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度期」是指傳統教會年曆中由聖靈降

臨日後至教會年的最後一個主日「基督君王」

之間的時段，這時段約佔整個教會年曆的一

半，是教會年曆中最長的一個時期。大公教會

稱這節期為「常年期」，「常年期」這個名稱

是翻譯自英文Ordinary Time。自1937年起，美
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路德宗及一些基督教宗

派開始以「國度期」（Kingdomtide）取代「常
年期」這時段的名稱，也有把「常年期」分成

前後兩段時期，並把後者稱為「國度期」。

「常年期」這翻譯容易誤導信徒，視這

半年的時間為「平常」、「普通」，甚至「平

淡」，彷彿經歷了上半年高潮起伏的將臨期、

聖誕期、大齋期、復活期及聖靈降臨後，終於

可以回歸平靜，此外，「平常」與「歡慶」又

彷彿是相對的，如一星期之中，只有一天是

「主日」—作為「小復活節」—慶賀耶穌

的復活成就奇妙的拯救，在這天與整個基督群

體一同敬拜主，與主的一切創造同為生命而歡

欣慶賀；但其實信仰並非活動、事件，而是一

種委身的生活，兩者緊密相扣，不可分離。

耶穌傳道的核心信息是「天國」，呼籲萬

民應當悔改、信福音，回歸上主的治權下。教

會理應在這段時間小心省察—自身作為基督

的身體如何在地上展現天國子民屬天的素質及

履行天國的使命，這正是稱這段時間為「國度

期」的原因。

主禱文中「願祢的國降臨」這一句正揭示

了神的國度及治權，當教會這樣禱告的時候，

即表示祈願神在地上作王掌權，如同在天上一

樣。「願祢的國降臨」所指的是願神的國度降

臨在人的生命之中，而當神的國和主權在人的

生命植根及掌權，神的國就臨到地上。

馬太福音的作者用「天國」（The Kingdom 
of Heaven），其他的福音書卻用「神國」（The 
Kingdom of God），而啟示錄就用「我主和主
基督的國」（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of 
His Messiah），這些名稱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國
度」。凡接納神的兒子並相信祂名的人，必獲賜

權柄成為神的兒女。而作為神的兒女，神國具體

完全的彰顯在地就是我們最大的渴望與期盼。

教會應當在「國度期」進行天國國民教

育，教導正確的天國價值觀，並強化信徒以天

國為追求的目標及生命的優先—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義—這就是耶穌提出的挑戰。讓我們

透過耶穌的教訓及比喻來鋪陳這國度觀：

1. 屬天國度人的特質

耶穌介紹天國，其焦點在於「人」的素

質，祂在登山寶訓中的核心主題就是以「八

福」來幫助聽眾認識這嶄新的價值—有福的

民：就是虛心的、哀慟的、溫柔的、憐恤人

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為義受逼迫的；由

人心的內質—謙虛、清心，以至對他人處境

的關愛體恤，及至坦然面對仇視敵對的群體；

從謙卑虛己，至愛人如己，甚至愛仇敵—就

是愛那些辱罵、逼迫、捏造壞話毀謗你們的。

這就是耶穌所要引進國度的新人類，他們要與

人共享愛與和平，而人人都因為他們而得着祝

福！在基督裏的新生命成長不斷，皆回應耶穌

的邀請：「你們要完全，如同你們的天父是完

全的。」（太五48）

2. 天國人的典範

約翰指出耶穌是人生命的光，祂來是要照

亮一切在黑暗死蔭裏的人；耶穌更明說自己是道

路、真理和生命，是通往父那裏的唯一途徑。

李芝玲博士 本會總幹事兼培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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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天國人的典範，祂為人示範了「先

