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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儆醒等候主再來
鍾倩雯博士

主修靈修與崇拜

將臨期在聖誕節前的四個星期開展，為耶穌基

因著神所賜的信心，面對主再來的審判，迎向救

督道成肉身的奧秘揭開了序幕。將臨的字根源自

贖的奧秘。以信心操練儆醒等候的生命，正是將

拉丁文adventus，有「正在來臨」（coming），或

臨期重要的課題。

者「來到」（arrival）的意思。將臨期一方面是
記念耶穌基督在二千多年前降生，顯明主耶穌實
現了舊約先知對彌賽亞降生的應許，另一方面是
提醒及引導信徒為主再來的世界終末作好準備。

2. 儆醒預備主再來
將臨期整合了「信心」、「儆醒」、「審判」
幾項重要旳神學主題，這在耶穌提及挪亞領命建
方舟的記載（太廿四36-44）中有很清晰的展示。

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與第二次再來的基
礎上，將臨期具備濃厚的末世（eschatology）關
懷。而教會在將臨期必須向信徒展現以下三個層
次的信息：一，信徒基於耶穌基督曾實現應許的
歷史，而確信主必再來的事實；二，信徒現今藉

神因著「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
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創六12）於是
囑咐挪亞：「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
（創六14）方舟象徵神決意審判罪惡的同時，
為義人所施行的憐憫和救贖。

著聖道及聖禮領受神的同在；三，提醒信徒以盼
望和儆醒的心預備主的再來和審判。

1. 對神應許的確信

神向挪亞啟示審判將會來臨：「因為地上滿
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毁滅。」
（創六13）在等候的過程，挪亞只需要儆醒、

猶太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候，才迎來耶穌基

專注於遵行神的吩咐，堅持預備方舟，以面對

督的誕生—應驗先知對彌賽亞的預言。在這期

身邊可能出現的揶揄和嘲諷。他按神的指示積

間，他們經歷亡國之痛，且曾經日復日地仰望

蓄足夠食物作好準備，並帶領有血肉的活物登

等候上主。因此信徒在將臨期不但憶記神藉先

上方舟。當下的挪亞並不知道審判的時間和內

知發出的應許，同時亦學習猶太人，經驗等候

容，他對救贖的應許所展現的堅忍和信心，正

主再來所需要的忍耐。這等候雖然似是漫長，

為現今信徒面對主再來的審判提供榜樣。在洪

但在神的計劃裡，卻是有時限、有焦點的，而

水來臨時，「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裡頭。」

且決不會落空。人面對不能預見的未來，必須

（創七16）就在毁滅大地的洪水來到那一刻，

以儆醒的心活在真理裏面，時刻預備迎向世界

得贖與被撇棄的群體完全被分隔，在罪中的人

的終局。

也不會再有任何回轉的機會。

因此，將臨期幫助信徒更深刻地正視人本質
上的限制—時空上的有限，對未來的無知。與此
同時也為人的本質賦予更深意義—在有限中仍可

3.「義」與「惡」的選擇
面對主再來時的審判，將臨期幫助信徒重新
思考善與惡的觀念。世人常以為「惡人」才是被

審判的對象，然而，審判既涵蓋活人、死人，也包

「施亞雅述」意指「剩下的將要歸回」，預表

括義人與惡人，只是審判的結果有別。所謂的惡

着神的公義，頑梗不信的百姓終要面對神的審判。

人，並非只是壞事做盡的歹徒，還有那些貪圖安

至於「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是指「擄掠將會

逸、對不公不義之事袖手旁觀的人。就如挪亞的

快臨」，指明以色列與亞蘭將被亞述擄掠，不能進

世代，那些沒有立場、耽延回應當下處境的人，

攻猶大。這都不是以尋常的角度—以喜慶為出發點

就是不信之人。他們不見得有干預挪亞的行動，

為孩童所起的名字，這兩個名字不但突顯神子民面

也許只是安安靜靜的過日子，卻對罪惡之事習

臨的困厄，後者更清楚地闡明預視到將來的災難，

以為常，對神的旨意漠不關心，最終只能徘徊在

且也預示了不信的人，即亞哈斯會面對神的審判和

方舟的救贖門外，隨著洪水被毁滅。在義和罪之

懲罰。將三個名字按序細看—施亞雅述、以馬

間，在光明和黑暗之間，在救贖和失喪之間，並

內利、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就更能發現「以馬

沒有任何重疊的空間。

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的應許是神在祂子
民面對審判、困境、災禍時所發出的安慰，提醒子

