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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靠著他全身 

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 4：15-16 

 



 
- 本主日事奉人員 - 

主    席： 洪允其宣教師 宣    道 : 李恩德宣教師 

領    詩： 鄭懿琳姊妹 敬 拜 隊 : 李嘉琪姊妹 張詠芝姊妹 

司    琴： 翟韻姿姊妹 招待司事 ： 何均就弟兄 尚蕙賢姊妹 

影    音： 廖勇哲弟兄 吳俞霑弟兄 插    花 : 李莉莉姊妹 

兒童崇拜： 紀麗群姊妹 莫靜儀姊妹   
 

  

請將響鬧裝置關閉 安靜禱告 預備心靈 
 

 

宣  召： 詩篇95：2-3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他面前，用詩歌向他歡呼！ 
因耶和華是偉大的神，是超越萬神的大君王。 

眾立 

禱  告：  眾坐 

詩歌敬拜： 1. 將天敞開 
2. 一生不會捨棄你 

3.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眾坐 

啟  應： 詩篇27：1、4-9 眾坐 

默    想：  眾坐 

讀  經： 以賽亞書9：1-4、哥林多前書1：10-18、 

馬太福音4：12-23 
眾坐 

宣    道： 棄舊迎新 眾坐 

回 應 詩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眾坐 

奉    獻：  眾坐 

堂務報告：  眾坐 

代  禱：  眾坐 

祝  禱：  眾立 

散 會 詩： 求主居我心 眾立 

 

 



啟應(詩篇 27：1、4-9) 
啟：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我

還懼誰呢？ 

應：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裏求問。 

啟：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將我隱藏在他的帳棚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

將我高舉在磐石上。 

應：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

歌頌耶和華。 

啟： 耶和華啊，我呼求的時候，求你垂聽我的聲音；求你憐憫我，應允我。 

應：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

要尋求。」 

同誦： 求你不要轉臉不顧我，不要發怒趕逐你的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

神啊，不要離開我，也不要撇棄我。 

 

讀經(以賽亞書9：1-4、哥林多前書1：10-18、馬太福音4：12-23) 

 

1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從前神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末後

卻使這沿海的路，約旦河東，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榮耀。2 在黑暗中行走的

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3 你使這國民眾多，使他們

喜樂大增；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時的歡喜，又像人分戰利品那樣的快

樂。4 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者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如同

在米甸的日子一般。 

 

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說話要一致。你們中間不可分裂，只

要一心一意彼此團結。11 我的弟兄們，革來氏家裏的人曾對我提起你們，說你們

中間有紛爭。12 我的意思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

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13 基督是分裂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

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14 我感謝神，除了基利司布和該猶以

外，我沒有給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施洗，15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的。

16 我曾為司提法那家施過洗；此外我已記不清有沒有給別人施過洗。17 因為基



督差遣我不是為施洗，而是為傳福音；並不是用智慧的言論，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是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是神的

大能。 

 

12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13 後來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

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地區。14 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

說的話：15「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約旦河的東邊，外邦人的加利利—

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17 從

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18 耶穌沿著加利

利海邊行走，看見兩兄弟，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門和他弟弟安得烈，正往海裏撒

網；他們本是打魚的。19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

樣。」20 他們立刻捨了網，跟從他。21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另外兩兄弟，

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弟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

呼召他們。22 他們立刻捨了船，辭別父親，跟從了耶穌。23 耶穌走遍加利利，

在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疾病。 

 

講道回應 (棄舊迎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祢已將哀哭變為跳舞-在時艱中尋找盼望 

 

                                                   李恩德宣教師 

 

盧雲神父這本舊作（撰寫於 1992 年），寫作的目的

鼓勵讀者們，當我們身處苦痛、悲傷、患難時總有不

少天使在我們身邊！ 

 

筆者往臺南安平台江國家公園1退修，特別挑選此書

前往閱讀，期望能夠進入作者所指「在艱苦中須堅持

的五個舞步」；因為近日香港的社會事件，傾覆了我

們長久以來對安定繁榮的冀望，對前路感到無所適

從！ 

 

人在憤怒、惶恐、艱難、悲傷之中，盼望究竟何處可尋？ 

 