捨後得」、「先死後生」：為罪人捨命十架、

被埋葬，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如種子先死以

結出許多子粒一樣。跟從耶穌的人當走祂的

路：捨去自己、背起十架—向己死的記號，

治死那抗拒不了罪惡的舊我、放棄滿足自我的

夢想與追求、把自己獻給主，將自己擘開與人

分享，讓自己成為一個向罪死、向主活的人。

耶穌應許凡為祂的名撇棄所有的，必要得著百

倍，並且可以承受永生；凡為祂喪掉生命的，

必得着更豐盛的生命。

耶穌更是「先降後升」、「先苦後榮」：

耶穌基督雖是神的兒子，卻甘願順服天父的旨

意，紆尊降貴成為人，且為罪人親嚐苦杯、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最後神因祂順服至死，將祂

升為至高，並賜祂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因此，

耶穌表明誰願為大、為首，就要作眾人的僕

人；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耶穌應許凡謙卑地服事這些小子中的一個的，

必定會得到賞賜；祂也示範了忍受短暫的苦楚

的，必得着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3. 國度生活的實踐

耶穌告訴我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

義」，「先」是優先、首要，比祈求我們生

活上所需要的更重要。天國的子民當行主所喜

悅的事，就是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與祂同

行；祂怎樣愛我們，我們也要怎樣愛人；服事

人像服事主一樣：把食物和水給飢渴的、提供

住處給流浪的、把衣服給赤身的；愛仇敵，不

可報復；有求的，就給他；有請求借貸的，不

可推辭；竭力將和平、關愛、共融、互相服事

的天國真相踐行在地上。

地上的現實世界是一個善與惡、好與壞

皆混淆不清的世界：麥子與稗子、好與壞的

魚、綿羊和山羊均混在一起，使天國的重點

價值隱晦不明。而耶穌已經清楚指出只有遵

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所以我們當聽

而遵從，像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既堅

固且穩妥。當人子從榮耀中再來的時候，將

會有公平的審裁，並按我們各人所行的報

償：多種的多收，我們將被分別出來，進入

主人的喜樂筵席。

4. 國度的契合關係與任務

耶穌基督潔淨教會—祂視為所愛的新

婦；而基督的新婦也期盼等候新郎耶穌基督，

這與主契合的關係是從信開始的。天國的婚筵

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必須竭力邀請人來赴宴，

以完成主所交付的任務。新郎何時來到沒有人

知道，只有父知道。因此，教會當效法五個聰

明的童女，常備燈油、儆醒等候，以免錯失良

機。天國子民當趁著白日，多作主工，作好迎

見主的準備；否則預備欠妥當，就會不得其門

而入，只有在門外哀哭切齒了。

基督以生命買贖我們歸祂，祂是統治天

地的大君王，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

歸伏在祂的治權之下，祂必按與我們所定的

約給予萬有最公平的審裁。天國的賞賜不是

早或遲、多或少的較量，而是按僕人與主人

所立的約定，正如葡萄園雇工的比喻，凡願

意的，都可以來，都可以按與主人所定的，

得到相同的待遇。基督必以公平、公義治

理祂的國，並讓所有的人同蒙恩待、同得憐

憫。但耶穌提醒我們：天國的門是窄的，想

要進去的人，必須要努力進入，否則門一關

上，就會後悔莫及了。

耶穌是門徒的夫子，應許賜下聖靈給凡相

信祂的人，以鞏固並見證與祂的契合關係，並

把大使命託付給祂的門徒：把福音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使他們成為主的門徒，然後末

期就會來到，祂將按應許在上主的國度裏永遠

與我們同在。

5. 主國實現在地

教會群體是主治權和國度在地最重要的彰

顯，彼此相愛就讓人認出是耶穌的門徒、發現神

就住在我們中間！在邪惡、爭勝、無盡的慾望中

找到屬天的和平；在紛爭、撕裂、彼此傷害中找

到饒恕與和諧；在悲愁、哀歎、絕望中找到喜悅

與盼望；在不公、不義、枉屈中找到公義的伸

張；這是現代人要發現的奇妙出路。在污穢與

惡事越發增多時，黑與白將越發分明，聖潔的越

發聖潔，人可以選擇憐憫與恩待、公義與和平，

全在乎在這混濁不清的世代堅毅地忠信不移，承

受張力與衝擊的主的教會，成為黑暗中的明燈。

日子將近，就在門口了，天國的子民務要堅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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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儆醒等待主國降臨，那時，天上、地上、一