將臨期教導信徒，罪惡裡並沒有「旁觀者」

民必需繼續憑信仰望神的憐憫。

（outsider）。當信徒自以為義、冷眼面對世界的
罪惡和黑暗、對貧窮者被壓榨視若無睹、指責他人

信徒既然知道末後的日子會充滿罪惡和敗壞，

而缺乏自省、助長罪惡更為猖獗的態度，就更應有

且是無可避免的，就更不應逃避思考這些問題，相

所警惕。信徒在將臨期應當省思審判的主將臨，並

反，我們應該更深切地反思：教會如何面對這些挑

當堅定地選擇行走義路。這路雖然狹窄，但卻有神

戰？在面對罪惡和苦難、逼迫與愁困之間，信徒可

同在的應許。

如何面對真實存在的掙扎？

4. 黑夜雖深，仍存盼望

5. 以悔改面對將臨的審判

天使加百列往拿撒勒，向童女馬利亞預言主

主既快來，信徒更應當慬慎自守、悔改歸

耶穌基督的降生，應驗舊約以賽亞書對屬神子民

主。將臨期不但培養信徒個人的儆醒，也模造教

的應許：「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

會群體面對末世的信心。教會群體追求的不應是

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

生活安穩、在人為的規劃裡發展。人的生命、教

我們同在」的意思。）」（賽七14）耶穌基督的出

會生活、社會發展等等，都在時空中不停改變。

生不但應驗了先知的預言，而「以馬內利」這個名

遇上動盪逼迫，信徒無須驚惶，反應因此而對不

字，也為神的子民在等候救主的來臨時，帶來極大

義之事更為敏感，並對主耶穌的再臨和審判生發

的盼望與安慰。

熱切的渴望。

仔細地思考有關「以馬內利」這個名字的意

將臨期為主耶穌基督的救贖事蹟設置了敘事背

義，更能幫助信徒明瞭將臨期等候主再來的意義。

景。透過將臨期，信徒體會經歷光明前的黑暗，從

事實上，除了「以馬內利」，在這段落裡還出現

呼求救贖到被釋放，至終得到救贖實現的喜樂。將

了兩個重要的孩童名字。在以賽亞書七章3節：

臨期提示信徒，教會在等候的同時，已能實現藉著

「耶和華對以賽亞說：『你和你的兒子施亞雅述

耶穌基督，使猶太人與外邦人能得以領受同樣的救

（Shear-yashub）出去，到上池的水溝頭，在漂布地

恩，「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

的大路上去迎接亞哈斯。」」而在八章3節：「我以

歸與神」（羅十五7）。將臨期教導信徒要對罪敏

賽亞與妻子（原文作「女先知」）同室，她懷孕生

感並有悔改的心，並在教會裡得嘗真理中的和諧。

子，耶和華就對我說：『給他起名叫瑪黑珥沙拉勒

審判提醒人要悔改，而因這悔改所帶來的並非悲傷

哈施罷斯（Maher-shalal-hash-baz）……』」這兩個

的氛圍，而是喜樂的生命。

名字與「以馬內利」同樣是神對祂子民的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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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喜樂迎見主再臨
身處彎曲悖謬的世代，以及充滿不信和罪惡
的世界，是會讓人產生恐懼和不安，但這些都
不能控制我們的情緒和生活。教會在將臨期應
建立信徒成為彼此分擔、互相接納、共同面對
挑戰的群體，並拒絕由苦難所支配。當主已臨
近時，教會應當：「要靠主常常喜樂」，並讓
「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腓四4-5）。

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牠們。」（賽
十一6）的和諧境象。兩個畫面似乎截然不同，但
卻是同時並存的。因為審判具有雙面的意義：對於
惡人而言，是可畏的死亡；但對於義人，卻是得以
在神所預備的新天新地中存活。