讓我們進入第一個舞步《從自我到世界》，盧雲神父指出我們切莫幻想自己可以輕

鬆地穿越各個難關；結果我們限制了上帝的憐憫，不讓它進到我們的恐懼中。我們

努力將自己的患難分割，結果將自己與自己的患難分割，結果也將自己的患難，與

上帝為我們承受的患難分割。但其實要走出失落、傷害，必須首先經歷失落、傷害。

耶穌說：「我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2
」。耶穌這話確認了一件事：唯有勇於面對

自己受傷處境的人，方可領受醫治，開展新生活。第二個舞步《從緊握到放手》，

在生活中樂意放手，是人生要面對的其中一樣重大挑戰。怎樣才可以益加願意放手？ 

 
1 安平區是臺灣臺南市三十七個行政區之一，著名景點是台江國家公園及四色隧道(迷你亞  

 馬遜河道)。 
2 「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馬太福音九章 13節 



 

將哀哭變為跳舞的另一步，關乎放棄抓緊自己的所有，不再嘗試預留一個可供休息

的安樂窩，不再致力編排自己或他人的一生，而是降伏在所愛慕所跟從的上帝面前。

第三個舞步《從宿命到盼望》，我們看到特首和官員不斷更替，戰爭不斷暴發又突

然終結，有人失業又突然獲賞識重用。我們短暫的一生，並非稍縱即逝，而是有持

續意義；並非奔向死亡，而是投進生命；並非短暫而是永恆。人生雖然脆弱不堪，

我們卻有絶佳理由心存盼望。第四個舞步《從控到愛》，有憐憫心的人，乃是願意

與別人共渡幽暗時刻的人。這意味著走進痛苦之地，面對別人的苦痛，不畏懼不退

縮，也不假裝看不見。憐憫是伴在苦難者身旁。憐憫制止我們的嘴唇發出輕率的話，

阻止我們亟亟
3
為認識或愛眷的對象解釋他們所遇見的悲劇。我們試圖協助朋友速

速處理哀傷，是出於想逃避不安的感覺；因為別人的艱困提醒我們，我們也有可能

遭受同樣的艱困。第五個舞步《從怕死到樂活》，我們常常忘記一個事實：在上帝

的藍圖中，我們的生命乃是一幅大圖畫的小部份，這幅畫的內涵，遠遠超越生死的

領域。筆者原先以為一天就可以閱讀完畢這本書，結果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原因是

作者所提出的五個舞步都沖擊著生命的盲點-從逃避面對傷痛到學習捨棄自我，到

活在當下，我們需要一份超越的勇氣，而上帝的憐憫正是動力之源！只要我們願意

信靠祂，這信靠指坦然迎接生命中的苦楚，與它們融為一體，從而經歷上帝的醫治，

最終能夠聽到愛的呼喚，經驗真正的自由；因為我們已懂得將生命舉重若輕，全然

交主掌管！ 

  

 
3 緊急、急切。 



家事報告 
1. 謹代表基元堂執事、堂委及同工、祝福大家新年蒙福、身體健康、主恩滿

溢。 
  

2. 是日(年初二)，本主日 11:45-13:00 於 111 室舉行主日學「進階研習：舊
約神學」，研經班及學道班暫停一次，教會於下午一時正暫停開放； 1 月
27 日(年初三)至 1 月 28 日(年初四)教會暫停開放。 

  
3. 2 月 2 日(年初九)崇拜後誠邀全堂教友郊遊，地點:昂坪，出發時間:下午十二時

半，於基元中學操場集合。活動備有專車接送，回程:下午四時正集合，成人車
費$40，小童、長者、學生半價$20。參加者請往司事枱報名。 

  
4. 近日非典型肺炎肆虐，若弟兄姊妹感覺身體不適，請佩戴口罩，保護身

體。 
  

5. 1 月 19 日出席主日崇拜人 45 人，獻金＄2,657。 
 

代禱事項 
1. 請為非典肺炎之防疫代禱，求主賜智慧予有關官員，徹底做好防疫措施及預

防工作。 
  

2. 請為春節期間香港市面平安代禱，求主賜互相包容、體諒和喜樂的心予市民
共渡佳節。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陳奕謙弟兄 宣    道： 盧佩儀牧師 

領    詩：  蘇冠豪弟兄 敬 拜 隊： 李嘉琪姊妹 吳少玲姊妹 

司    琴： 蕭  楓弟兄 招待司事： 邱柏熹弟兄 黃啟鴻弟兄 

影    音： 李昌輝弟兄 鄧淦升弟兄 插    花︰ 朱加美姊妹 

兒童崇拜： 戶外活動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堂 
電話：2476 0018   傳真：2476 0050   地址：元朗鳳攸東街 
網址：www.ccckychurch.org         電郵：keiyuenchurch@gmail.com 

教牧同工：李恩德宣教師(堂主任)、洪允其宣教師    幹事:李昌輝弟兄 

母堂：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地址：新界元朗屏信街五號  

電話：24760089              傳真：24735810 

Email:info@ylcccc.org     Whatsapp:52644669   網址:www.ylccc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