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使命：『 愛神、愛人、作門徒、傳救恩 』
 下主日講員為蘇鶴健牧師，請代禱記念。
 本堂恢復崇拜實體聚會之安排： 主日崇拜已開始分階段並有限度的恢復
崇拜實體聚會，歡迎各界人士赴會。首階段成人崇拜現時只於主日上午十
時正舉行一堂聚會，並同步於網上直播聚會。少青崇拜亦已恢復聚會，不
設直播。下一階段的成年崇拜早、午堂聚會和兒童崇拜聚會日期尚待安排，
請留意本堂日後公佈。 疫情期間，出席成人崇拜實體聚會者，需於主日
前向本堂辦事處登記，以免出席人數超出本堂此期間可負荷的人數(正堂可
容納最多 50 人)。已登記者將獲安排座位(不指定位置)，若有餘額，可臨場
分配給未有登記的赴會者，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本堂與安利大廈配合，
為免本堂崇拜聚會時段內有太多人出入大廈大堂，增加病毒在大廈內傳播
的風險並住戶的憂慮，故此，於主日出席本堂崇拜聚會者，請於主日上午
9:30 至中午 12:00 使用副堂旁的獨立樓梯進出安利大廈(樓梯地下出入口位
於「日本城」旁)，而長者及有需要者仍用大廈大堂出入。 此期間，進出
本堂場地者皆需遵守本堂早前訂定的各項防疫、抗疫措施。 本堂呼籲肢
體們一同盡社會責任，如可能和方便上網參加崇拜聚會者，仍請留在家居
參與聚會。免致因太多人聚集而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敬拜禱告部： 所有可使用詩歌版權的歌名已上載於本堂網頁裡，請弟兄
姊妹預備敬拜前到網站瀏覽可使用之詩歌，特此通知。 本主日崇拜後隨
即舉行全教會祈禱會，祈禱會以 ZOOM 及現場同步進行，請弟兄姊妹踴躍
參與，為教會及香港祈禱。
 青年區專題講座「活出豐盛、燃點職場」於 6 月 19 日(五)晚上 7：30–9：
00 在教會舉行（設有「ZOOM」直播 Youtube），講員：章可銘先生 LEO
CHEUNG（職場教會 Aspire Upper Room 創辦人），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z25mKuR5chMxChcA9，截止報名日期：6 月 14 日。
 生命裝備中心課程： 要道班於本主日 1：00–2：00 開課，請已報名肢體
準時出席。 路得記—蒙恩的外邦人」於 6 月 14、21、28 及 7 月 5 日，
時間為上午 11:45-1:00，以 Zoom 作即時課堂，並作課堂錄影，由胡迪恒教
師教授，歡迎肢體報讀，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o8jX318RbTGYFUem9，
今日截止報名。
 會友資料更新：弟兄姊妹如更改了地址或電話，請於 6 月 15 日或之前聯絡
辦事處作出修改，以便能有效將函件寄出。
 本週生日肢體：陳溱源、姚潤敏、高燕紅、張艷莉、許英華。
 上週出席人數：同工：5 人，事奉人員：14 人，網上直播：69
堂 主 任： 蘇鶴健牧師
教牧團隊： 張慧芳教師(資深傳道)
胡迪恒教師
活動幹事： 黃月珠姊妹
助理幹事： 張顯恩弟兄(部份時間)

崇拜時間： 早
堂：主日上午九時正
午
堂：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兒童崇拜：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少青崇拜：週六下午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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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信念的探索 (一)