小結
因著救主耶穌基督實現了彌賽亞的應許，讓
信徒知道主必再來的真實。信徒應當持守儆醒的

誠然，對於不信的人，審判是可懼的。施洗約

心、分辨義與罪、保守自己活在神的旨意裡。

翰強調的是嚴厲的審判：「你們要結出果子來，和悔

「以馬內利」的應許，讓信徒確知末世已經臨

改的心相稱……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

近，縱然會經歷苦難，但仍有著主的安慰和同

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太三8, 10）。

在，直到主再來施行審判。信徒心存喜樂等候主

然而，在以賽亞書裡所展現那彌賽亞的國度，卻是

再來，到那日，義人將因着審判得到主的嘉許，

「豺狼必與綿羊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

得着終極的釋放與救贖。

參考書目
Blaising, Craig A. “The Day of the Lord will Come: An Expositions of 2 Peter 3:1-18”. Bibliotheca Sacra. 169 (Oct-Dec 2012): 387-401.
Kujawa-Holbrook, Sheryl A. “Introduction to Vida Scudder, 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urch Year.”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Winter 2017): 5-29.
Jeon, Jeong Koo. “The Noachic Covenants and Redemptive Judgment.” The Confessional Presbyterian, Volume 15 (2019): 148-220.
“Living by the Word.” Christian Century, (November 9, 2016): 20.
Wolverton, Wallace I. “Judgment in Advent: Notes on Isaiah 8:5-15 and 7:14.”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37 (1955): 284-291.

建立教會對罪的態度

李芝玲博士

本會總幹事兼培訓總監

在 傳統教會的聖誕崇拜中，常常會選讀詩篇

「審判」對教會及信徒來說，是一個非常重

九十八篇：「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願世界

要且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在教會將臨期及聖誕

和住在其間的發聲。願大水拍掌，願諸山在耶和

期的崇拜中，慶賀基督「降生」及期盼基督「再

華面前一同歡呼；因為祂來要審判全地。祂要

來」的歡樂氣氛往往掩蓋了這似乎是「大煞風

按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判萬民。」（7-9）

景」的敏感課題。使徒彼得說：「因為時候到

詩篇道出了詩人的禱願：他盼望全世界和所有

了，審判要從神的家開始。」（彼前四17）神的

被造物、海和其中所有的，甚至所有山嶺都要

家明顯就是指教會，因此教會應謹慎教導信徒

在神面前歡呼，因為當我們的主按祂的應許再

如何面對這將要來的審判，並清楚說明審判所

來時，祂將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判萬

帶來的結果，以致信徒不但能對罪有高度的警

民。「將臨期」—聖誕節前的四個星期，除

覺性，更因認識人不能靠己力抗拒罪的誘惑，

了記念主耶穌在歷史中曾道成肉成，以嬰孩的

而儆醒地倚靠聖靈，天天向罪死、向神活。

樣式降生馬槽之外，更要提醒信徒需要預備、
警醒、候盼基督的再臨，正如我們熟悉的聖誕

神曾藉以賽亞先知對那些假冒為善的人說：

詩歌《普世歡騰》第三節所描述：當基督再來

「這百姓以口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

時「世上一切罪惡憂傷，從此不再生長……」

我。」（賽廿九13）撒母耳先知也曾對掃羅說：

（生命聖詩89）。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羔羊的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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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逆與占卜的罪相等，頑梗與拜偶像的罪孽相

歡喜快樂；我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就必蒙

同……」（撒上十五22-23）掃羅的罪正是厭棄

賜福（彼前四12-14）。所以「火一般的試驗」

耶和華的命令。因此，當信徒每主日參與崇拜，

是神對我們隨時的考驗，因為試驗能把人的真

高唱讚美感恩的詩歌、參與事奉、慷慨奉獻，但

相顯露出來，好讓我們清楚自己屬靈的光景，

卻仍走自己的路、追求滿足自我、隨意說自己的

免得我們對罪毫無警覺。

話、浪費光陰……，我們就要預備將來如何在審
判主面前交賬。凡好樹都應結出好果子，而壞樹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但耶和

則結壞果子。耶穌說：「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

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鴻一3）神的眼目

下來，丟在火裏，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

遍察全地，祂觀看我們的道路，察看我們每一舉

認出他們來。」聖經亦清楚警告我們不是每一個

動，知道我們每一意念。所以，我們務要記得所

稱呼耶穌為主的，都能進天國，惟有那些切實地

領受和聽見的；要遵守，並要悔改，因為主再來

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七19-21）

的日子，必如賊一樣突然來到。我們當選擇敬畏
主，離惡行善，棄暗就光，為主跑盡當跑的路，

彼得告訴我們將會有如火一般的試驗臨到

守住當守的道。盼望到了那日，在主審判台前，

我們，但我們不要覺得奇怪，倒要歡喜，因為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們—就是那些心無二意、為