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它雖然是所有種

子中最小的，但長大起來卻比各樣菜蔬都大，

並長出大枝，讓天上的飛鳥可以在它的蔭下築

巢。我們每個人的力量雖小，但加起來就能發

揮想像不到的影響，祝福多人。就如一粒麥子

若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當主收割的日期

到了，地上的國終必成為上主的國度。

總結：

還望教會在「國度期」中切實地高舉耶

穌—天國人的典範，培育信徒反省國度民的

特質：謙卑、虛己，跟隨基督捨己、順服，讓

基督成為可見可觸的永活主，祂復活生命的大

能就在我們身上。在等候基督再來兌現一切應

許之際，信徒應胸懷遠象，活潑地展現豐盛的

國度生活，成為天國活的見證—可見、可感

之上主國度、權柄、榮耀！

教會禮儀年曆中的國度期（Kingdomtide）
是指由聖靈降臨日至基督君王主日之間的時

段。在基督經歷了死亡的痛楚之後，祂的復活

帶來基督逾越奧秘的高峰，這復活為一個新國

度的開啟完成了一切的預備。待基督升天、聖

靈降臨之後，基督逾越的奧秘就孕育出一個

新的生命—基督的教會，至此，基督的國度

在地上展開。凡領受這奧秘的，都獲賜新的生

命。這生命蒙神親自護佑及餵育，這屬神國度

的生命不同於屬世的生命，這生命不會衰敗、不

會朽壞、生機勃勃、充滿基督復活生命的權柄與

能力，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神的護佑之

下，這國度在安靜等候中擴展，在風暴和衝擊中

成長，在毀滅中履行建造，在傷痛世界中施行

醫治，在紛爭中締造和睦，在恐懼中彰顯堅毅的

盼望，以豐盛餵育貧窮，並積極效法基督。這國

度擁有不同的法則、導向、歷史和終極的命運。

這節期的顏色—綠色—是充滿生機大地的顏

色，象徵這國度生生不息、永不凋零，其治權永

無窮盡、如日之恆（詩八十九36）。

若數點神所創造的世界裏那些美妙的色

彩，綠色必定在其中。綠色代表生命、孕育、

生長、轉化、繁茂和希望。基督在地上的日

子，在顯現期被彰顯；基督復活、升天後，因

聖靈降臨而孕育出教會，教會在地上的日子，

以基督為教會生命之糧；教會作為基督的國

度，像芥菜種一樣，成長、壯大以至成熟。

「教會」—基督的國度—在基督的孕育中

被轉化，按神與人所立的約，使萬國得福，

成為這世界的糧倉。禮儀年曆中國度期的綠

國度期—綠色何解
王鳳嫻傳道

色，直指基督所應許永恆生命的希望。在禮儀

中，我們也可以從國度期的神學意涵中，生發

許多富有創意的禮儀空間或行動，例如：1）

佈置綠意盎然的禮儀空間；2）在野外舉行崇

拜；3）作為日課的一部分：種植一棵植物，

並觀察它的生長、為大地繁茂祝禱等等。

馬丁．路德認為「音樂是神學的僕人」，

色彩亦是如此。上帝的創造色彩繽紛，祂以

彩虹與大地立平安之約，祂曉諭摩西以多種

色彩的毛皮、寶石、絲線、金屬建造祂的

帳幕和聖所的聖物。在禮儀中，一切藝術皆

為禮儀存在、被禮儀所用。當神的百姓進入

不同的教會節期，禮儀色彩從視覺上提醒子

民這是一個某特定節期的特定空間。在國度

期，禮儀的綠色在安靜中以直觀的方式引發

神學思維，這是基督國度發旺的季節，提醒

神的子民—上主的國度在緩慢的成長中邁

向成熟，浸潤於禮儀內在聖道和聖餐的餵養

中，在國度期每一周、每一日的經課中被餵

育。當這世間草木凋零、秋風瑟瑟、荒涼冰

冷之時，基督的國度依然長青。

國度期的禮儀具有超越時間、指向末世

的向度，這國度不僅在擴展，也同時在候

盼。故此，在國度期禮儀的本質當中，應表

達對終末的盼望、警醒，以及對基督再臨的

渴望。一個包含聖道和聖餐雙焦點的禮儀，

將是這向度最好的體現，透過可聽、可嚐、

可觸摸的「聖道」—體現這在地卻屬天的

國度與主聯合，並熱切地期盼神國完全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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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對天

