
姑娘 

佩珊 
執事 

頌謙  
弟兄 

德潔 
姑娘 

雅儀 
姊妹 

尹然 
姊妹 

淑嫻 
執事 

意就 
弟兄 

Marcus 
弟兄 

童來崇拜(實體)  美蘭執事&懿嘉執事。敬拜—欣欣姊妹 



聽道筆記 

 請安靜默禱 預備迎見神  

1.宣召 -------- 至於我，我必憑祢豐盛的慈愛進入祢的居所； -------- 主席 
我必存敬畏祢的心向祢的聖殿下拜。 

耶和華啊，求祢因我的仇敵， 
憑祢的公義引領我，使祢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詩篇 5:7-8) 

2.禱告 ------------------------------------------------------ 主席 

3.讚美 ------------------------------------------------------ 主席 

4.讀經 ---------------- 詩篇 36:1-12 (舊約 P.568) -------------- 主席 

5.證道 -------------- 常施慈愛，常行公義 -------------- 毛燕芬姑娘 

6.奉獻 --------------------------------------------------------- 主席 

7.分享 --------------------------------------------------------- 主席 

8.家訊 --------------------------------------------------- 黃德潔姑娘 

9.代禱 --------------------------------------------------- 黃德潔姑娘 

10.祝禱 -------------------- 誦十誡 ------------------- 黃德潔姑娘 

～請留步參與主日學～ 
 

 
 

                                                                    

                                                                    

                                                                    

                                                                    

                                                                    



家訊 Announcements 

承蒙毛燕芬姑娘蒞臨本堂證道，深表謝意！ 

歡迎參與聚會的新朋友，願主賜福你，誠邀你繼續參與本堂聚會。 

生日肢體 
16/10 馮安琪姊妹  17/10 高希彤姊妹、劉靜雯姊妹 18/10 林以信弟弟  
20/10 張鍛英姊妹  21/10 蔡瑞娟姊妹   

23/10/2022 講員 主席/領詩 伴奏 家訊/ 
代禱 招待/奉獻 奉獻祈禱 投映 音響 直播 

主日崇拜暨 
浸禮 

(實體和直播) 

周志豪 
牧師 

懿嘉 
執事 

泳衡 
弟兄 

德潔 
姑娘 

麗嬋 
姊妹 

美蘭 
執事 

鍛英 
姊妹 

意就 
弟兄 

佩珊 
執事 

童來崇拜(實體) 禮賢姊妹&靜雯姊妹。敬拜：世頌弟兄 

1. 10 月 23 日是本堂週年浸禮的日子，今年接受浸禮是江楚喬姊妹和林惠梅姊妹，請各位預留時間參與，
 同見證兩位姊妹在神和在人面前的立志。

2. 探訪及關懷事工聯合聚會，將於 30/10/2022 崇拜後至 1:15pm 舉行，是次將透過㇐同製作小食，彼

 此建立歸屬、交流及支持。邀請你預留時間！

 3. 本堂於 10 月 30 日參與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主協的嘉年華會，在頌雅廊開設〈環保小盆栽〉手工攤

位以招募小朋友參與本堂童崇，現向弟兄姊妹收集已清潔的小膠盆或小玻璃瓶(直徑小於 10CM，高

度小於 10CM)，請於 10 月 30 日或以前交回司事檯的收集箱中，詳細情況請聯絡戴國強傳道。 
4. 為支持院牧服務，大埔醫院院牧部舉辦步行籌款。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鼓勵弟兄姊妹

 参加。如未能出席，可聯絡淑嫻執事，填寫贊助表格，支持院牧事工。

5. 包括關顧⾧者，弟兄姊妹如有相關的需要，可聯絡嘉慧姑娘。 龐嘉慧姑娘負責家⾧事工和成人牧養，
6. 今日瑞蘭執事出席中聖書院教育主日 下午回來出席會議。 ，

 7. 提點我們反思「成功神學」和認識真實的主，邀請各位用心細今日程序表文章有德潔姑娘的分享，

閲。 

上周主日財政 堂捐 $ 481.80  月捐 $10,300.00  

9 月財政 收入 $68,664.65 支出 $ 73,232.61 不敷   $ 4,567.96 
截至 30/9 實際浮動資金(各銀行戶口結餘扣除各項教會基金) $212,123.60  

奉獻須知 奉獻可存入滙豐戶口「819-395260-001」或轉數快服務(號碼:9104787)後並取回入數紙或截圖
將收據給幹事或放入奉獻封內或電郵回教會，或用劃線支票抬頭： 
「中華聖潔會大埔堂有限公司」/「The China Holiness Church (Tai Po) Limited」 

 
代禱 Prayer 

1. 同哀悼、禱告，黎少玲執事母親於 10 月 12 日晚離世。願父神在這難過的時刻，親自陪伴與安慰傷

心的親友，同時讓接下來的喪葬事宜能夠穩妥，亦願來自人的關心也能適切。 

2. 玉蓮姑娘昨天身體不適入院，求主賜平安，保守祂的使女。 

3. 青年部份小組需要重新整理及調教目標方向，禱告無論組員及牧者都要勇氣與信心，再建立。 

4. 12 月 26 日《聖誕暖 LoveLove2.0》兒童親子嘉年華會，正在向有關部門申請街上橫額及街站宣傳，

望能得到有關部門批准。 

5. 世界不少地區在戰火邊緣的威脅當中，經濟危機處處，求神掌管人心，以永恆的盼望為依歸，追求

主耶穌所賜的平安，有力地生活。 



詩歌讚美 

全地至高是我主 

(曲：黎雅詩 詞：甄燕鳴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願靈內甦醒 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 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 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 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各邦㇐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 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 恩慈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詩歌 

(詩集：團契遊樂園，4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詩歌讓我開始認識祢 敬拜讓我清楚祢是王 

聖經告訴我祢是獨㇐的主 除祢以外再無拯救 

如今我可以從心找到祢 

祢是我尋覓愛的旅程 是我終點裡的驚喜 

原來主基督祢捨身的拯救 我沒法回謝祢的愛情 

但我真心相信 滿足我空虛的心 只有祢 

我不需要再找這世間虛假的美麗 唯有認識你才是最寶貴 

人活著為了甚麼 為了敬拜祢㇐個 唯有祢能夠滿足我 

 



詩歌讚美 

全因為祢 

(詩集：天地情緣 1，1   版權屬「影音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常言道 人生像演戲 回看這生精彩 因有祢 

人在世永恆何在 或如流星閃耀掠過 是祢令我人生找到靠依 

 

死蔭幽谷中 祢伴我過渡 歡欣裡 風光裡你共我同在 

當身處孤單傷痛 來擁我入懷 祢是我神 是我奇妙救恩 

 

全因為祢令我㇐生都佳美 祢令我生命從空虛 化做傳奇 

無論我壯如紅日 或如黃昏般漸漸老 是祢令我如鷹般高飛 

 

全因為祢 令我㇐生都佳美 祢令我生命從空虛 化做傳奇 

唯獨祢是我拯救 我總不至死 直到永遠 從心底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