我們若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在祂榮耀顯現時

主竭力地向着標竿直跑的僕人而存留。

末世信徒的危機

陳歐陽桂芬

本會董事會主席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1節提出一個末世警

在這些片段中，人因不斷發出問題而成了

告：「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問題人物也不知道；因而導致在情緒、家庭、

保羅所論及的危險日子，並不是指戰爭或是

成長、生活上的問題不斷增加，直至各種關係

飢荒地震；他所指的是人因離開了神的話語而

破裂、情緒出現崩潰、無助湧上心頭，埋怨之

偏行己路，迷失了也不知道。以下是兩個容易

聲就發出：「神啊，祢究竟在哪裏？」人若憑

導致迷失的情況：一，缺乏了主道而成了「問

眼睛所見、按感覺作出回應，永遠只會在問題

題」人物也不知道；二，在「權柄大過美善」

與困難中徘徊不前；其實只要我們向神求問：

中丟棄主道。

「主啊，我當怎樣行呢？」我們需要習慣在

1. 缺乏主道成了「問題」人物也不知道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分別，在於我們有神

心靈中思想上帝的話語，讓福音的大能蔭庇我
們，因為經上如此說：「祂代替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疾病。」（太八17）

的話，而神的話是一切問題的答案。基督徒不
請看看主的話語、福音的大能如何化解我

但要看重神的話，更要以神的大能來代替我們
的軟弱，以化解我們一切問題。這是我們在日

們生活的困境，代替我們一切的軟弱：

常生活中經常聽見的對話：
●

「嘩！真係好難！唔知點算？」—主耶穌看

●

「嘩！真係好難！唔知點算？」

著我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

「你成日掛住打機，你知唔知後果會點呀？」

能。」（太十九26）

●

「時時都覺得心靈疲累，沒有動力，怎麼辦呢？」

●

「你成日掛住打機，你知唔知後果會點呀？」
—原來聖經已提出警告：「凡事我都可行，

4

香港聖樂促進會通訊 2021年10月

●

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

迷打機了！」少年人說：「我鐘意呀！」這傳

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林前六12）

道人又向少年人說：「你掛住打機，連學都

「時時都覺得心靈疲累，沒有動力，怎麼辦

唔返！」少年人說：「關你咩事！」在今天的

呢？」—不用怕，只要用經上的話來禱告就

社群中，美善之道已經開始模糊了，但我們的

可以了：「神啊，求祢按著祢豐盛的榮耀，藉

使 命 就 是 要 實 踐 美 善 的 道 （ 弗 二 10、 提 後 三

著祢的靈，叫我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16-17）。我們的生活豈能與美善隔絕呢？但

（弗三16）

縱觀現今的境況，世人卻拒絕美善，甚至著書
立說、發展新理論來否定真理，讓人的慾念不

我們要警醒，不要在迷惑中、在感覺裏展

斷膨脹；正如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所發的警

開思想，這會使人跌入網羅中也不知道。我們

告，這種「權力大過美善」的趨勢，正在不斷

該設法幫助自己把主道藏在心裏，反覆背誦，

發展，誘惑世人離開真理！丟棄主道！使人步

甚至以聖言禱告，只要一心祈求，盡心擺上，

向死亡也不知道！

努力實踐，主的話語必在你口中川流不息！請
謹記：一心祈求主，定睛仰望神，要遠離「問
題」人物的影響。

但我們的神是生命的主，祂不但賜下拯
救世人的福音，更賜下聖靈：「祂（聖靈）
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