國—那將來的去處、永久的家鄉毫無嚮往與期

盼，那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憐了。

主國在天上

聖經中記載亞伯拉罕、雅各和約瑟等，都

曾經離開自己的家鄉，寄居在異族，生活在既

陌生又充滿敵意的人群中。自上帝帶領以色列

人離開埃及後，他們便在曠野漂流四十年，一

直居無定所，直至進入神所應許的迦南地。然

而那按神的吩咐所支搭、隨行隨在的會幕卻表

明神的同在、供應與引路。因此，對以色列人

來說，曠野只是暫時的居所。

生活在現實的人所談論的都是此時此地，反

過來要回應主的呼召，要求他們離開與捨棄擁有

的一切並其帶來的安全感，是需要極大的信心與

勇氣的。對神的子民來說，無論住在哪裡，在地

上寄居的年日，也只不過是短短數十年寒暑，都

只是過客，天上才是人真正永久的家鄉。

短暫與永遠的取決

羅德曼認為雖然信徒恆常守聖餐，但天

國的盼望對他們未能產生深刻的影響。其實，

天國與赦罪有關聯，而且上主要另立一個新的

約（耶三十一31-34），這約是指向基督的救

贖，使相信的人可以進入天國。他指出，若要

明白天國，就必須要了解救贖的本意和聖餐當

中的大能。1聖餐能使信徒更深切地明白救贖，

聖餐原是由耶穌為祂的門徒所設立的，這可見

的聖餐禮儀卻不斷地影響後來在同一聖桌旁，

一同守餐、加入同一團契的信徒。因為上主的

救贖，信徒得以在聖餐中與主契合、一同團

契，一同進入上主國度的豐盛筵席裏，讓永恆

的想盼活現在此刻，以致在地的信徒能預嚐屬

天的筵席。

信徒對「天國」陌生與冷漠的原因
何世傑博士

然而對大多數信徒而言，現在與永遠是毫不

相干的，特別在這強調「個人」的想法、喜好、

感覺是如何重要、優先和「真實」的世代，所有

的行為和追求都是為滿足那無比大的「自我」，

「永遠」就顯得遙不可及，由於距離現實太遠而

不願提及。

失落神創造的圖貌

神創造的高峰是「有靈的活人」，一切

世界受造之物皆已為人備好，可見這宏大的

圖畫是神的生命與人類、萬物相連的。彼得

森曾訪問畫家華格納，並尋問對方如何保持

對繪畫那份長久的熱情。華格納說：「作為

畫家，必須對所看見的每樣物件發生興趣，

且要對上主每天的作為感到驚訝。」2信徒要

在日常生活中，從不同的角度去發現上主奇

妙的作為，今世的發現能幫助信徒對天國產

生更強烈的渴慕。

信徒若理解信仰只為得福祉、心平安，禱有

所得、路有指引，今生享受，就是完全錯過了神

對人、以至萬國的呼召！

「願祢的國降臨！」那主國定必在天，竟

又在地才是焦點所在！主國度在地的彰顯是福音

的奧秘—神的治權在人中間，可見、可感、具

體和真實，正是這混亂困苦的世代所需的福音，

不是單靠言語傳講，是必須透過生活實踐在人群

中，在世而不屬世。

地上的教會就是上主所建立的國度—有

信、有望、有愛的群體，當地上的帳篷被拆

毀，有天上永存的居所為我們存留。因此，信

徒群體應當思念天上的事，為天上的事而竭力

奔跑，並把人心渴慕已久、永存不滅的國度展

現於世！ 

1 Lance Rodman, “At-One-Ment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onement,the Kingdom of God,and the Eucharist”, AJBT, Vol.3 (Jul-Sep, 2020): 
222-246.

2 Levi Peterson,“Astonished Each Day: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J Van Wagoner”, Dialogue: A Journal of Mormon Thought,Vol.39, No.2 (Summer 2006): 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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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黎譚靜芝博士（Dr. Tam）認識香港聖樂
促進會，因為我並非聖樂人，起初對聖樂促進

