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家書                                          鄭靄柔傳道 
 

小時候，母親會帶着我特地回到教會聽宣教士的述職分享。是好

幾個星期五的晚上，母親放工後趕回家，又拖着我乘車回教會去聽分

享。也有好幾次帶着我和哥哥參與教會的幾天短宣。到過澳門、江門

等地方。那時的我總是不情不願的幫忙負責一些什麼簡單的小事奉，

但那些經歷是我到 20年後的今天仍記得的事情。 

 

後來在教會當上幹事、也到不同的教會實習，每個暑假就帶着學

生們到不同的地方短宣。一整個星期，許多突發的事情一起經歷，一

天到晚的相處，我會說這是真正的門徒訓練，就像耶穌與門徒那三年

中一天到晚的相處。如此全天候式的共處，實在無法隱藏真我。這是

作為導師的大挑戰，但也是彼此瞭解、學習、坦誠作伴的好機會。過

程中也逼着大家與語言不通的同工、基督徒、當地人溝通，見識着不

同教會的不一樣，也是教會觀更新的好機會：原來別人的教會生活是

如此如此的、其他教會着重的是這些事情，但我們仍是信同一位神。 

 

今年暑假有為青年人而設的泰國短宣。我其實是很缺信心，以為

年青人更願去旅行，不願短宣吃苦(也沒有很苦啦其實!)。感恩仍有少

年人、職青願意回應，到不一樣的環境經歷、學習、體驗。願職青們

有教會觀的更新，少年人們在服侍中明白「以行動展現愛」可以是何

等奇妙的力量。願天父都親自與他們說話，使他們在特別的場境中經

歷祂的同在與大能。願平安堂的弟兄姊妹聽着、見着年青人的歷程，

參與着這個差傳動員的工作，見證主在人身上能作的奧妙之事。 

基督教平安堂 
 

 
歡迎及致謝 

1.  致謝張明光博士今天主日證道。 

 

執事會 

2.  執事會議將於5月14日主日下午

開會，求主保守引領。 

 

教育部 

3.  略讀聖經：這星期（14-20/5）

選讀「律法詩」，詩篇 119: 97-176

（和合本修訂版）。 

 

月禱會 

4.  將於17/5（三）晚上 9 時在線

上舉行，由莫牧師主領，請預留

時間出席，一起為教會守望。 

 

兒童事工 

5.  為配合天倫服務中心與平安堂

協辦活動之延續性，在兒童及家

長事工發展方面，我們將在五至

七月的週六，舉辦多個家長及親

子活動。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

主的親友參加，詳情可以參閱宣

傳單張或掃描QR Code直接報

名。 

現每個活動急需招募6-8位工作

人員協助。誠邀弟兄姊妹積極參

與服侍。詳情可與梁傳道或冬梅

執事聯絡。 

 

2023-24 年度事工主題 

 

堂   主  任：莫鉅章牧師 

傳 道 同 工：梁錦儀傳道 鄭靄柔傳道  

行 政 幹 事：顏玉美姊妹 

敬拜中心：渡船街 7-10 號仁賢大廈一樓 
資源中心：渡船角文昌樓 43-47 號三樓(2/F) 
電話：2388 0480     
WhatsApp ：5987 9429 
奉獻(匯豐)：004 – 600 – 617013 – 001 
轉數快(匯豐)：5987 9429 
教會網址：www.hkpac.org 或 平安堂.香港 

2023 年 5 月 14 日~ 2023 年 5 月 20 日第 20 期 

「一領一」分享平台 

6.  同工己擺放一棵樹在教會。讓弟

兄姊妹把領人到上帝國度之經

歷、見證或代禱；透過文字、拍

照、短片(拍片後放 QR code)掛

在樹上。已預備不同形狀的便條

供大家填寫： 

葉：你想領信主的朋友的名字 

花：已採取行動的經歷 

心：感恩的見證分享 

 

巴拿巴行動 

7.  現展開第一期5月7-14日報名。 

資格：基督徒、聚會一年、願意

與人同行 

年期：一年 

必須出席： 

1. 簡介會：5月28日 

2. 加油站：23年10月、24年2月 

有志成為「巴拿巴」的肢體，請

到D區報名。報名後會由同工安

排配對跟進。 

 

崇拜直播 

8.  上主日午堂崇拜直播，因技術問

題中斷了，因此也沒有錄影，謹

向受影響的弟兄姊妹致歉。崇拜

部將會商討應變方案。 

 



 