2. 在權柄大於美善中丟棄主道
在日常生活中，聆聽能夠聽出弦外之音。
一位傳道人勸喻一位少年人說：「你不要再沉

讀書喜悅發現之旅

己責備自己。」（約十六8）但願世人的心
靈能夠及早甦醒，離棄乖謬的路，渴慕生命
之道！

梁思敏

中國神學研究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讀書的確是一件令我感到雀躍的事情！特別

論文時，也只是選讀合適的資料，務求為所寫的

在這兩年的神學進修中，不但培養了我對閱讀

論文提供足夠的論據便可，卻錯過了更深入探討

的興趣，沒料到，竟透過在課程中一連串的指

內容的機會。然而，我後來發現最令我滿足的閱

定閱讀、文章撰寫、學術發表、集體討論等活

讀經歷，竟然是從細讀的過程—透過上述各步

動引發了「讀書之樂」。在繁重的閱讀數量及

驟去理解內容、作辨別及思考而得。思考的範圍

學習過程中，雖有艱辛，卻是滿有收穫。在此

由單一文本引申至不同文本之間的對話、互動，

希望跟大家分享箇中點滴。

甚至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再從多方面的論述中

【促進思考的喜悅】
針對不同的學習需要，有很多相應不同的
閱讀方式和步驟。在閱讀過程中，我常以略讀
（skimming reading）、選讀（scanning）、細讀/

作分析、整合。這促進思考的過程非只限於閱讀
上，亦漸漸影響了我整個的思想方式，更成為了
一種慣性的思考模式。

【發現問題的喜悅】

精讀（close reading）等不同的方式來學習。1

以往我總害怕在閱讀上會遇到想不通又

由鳥瞰至進入文本中的細節、字義及邏輯等，去

難於處理的問題，每當發現問題時，若不能立

思考、分析、與作者對話、作評論等。坦白說，

刻找到答案，甚或根本沒有指定答案，我便感

我以往很少如此細讀內容，甚至在大學時期寫作

到在學習上有缺失，甚至不安。後來，當我閱

1

W. Grabe, and F. L. Stoller,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reading,” Harlow: Longman, 2002; available from http://writing enter.unc.edu (cited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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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許多具學術性及啟發性的文章後，漸漸發現

體化，更能藉着這些不同的實踐機會促進與羣體

好些作者皆沒有給讀者提供其論題最終的答案。

之間的交流及互動。其中，學術討論交流是相當

相反，作者是透過文章中論題的闡釋及研究的過

寶貴的，可從每個人的學習心得中了解他們的不

程，引發讀者不斷思考，並對相關的課題產生繼

同思維、詮釋、文化處境影響等，均有助擴闊自

續研究下去的期盼和動力。在嘗試解答問題的過

己的視野，帶來反思，從而整合我對書本中論點

程中，我需要翻查其他的文本、探討不同的可能

的理解，並評估在不同處境中實踐的可行性，再

性、剖析問題等等，這過程往往能深化我對論題

作修正。這是一個豐盛的旅程，在分享中體現上

的理解。對我來說，這些懸空的問題帶給我持續

帝在各人身上奇妙的工作，集思廣益，成為整個

鑽研的動力、新的希望和莫大的趣味。

羣體的共同經歷，也彼此造就。

【實踐帶來互動、反思的喜悅】

最後，也是我最深刻的體會：在閱讀上，

透過閱讀探究及思考的同時，若能把所學的

我發現及反思自己對閱讀聖經亦必須作更仔細

在合適的處境中實踐，確是美事。實踐的途徑包

的理解及深入思考。細讀好書尚且獲益良多，

括教導、討論、分享等，不但可以把文字理論立

何況是生命之道呢？盼互勉之。

2021暑期網上《聖樂與崇拜研討營》
參與者分享

6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伍渭文牧師的專題

原來人被造的生命是有開始（出生）、有結

講座：第一天的講座帶給我的是吸

束（死亡），這是自然規律，在創造中已被

引、震撼，在一個多小時的專題中，

體現。雖然肉身的死亡是定律，但神願意將永

他的講論可以接連不斷且過渡自然，

生賜給我們，先是生命樹，後是耶穌基督。因

將婚姻、葬禮、生命連結，從舊約的

此，死亡不再是一個點，而是一條線，連接到

人物事件到新約的經文引用，他的才

永生。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不僅僅是解決我

學和對神學禮儀的研究，對聽者來說

們罪的問題，因祂所賜的永生把我們帶進入一

是一場聽覺盛宴。

個新的狀態— 與神永遠同在。

「凡出母體，必歸於塵土」，我們的生命源於

伍牧師的專題信息更是讓我對安息禮有了

父母的婚禮，結束於個人的葬禮，這是一個自

更深層的認識，我們真的只是睡了，只是

然的規律，是人無法打破的，因為「死亡」原

改了一個地址而已，更多的是對將來的盼

是創造的設計。死亡原本是生命的句號，但是

望，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傷痛上。在崇拜問

主耶酥基督的救贖使死亡的句號變成破折號，

與答的環節，更是清楚了解到香港和內地

將人引進永生，使死亡這把「剪刀」變成了連

對於安息禮處理方式的不同，以及各自面

接肉身與永生的「線」，貫穿基督徒的生命。

對的難處和挑戰，促進會真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現在的肉身是在適用於這個世界的模式，