會的印象含糊，只知道他們是推動教會的聖樂

與崇拜更新事工，為此而培育人才。而我樂於

參加的是每年都舉行的「暑期聖樂營」。已經

記不起是哪一年開始參加「暑期聖樂營」，但

自始之後我每一年都會為「暑期聖樂營」預留

一星期的大假！

還記得早期的「暑期聖樂營」是在長洲

建道神學院舉行的，舟車勞頓、上山下山、緊

密的日程、高要求的詩班合唱訓練和濃縮的崇

拜神學課堂，令我這個門外漢大有吃不消的感

覺，為甚麼我還是樂此不疲呢？因為在「暑期

聖樂營」，我不但學到朗誦聖經、聖詩、聖樂

和崇拜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不斷調整自己對崇

拜以至信仰的態度和實踐；藉著參與香港聖樂

促進會，我更看見上帝的信實和大能！

1. 我看見一群盡心、盡性、盡力事奉的牧者、

同工和義工，他們不遺餘力地為與會者預備

豐盛的筵席（屬靈的大餐），上帝透過他們

的事奉興起更多以心靈和誠實（真理）敬拜

上帝的群體！

2. 我看見一群對學習敬拜上帝如飢如渴的

參與者，他們是來自不同教會、年齡和

背景的弟兄姊妹，也有不少從國內來的

弟兄姊妹（而且一年比一年的多）。人

人都十分投入每一個環節和努力學習，

特別是從國內來的弟兄姊妹，他們有

如一塊乾癟的海綿，在整個營會中用盡

全力去吸收每點每滴的教導，在最後一

個晚祭後，他們的分享往往令人感動不

已！事實上，這些年來在營會中被聖靈

感動，獻身修讀神學以至全職事奉的弟

兄姊妹為數甚多呢！因此聖樂營也是一

個令信徒靈命更新的退修營。

上帝打開了的門！
分享文章

歐榮均董事

3. 上帝打開的門，無人能關—上世紀九十

年代，Dr. Tam單人匹馬應邀出席國內教會
的聖樂與崇拜研討會和講學，國內信徒屬

靈追求的渴慕大大感動了Dr. Tam；久旱逢
甘露，教會也踏上了崇拜更新與復興之路。

自此上帝為聖樂促進會打開了一扇又一扇國

內教會和神學院的門，研討會和講學的邀請

接踵而來，近年更有神學院開設聖樂與崇拜

的神學課程。上帝起初就給了Dr. Tam和聖樂
促進會這異象：我要把你腳掌所踏之地賜給

你，你願意為我去得著這地的民嗎？

4. 網絡的天空—上帝的道路高過人一切的

道路！自從來自國內不同省份教會和神學院

的邀請迅速增加，聖樂促進會的團隊也相繼

增加了成員，但面對國內五湖四海信徒如飢

如渴的需求，團隊縱然馬不停蹄也難以滿足

所需。早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聖樂促

進會已經開始籌備網上授課和資源分享，當

全世界的實體交流活動停擺，新冠疫情促成

了網上研討和授課的實踐！如今聖樂與崇拜

的課程與資源分享可謂無遠弗屆地傳到國內

以至全世界的華人信徒手中，這是上帝所賜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效！

結語：

今天很多香港教會和信徒因社會運動的

震盪而身心疲乏，又因內地宗教政策的收緊

而不知所措，甚至被迫煞停了建立多年的國

內事工（包括扶貧、建校、宣教等），加上

新冠疫情肆虐，香港與國內的教會和信徒好

像忽然被鴻溝所隔，甚至隱隱有種割裂的痛

楚！但感謝主，祂的應許永不落空，祂的道

路超越世人！由始至今聖樂促進會忠於上帝

所賜的異象，以聖經真理為本，不忘上帝的

託負，專心致力於聖樂與崇拜的事奉和資源

分享。上帝必定會打開更多更大的復興之

門，世人也必得見上帝的榮耀！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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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2021年1-2月與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合辦的兩個聚會：聖灰日講座及崇拜，