5 月 14 日主日午堂崇拜 (11:15am) 
主席：劉遠騰弟兄    講員：張明光博士 
領詩：莫鉅章牧師    司他：徐偉康弟兄 
會前祈禱：莫鉅章牧師                      
控音：李基強弟兄    控片：沈偉賢弟兄    
直播：劉振昌弟兄  
司事：梁悅婷姊妹# 葉璟霖弟兄 
接待：沈偉賢弟兄 區敏姊妹 
司數：韓珊珊姊妹 馬翠鳳姊妹 

崇拜程序 

進 殿 主禮人步入禮堂 眾 立 

始 禮 主在聖殿中 眾 立 

祈 禱  主 席 

詩  歌 

 

有一位神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領  詩 

讀 經 詩 66:8-20，約 14:15-21 主  席 

講 道 蒙福的孝道 張博士 

回應詩 橋 主  席 

奉  獻  司  事 

報  告 及  公  禱 莫牧師 

詩  歌 主，祢配得 眾  立 

祝  福  莫牧師 

阿們頌  眾 立 

默 禱  眾 立 

殿 樂 主禮人步出禮堂 眾 立 

 

5 月差傳 
支出 

5 月差傳 
收入 

5 月差傳  
(尚欠)/盈餘 

本年度差傳累
積總尚欠 

32,260 22,700 (9,560) (331,750) 

上週總進項：$81,888.00 

5 月 1 日至 13 日進項：$81,888.00 

5 月預算總支出：$221,923.00 

 

5 月 14 日主日早堂崇拜 (9:15am) 

主席：陳秀鳳姊妹    講員：張明光博士 

領詩：李燕群姊妹    司琴：吳家葭姊妹 

會前祈禱：鄭傳道傳道  

控音：關肇麟執事    控片：李博文弟兄 

司事：梁鳳翔弟兄# 彭惠雲姊妹 

接待：梁鳳翔弟兄 胡鑑武弟兄 

崇拜程序 

進 殿 主禮人步入禮堂 眾 立 

始 禮 主在聖殿中 眾 立 

祈 禱  主 席 

詩  歌 

 

讚美耶穌 

主信實無變 

領  詩 

讀 經 詩 66:8-20，約 14:15-21 主  席 

講 道 蒙福的孝道 張博士 

回應詩 橋 主  席 

奉  獻  司  事 

報  告 及  公  禱 鄭傳道 

詩  歌 主，祢配得 眾  立 

祝  福  莫牧師 

阿們頌  眾 立 

默 禱  眾 立 

殿 樂 主禮人步出禮堂 眾 立 

 

代禱事項 

一、為普世 

1.  以色列國防軍周二(9/5)凌晨空
襲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導致至少 12 人死亡、20 多人受
傷。求主使這敵視能夠終結，
領導人能找到解決方案締造兩
國的和平。 
 

二、為香港 

2.  為母親祈禱：求主幫助每一位
母親的工作，記念每一位母親
的辛勞，祝福每一位母親的付
出。 

 
三、為教會 

3.  為青年人暑假短宣的籌備祈禱: 
正在為短宣籌募費用，並正在
預備與人分享短宣的心志與展
望。 

4.  為教會的暑期事工祈禱：兒童
及青少部於六月起直到暑假各
有多項事工，願能成為社區的
落腳點、幫助年輕人的成長。 

5.  為梁錦儀傳道下主日崇拜預
備。 
 

四、為弟兄姊妹 

6.  關啟韜先生（關肇麟執事的父
親）的喪禮，將於大圍寶福紀
念館舉行，30/5 守夜、31/5 出
殯，求主保守各樣安排、安慰
家人心靈，又為外地回港的家
人，求主賜平安。 

7.  請為徐偉康弟兄（Thomas）的
母親代禱，伯母因腰椎退化，
生活多有不便和痛楚，求主保
守看顧。 

5 月 21日下主日午堂崇拜 (11:15am) 

  (仁賢敬拜中心) 

主席：屈寶怡姊妹    講員：梁錦儀傳道 

領詩：劉振昌弟兄    司琴：關明儀姊妹 

會前祈禱：莫鉅章牧師                      

控音：鄺兆斌弟兄   控片：李博文弟兄    

直播：劉振昌弟兄  

司事：梁寶琼姊妹# 鄺兆斌弟兄 

接待：陳光宇弟兄 葉瑩瑩姊妹 

司數：陳美芳姊妹 葉瑩瑩姊妹 

5 月 21 日下主日早堂崇拜 (9:15am) 

  (仁賢敬拜中心) 

主席：陸光偉執事    講員：梁錦儀傳道 

領詩：陳秀鳳姊妹    司琴：吳家葭姊妹 

會前祈禱：莫鉅章牧師  

控音：戴展鵬弟兄    控片：蔡漢霖弟兄 

司事：李燕群姊妹# 蔡美娟姊妹 

接待：林天成弟兄 彭惠雲姊妹 

講題：蒙福的孝道 (經文：出 20：12) 