平台，令兩地的牧者們可以分享不同的境

但我們需要把生命進行格式化，使其改變成為

況，也彼此學習、進步。在晚祭的部分，

能夠適應新天新地的模式，而死亡就是「模式

有很多很好的詩歌，旋律好聽之餘，又有

切換」的過程。

豐富的神學內涵，真的值得一聽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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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消
息

本會人事變動
新同工到職：培訓總監（國際）
感謝主的預備！何立欣傳道（黃曉暉師母）於9月份起將出任本會半職培訓總監（國際），何傳道畢業於建道神學
院，獲道學碩士學位（主修聖樂），現正於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修讀神學碩士，研究崇拜禮儀。過去十多年一
直在教會服事，有豐富牧會及編排崇拜經驗。祈求主繼續使用她，並賜福本會整個同工團隊，使我們互相配搭，努
力實踐主給本會的異象及使命。

課程及活動預告
2021聖樂與崇拜教牧領袖研討會

崇拜牧養回歸聖言為根基

四疊框架 與 教會牧養

形式：發放連結收看
日期：2021年11月9-10日
【11月11日網上播放崇拜示範—讓眾民來到主前】
語言：普通話 / 廣東話（附字幕 )
費用：港幣$200、人民幣¥200、美金$30（包括眾講員發表及討論錄像、閱讀文章翻譯及版
權費、文章及論文電子版）
對象：關心與積極探索崇拜牧養的教牧與聖樂領袖
歡迎轉發分享，查詢請與行政主任周小姐聯絡（seminar@hkchurchmusic.org / +852 3590 2835）。

《空中學堂III》 網上普及課程

報名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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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課程由8月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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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轉發分享，查詢請與行政主任周小姐聯絡（seminar@hkchurchmusic.org / +852 3590 2835）。

2021周年感恩崇拜

主題：基督—應許的平安
日期：11月27日（六）下午4時30分
地點：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油麻地加士居道40號)
講員：陳麗蟬牧師
免費入場，自由奉獻
歡迎轉發分享，查詢請與行政主任周小姐聯絡
（info@hkchurchmusic.org/ +852 3590 2835）

敬請報名，
以備場刊

場刊廣告/
賀辭贊助及奉獻

《安息禮用詩》（一）及（二）
此兩本詩集不單涵蓋了詩篇、舊/新約經文重點詩歌、會眾詩及詩班獻頌，更特地提供詩歌的牧養
重點、經文索引和禮儀提示，為安息禮提供豐富流程的框架及可用經文的典範，讓與會者得着神
話語的提醒、安慰與生命的盼望。禮儀索引提供適用於鞏固安息禮流程的位置與牧養效能的詩歌
內容，供選詩者及主禮者更新的概念與提示。

本
會
新
書

《水禮與崇拜牧養》（聖樂與崇拜研討營文集2018）
水禮—是加入教會群體的入門禮，也是信仰生命的起點—建立與神、教會關係的禮儀，是整體會眾被提
醒、一同更新盟約、具體展現基督身體，以及與主聯合的時刻！本書包含本會2018年暑期營會專題講座講
錄及翻譯文章，幫助教牧及信徒重新審視及思考水禮的意義。

《教牧研討會文集V：詩班在公共崇拜中建設會眾的角色》
本文集包含本會2020年教牧領袖研討會論文及翻譯文章，幫助我們從聖經、歷史、牧養的角度探討詩班在崇
拜中如何建設、鼓勵與帶領會眾加入頌讚的行列，讓會眾透過主動的參與，體現主國度的合一與和諧。

*

如欲訂購以上書籍，請查閱P.8「出版消息」，登入網站下載訂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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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如有感動奉獻支持本會，請掃瞄二維碼進行認獻。
願主賜福所有樂意捐獻的人 ! !
信用卡奉獻