因疫情的關係，改於網上播放。感謝神透過網絡平台，不但祝福本地的肢體，也讓我們

藉此能夠接觸海外的華人信徒，以下是兩次聚會的匯報：

聖灰日講座及崇拜匯報

教會節期講座系列（四）

聖灰日講座
報名累計數目：252　　報稱同時收看累計人數：366人

地區分佈統計如下：

教會節期崇拜系列（二）

聖灰日崇拜
報名累計數目：309　　報稱同時收看累計人數：585人

地區分佈統計如下：

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

香港

國內

馬來西亞

其他＊

香港

國內

馬來西亞

其他＊

聖灰 林治洪牧師（左三） 活動以錄播形式進行

＊其他包括新加坡、加拿大、澳洲、英國、美國、台灣、日本、新西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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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學堂II》網上普及課程
香港聖樂促進會自2020年10月份起開展了崇拜與聖樂網上普及課程，由於

第一期反應相當踴躍，故此我們決定再推出第二期課程（3至7月）。有關

每科目的時數、授課語言及繁簡字幕等資料，請掃瞄二維碼參閱報名表。

請掃瞄二維碼報名，並歡迎轉發分享。

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行政主任呂先生聯絡

（seminar@hkchurchmusic.org/+852 35902835）。

跟隨主—生命復興
經費籌款音樂會

本會今年度第一次經費籌款音樂會將於復活期（12/4-

28/5）於線上播放，主題：跟隨主—生命復興，我們邀

請了六位基督徒音樂家參與，請留意海報上資料及掃瞄海報

上的二維碼報名，以發放收看連結及電子場刊，並歡迎轉發

分享及奉獻支持本會2021年經費。

聖頌分析解讀系列（三）

覲主之道又篇：基督、聖靈、教會
講座音樂會

由本會指揮蔣慧民先生親自分析及講解樂曲中神學與

音樂的關係，並由本會講座詩班現場示範。

日期： 25/4/2021 (星期日)

時間：下午四時正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2021年聖樂與崇拜研討營

基督教喪禮與崇拜牧養

生命神學—末世需要的福音
 ● 專題講員：伍渭文牧師
 ● 舉行日期：26/7-30/7/2021（5月初開始接受報名）
 ● 網上形式進行
 ● 收費：港幣$600／人民幣¥500／美金$80
 ● 語言：普通話進行（附繁體字幕）

報名

報名

報名

課程及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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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s://www.hkchurchmusic.org 

電　　郵：info@hkchurchmusic.org 

電　　話：(852) 3590 2835 

香港聖樂促進會 

主  席： 譚靜芝（會長） 編輯/校對： 李芝玲（主編）、譚靜芝、楊寶琪、呂瑋宗

副 主 席： 李芝玲（兼總幹事） 設計/排版： 蔡紹雄、圖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董　　事： 陳歐陽桂芬（主席）、歐榮均、何柏濠、羅月眉
聖樂資源中心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305室