上週聚會人數 

日期 聚會 時間 人數 

6/5 多加團契 2:00 pm 10 

6/5 靈修工作坊 5:30 pm 23 

7/5 主日崇拜(實體+上網) 9:15 +11:15 am 83 

7/5 福音班 9:30 am 4 

7/5 兒童崇拜 11:00 am 16 

7/5 以利亞團契 11:00 am 10 

7/5 約書亞團契 2:30 pm 4 

7/5 但以理團契 2:30 pm 7 

11/5 摩西團契(戶外) 11:00 am 13 

12/5 約拿單團契(視像) 8:00 pm 11 

 



 

 

 

 

 

 

 

 

 

 

 

 

 

 

 

 

 

 

 

 

 

 

 

 

 

 

 

 

 

1、【讚美耶穌】詩集：美樂頌，7 
 

1. 讚美！讚美！耶穌我親愛的救主，全地歌唱將主妙愛傳揚！ 

歡唱！歡唱！天使長至高的榮耀；尊貴、榮耀都歸主聖善名！ 

如同牧人，耶穌保護祂小羊；主的膀臂，終日懷抱牧養。 

2. 讚美！讚美！耶穌我慈悲的救主，為我眾罪受苦流血死亡。 

主是磐石，是永遠救恩的盼望，讚美！讚美！耶穌被釘君王。 

高聲歌唱，耶穌擔當我憂傷，無比慈愛，何奇妙何高深！ 

副歌：讚美！讚美！傳揚祂無比的大愛； 

   讚美！讚美！歡唱直到萬代！ 

P.1 

【主，祢配得】詩集：生命聖詩，524 

主，祢配得，主，祢配得，主，只有祢配得榮耀與尊貴， 

榮耀與尊貴，榮耀尊貴與權柄。因為祢曾創造，祢曾創造萬物。 

主，祢曾創造萬物。祢按祢的旨意創造萬物，祢配得榮耀尊貴。 

早堂詩歌敬拜 

P.4 

回應詩 

回應詩、【橋】詩集：美樂頌，145 

父母親從小撫育我，栽種愛惜幼樹苗，維護照料牽我手。  

父母親延伸天父愛，甘心獻身像道橋，禍困凶險我不怕過。 

頌讚親恩彷似無邊大海洋，惟願你我孝順祝福雙親康泰。(X2) 

 

父母親年紀雖漸老，一生獻身像道橋，  

容讓你我在上面，輕輕鬆鬆再走過、再經過，不分風雨渡過。 

2、【主信實無變】詩集：美樂頌 35 

 

1. 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 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副歌：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壓逼，憂心，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午堂詩歌敬拜 
 

 

 

 

 

 

 

 

 

 

 

 

 

 

 

 

 P.3 P.2 

讀經： 

詩 66:8-20 
8.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 神，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9. 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10.  神啊，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 
11. 你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 
12. 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13. 我要用燔祭進你的殿，向你還我的願， 
14. 就是在急難時我嘴唇所發的、口中所許的。 

15. 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將公羊的香祭獻給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獻上。
（細拉） 

16. 凡敬畏 神的人，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 
17. 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頭也稱他為高。 
18.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19. 但 神實在聽見了；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 
20.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

開我。 

約 14:15-21 
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譯：訓慰師；下同），叫

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14/5)  講    題：蒙福的孝道 

證道經文：出 20：12 

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1、【有一位神】詩集：讚美之泉 1 

1. 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 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副歌：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2、【這一生最美的祝福】詩集：讚美之泉 8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畫出祢 

祢的恩典如晨星 讓我真實的見到祢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祢 

祢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副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基督教平安堂                      2023 略讀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單元三（5-6 月）：詩篇選讀二 

第二十周 (14-20/5)：律法詩之三（詩 119:97-176） 

詩 119: 97-176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99. 我比我的教師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100.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謹守你的訓詞。 

101. 我阻止我的腳走一切邪路，為要遵守你的話。 

102. 我沒有偏離你的典章，因為你教導了我。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104. 我藉著你的訓詞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惡一切虛假的行徑。 

 

耶和華律法的亮光 
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106.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著誓言而行。 

107. 我極其痛苦；耶和華啊，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108. 耶和華啊，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甘心祭，又將你的典章教導我！ 

109. 我的性命常在我手掌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110. 惡人為我設下羅網，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 

111. 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112. 我的心傾向你的律例，謹守到底，直到永遠。 

 