其他奉獻方法

出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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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安排順豐到付或於指定取書點取書
4. 設網上信用卡購買書譜服務

新書訂購

書譜訂購表格
二維碼

1. 《安息禮用詩》（一）及（二）
2. 《水禮與崇拜牧養》（聖樂與崇拜研討營文集2018）
自2021年3月份開始，凡使用銀行內的櫃位轉帳或
存入支票、現金至本會戶口，銀行將會收取本會
額外服務費用，因此，煩請盡量使用電子轉帳、網上
銀行、櫃員機或信用卡繳費或奉獻，謝謝！

3. 《教牧研討會文集V：詩班在公共崇拜中建設會眾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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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ile/20201210ofwebc.pdf

同 心 禱 告

財政報告

分辨善惡的主，
祢手裏拿着公正的天秤，祢口中必出公義的判語。
萬物在祢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沒有一樣事情是不顯露、又能逃脫的，一言一行都要向祢交帳。
主啊！我們無法躲避祢，都要照所行的受審判！
主啊，求以祢的律法甦醒我們：
使人性的扭曲、虛偽、卑劣、醜惡、自欺表露無遺，
使人明白生命拼搏追求原是虛空， 必收穫死亡。
賞善罰惡的主，
祢喜歡親近義人，卻要向惡人發怒，
彎曲的心思、邪惡的意念是祢所恨惡的。
祢使惡人陷在自己所設的網羅裏，
惡人在祢面前如煙被風吹散，如蠟被火熔化。
主啊，祢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必要滅亡！
主啊，求開我們的眼目，看見死亡的醜陋、罪惡的權勢與轄制，
繼而轉向祢求醫治、求出路：
願祢拯救的恩臨近，公義的國度展露，
驅使世人悔改、回轉， 免得祢用口中的劍攻擊我們。
公義良善的主，
「良善的夫子」是祢在世的名字！
祢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回轉、求告祢名的人。
主啊，因祢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求祢叫人追慕「良善」、「真實」，喜愛憐憫、恩待，
相信種甚麼、收什麼，多種多收的真理。
主啊，求祢賜下亮光，使人從惡行中甦醒、回轉，
走向祢所指示的正路，
並賜下勇氣給悔改中掙扎的靈魂，
使他們能棄惡擇善、跟隨主的腳蹤行，
最終結出良善、公義、誠實的果子。
但願祢使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使祢的公義如光發出， 祢的公平明如正午，
又願上主國度的公義、喜樂、平安與盼望充滿大地，
直到新城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降臨，
阿們！

香港聖樂促進會財政狀況
2021年4月至6月
支出

HK$

經常費支出：
同工薪酬
資源中心租金
寫字樓差餉

HK$

奉獻收入：
372,943.20
43,800.00

經常費

570,558.56

其他

3,969.19

2,214.00

水、電及管理費

17,774.80

其他

32,394.04

事工支出：

事工收入：

詩班練習借場、導師費及
127,420.00
其他費用
碩士文憑課程

收入

24,000.00

詩班學費

141,755.00

碩士文憑課程學費

7,382.70

聖樂與崇拜研討營

22,315.00
26,568.40

聖樂與崇拜研討營

8,408.80

本會書譜售賣

本會書譜出版及版權費

7,268.90

講座音樂會 / 網上課程

5,949.00

版權費-申請使用本會中譯
歌詞及文章

聲響管控工作坊

35,475.00

其他
合共

936.00

講座音樂會 / 網上課程

20,139.00

聲響管控工作坊

58,687.50

678,583.74

851,680.35
盈餘

李芝玲博士

305.00

173,096.61

香港聖樂促進會
主
席：譚靜芝（兼會長）
副 主 席：李芝玲（兼總幹事）
董
事：陳歐陽桂芬（主席）、歐榮均、何柏濠、羅月眉

編輯小組： 李芝玲（主編）、譚靜芝、周麗明
校對小組： 梁美芳、王愛蘭
設
計： 蔡紹雄、圖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網
電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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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https://www.hkchurchmusic.org
郵：info@hkchurchmusic.org
話：(852) 3590 2835

訂閱本會通訊

https://forms.gle/a32WgDEYANkGfDej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