辦公室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B座702室 

訂閱本會通訊

bit.ly/hkcma-news-subscription 

出版消息：書籍及樂譜優惠

1. 傳道同工及神學生享有8折優惠

2. 訂購滿30本均可享有8折優惠

3. 增設取書點及可安排順豐到付

4. 增設網上信用卡購買書譜服務

新書預告

1. 水禮與崇拜牧養（預計五月出版）

2. 教牧研討會文集V：詩班在公共崇拜中建設會眾

的角色（預計七月出版）

登入網站下載「香港聖樂促進會出版書譜訂購表格」
https://hkchurchmusic.org/images/pdfi le/20201210ofwebc.pdf

主阿，祢曾說：「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求祢教我們學習祢的謙卑柔和，

　　　　　　因為祢說要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才可進天國。

　　　求祢除掉我們的驕矜自恃，教我們回轉、仰賴祢，

　　　　　　　扶助貧窮，關懷弱小，

　　　　　　　　彼此關愛，互相補足，並能飽得分享之樂。

主阿！求祢施恩憐憫，

　　　引領世上謙卑的人步入天國窄路，並協力同建祢愛的國度！

主阿，祢曾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求祢使我們醒覺祢在等待我們朝見祢、與祢同行！

　　　　　因為世人需要看見祢榮耀與能力的彰顯、認識真神！

　　　求祢止息仇恨、爭競、搶奪、紛爭，

　　　　　　伸出膀臂制止疫症的蔓延！

　　　但願世人得享祢國度真正的平安、穩妥，並在祢裡面的安息，

　　　　　因為我們看見那眼所不見的、盼望主所應許那不屬這世界的國度。

主阿！求祢施恩憐憫，

　　　引領清心的人見證祢的能力、並祢國度威嚴的榮耀！

主阿，我們要先求祢的國和祢的義，

　　　竭力為那永存的城禱告、工作，

　　　　因為我們相信世上的國度都要成為上主的國度，

　　　　　　　上主的國度因基督已經臨到我們，就在我們心裡！

主阿，願祢的王權彰顯在世，願祢的平安加增無窮！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阿們！

李芝玲博士

禱同 告心 財政報告及奉獻方法

bit.ly/hkcma-offering

如有感動奉獻支持本會，

請掃瞄二維碼進行認獻。

同工收到回覆後，會立刻跟進。

謝謝！願主賜福所有樂意捐獻的人！

香港聖樂促進會財政狀況
2020年10月至12月

支出 HK$ 收入 HK$

經常費支出：  奉獻收入： 

 同工薪酬  371,194.95   經常費  238,409.70 

 資源中心租金  43,800.00   中國事工  3,654.00 

 寫字樓差餉 2,281.00   其他  28,533.84 

 水、電及管理費  18,457.90  創意籌款 185,477.73 

 其他 59,272.70  

事工支出：  事工收入：

 詩班練習借場、導師費及  108,456.00  詩班學費  118,312.50 

 其他費用    碩士文憑課程學費  6,870.00

 碩士文憑課程  24,000.00  教牧領袖研討會   24,412.00

 教牧領袖研討會 33,137.71  本會書籍售賣  31,349.76  

 本會書籍出版及版權費 7,386.00  版權費-申請使用本會中譯 560.00

  講座/節期/聖頌分析音樂會  500.00  歌詞及文章

  其他  1,001.00  講座/節期/聖頌分析音樂會 25,824.00

合共  669,487.26     663,403.53 

    （不敷） (6,083.73)

    「保就業」薪金補貼資助  94,000.00  

     盈餘  87,916.27 

（不敷） (6,083.73)

「保就業」薪金補貼資助  94,000.00  

 盈餘  87,916.27

信用卡系統

感謝主，本會已增設信用卡網上奉獻，

以方便各地弟兄姊妹奉獻支持本會事

工，歡迎掃瞄二維碼奉獻！

書譜訂購表格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