因耶和華律法得安全 
113. 心懷二意的人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為我所愛。 

114. 你是我藏身之處，是我的盾牌；我仰望你的話。 

115. 作惡的人哪，你們離開我吧！我要遵守我神的命令。 

116. 求你照你的話扶持我，使我存活，不要叫我因失望而蒙羞。 

117. 求你扶持我，使我得救，時常看重你的律例。 

118. 凡偏離你律例的人，你都輕看他們，因為他們的詭詐必歸虛空。 

119. 你除掉地上所有的惡人，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喜愛你的法度。 

120. 我因懼怕你，肉體戰慄；我害怕你的典章。 

 



遵從耶和華的律法 
121. 我行公平和公義，求你不要撇下我，交給欺壓我的人！ 

122. 求你保證你的僕人得福，不容驕傲的人欺壓我！ 

123. 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義的言語眼睛失明。 

124. 求你照你的慈愛待僕人，將你的律例教導我。 

125. 我是你的僕人，求你賜我悟性，得以認識你的法度。 

126. 這是耶和華採取行動的時候，因人廢棄了你的律法。 

127. 所以，我喜愛你的命令勝於金子，更勝於純金。 

128. 你的一切訓詞，在萬事上我都以為正直；我恨惡一切虛假的行徑。 
 
渴慕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129.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謹守。 

130. 你的話一開啟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 

131. 我大大張口，呼吸急促，因我切慕你的命令。 

132. 求你轉向我，憐憫我，就像你待那些喜愛你名的人。 

133. 求你用你的言語使我腳步穩健，不容罪孽轄制我。 

134. 求你救我脫離人的欺壓，我要遵守你的訓詞。 

135. 求你使你的臉向僕人發光，又將你的律例教導我。 

136. 我的眼睛流淚成河，因為他們不守你的律法。 
 
耶和華律法的公正 

137. 耶和華啊，你是公義的；你的典章正直！ 

138. 你所頒佈的法度是公義的，極其可靠。 

139. 我的狂熱把我燒滅，因我敵人忘記你的話。 

140. 你的言語極其精煉，令你僕人喜愛。 

141. 我渺小，被人藐視，卻不忘記你的訓詞。 

142. 你的公義永遠公義，你的律法是確實的。 

143. 我遭遇患難愁苦，你的命令是我的喜樂。 

144. 你的法度永遠公義；求你賜我悟性，使我存活。 
 
求主解救 

145. 耶和華啊，我一心呼求你，求你應允我！我必謹守你的律例。 

146. 我向你呼求，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 

147. 天尚未亮我呼喊求救，我仰望你的話。 

148. 我終夜雙眼睜開，為要思想你的言語。 

149. 求你按你的慈愛聽我的聲音，耶和華啊，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 

150. 追逐奸惡的人迫近了，他們遠離你的律法。 

151. 耶和華啊，你就在我身邊，你一切的命令是確實的！ 

152. 我從你的法度早已知道，這法度是你永遠立定的。 



請求恩助 

153. 求你看顧我的苦難，搭救我，因我不忘記你的律法。 

154. 求你為我的冤屈辯護，救贖我，照你的言語將我救活。 

155. 救恩遠離惡人，因為他們不尋求你的律例。 

156. 耶和華啊，你的憐憫本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 

157. 迫害我的、抵擋我的甚多，我卻沒有偏離你的法度。 

158. 我看見奸惡的人就憎惡，因為他們不遵守你的言語。 

159. 你看我何等喜愛你的訓詞！耶和華啊，求你按你的慈愛將我救活！ 

160. 你話語的精髓是真實的，你一切公義的典章永遠長存。 

 

熱愛耶和華的律法 

161. 掌權者無故迫害我，然而我的心畏懼你的話。 

162. 我喜愛你的言語，好像人得到許多戰利品。 

163. 我恨惡，憎惡虛假；惟喜愛你的律法。 

164. 我因你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你。 

165. 喜愛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任何事都不能使他們跌倒。 

166. 耶和華啊，我仰望你的救恩，遵行你的命令。 

167. 我心謹守你的法度，這法度我極其喜愛。 

168. 我遵守你的訓詞和法度，因我所行的道路都在你的面前。 

 

求主幫助 

169. 耶和華啊，願我的呼求達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話賜我悟性。 

170. 願我的懇求達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言語搭救我。 

171. 願我的嘴唇發出讚美，因為你將律例教導我。 

172. 願我的舌頭歌唱你的言語，因你一切的命令盡都公義。 

173. 求你用你的手幫助我，因我選擇你的訓詞。 

174. 耶和華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是我的喜樂。 

175. 願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讚美你！願你的典章幫助我！ 

176. 我走迷了路如同失喪的羊，求你尋找你的僕人，因我不忘記你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