蘇鶴健牧師

過去一年香港面對重大改變，由「送中」條例引發的社會運動
並衍生的社會撕裂等，使不少港人說「香港已不再是所曾認識的香
港」
。新冠肺炎帶來全民驚恐，本地以致全球的「停擺」
，重創全球
經濟，香港當然不能倖免，經濟和民生深受影響；然而，
「停擺」的
副作用就是讓香港從社會運動、衝突中稍有歇息的空間。當大眾尚
未回氣，
「香港安國法」便霸王硬上弓的套在港人頭上，毫無疑問，
香港進入了更大威權管治的新世代。自「人大」通過為香港訂立「國
安法」
，此期間，港人熱門的話題就是「移民」和「資產轉移」
，這
反映一般市民的惶恐不安，對香港未來的疑慮，特別是年輕一代。
作為神的子民，在這歷史風雲變的時刻，當持守甚麼信念，好
叫我們能活出基督信仰賦予的獨特角色、使命和見證。於此，讓我
們重溫香港教會界當年面對「九七」問題而於 1984 年發表的《香港
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簡稱《信念書》)，
這《信念書》普受當時香港各大小宗派、堂會的認同，代表著前過
渡期香港教會群體對時代信仰及見證的一個探索與告白。
今天，當我們重溫這份於「回歸」前發表的《信念書》
，難免發
現部份內容過時，特別是當中關乎「中 - 港」關係的內容，自從香
港「回歸」
，港人過去廿三載對「中 - 港」經歷所受的洗禮，對「一
國兩制」下的「中 - 港」關係、對國家有了更具體的認識，因此，
今天實有作出新的信仰反省、思索的需要。
《信念書》雖是時代的產
品，內容卻是本於基督教信仰、神學而作的時代反思，故此，當中
不少植根於聖經永恆真理，仍能給我們作出指導，啟發我們思考。
讓我們於此原汁原味的刊載《信念書》之內容，作為我們繼續
思考、探索此時此刻基督徒可有的信念之參考。

主日崇拜

少 青 崇 拜

序樂
宣召經文：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
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
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
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匉訇翻
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
也不害怕。
詩篇 46：1–3
敬拜：主信實無變
安靜
能不能
講道：小心，自我中心
經文：提摩太後書 3：1–7
歡迎及報告
三一頌 祝福 會畢

禱告
奉獻
敬拜：我要看見
願祢公義降臨
GAME DAY
歡迎及報告
小組

成年區消息：







為教會代禱：







馬可 福 音 8：1–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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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值

林佩英姊妹中風後康復理想，現可以助行架協助步行，唯因膝蓋退
化致痛楚，求主醫治保守姊妹。
求主看顧廖宏安弟兄的身體，賜他每一步都穩妥，減少因腳患對弟
兄的影響。

為羊先生家庭代禱：

本 週 讀 經 章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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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9/6 八時視像早禱會。因受疫情影響週二探訪暫停。
11/6 八時視像早禱會。九時週四小組，主題分享《潔心》。
因疫情影響 14/6 暫停往老人院服侍。
若有意參與週二、週四早上視像早禱會，請直接聯絡胡迪恒教師，
以便安排。

6 月 6 日(六)
少青

6 月 7 日(日)
一堂崇拜

6 月 13 日(六)
少青

6 月 14 日(日)
一堂崇拜

GAME DAY
張慧芳
李津楠
張顯恩
薛嘉傑
-

胡迪恒教師
鍾詠芝
黃 銘
王俊偉
張嘉雯
黎正邦
林禮芳
黎慧堅
胡建輝 關漢邦
陳溱源 陳暋柟
當值司琴
潘學良 周麗芬
潘凱欣
楊嘉俊

蘇鶴健牧師
張慧芳
劉展豪
張顯恩
李樂賢
-

蘇鶴健牧師
張慧芳
方敏珩
張顯恩
姚玉嫻
蔡婉宛
陳月清
林俊峰
胡建輝 關漢邦
陳溱源 陳暋柟
當值司琴
黃冠山 黎婉玲
顏紗燕
周偉學

東南亞多處地區仍未解除封關令，未能預計何時才能與翻譯團隊會
面，多個語言項目的翻譯工作頗受影響。記念雅卓工作的進度，記
念羊先生繼續審閱使圖記初稿、繼續自修雅卓語。工作感壓力之餘，
家鄉的消息同樣令人沉重，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盼望、愛心。
過去一週部份商鋪和餐廳等相繼重開，居民開始放膽外出，我們也
陸續邀約同隊的同事面對面團契和分享，互相關心。小羊羊和年齡
相若的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晚上興奮得不能入睡，說：「今日好
開心呀！」
本地學校需待七月份重開，小羊羊的學校本週召開家長會，屆時老
師會講解六月份在家遙距上課的安排，求主幫助我們能靈活安排。

為香港代禱：






求主帶領國家執政者的心思，在推行港區國安法時能明白港人需要
和憂慮，以訂出適切的法例細則，盡量減少震盪和不良的影響。又
為港人都能警醒，珍惜每個兼聽的機會以及發聲的位份，互相扶持，
守護真相，捍衛自由，在公義與憐憫的路上努力。
截至 6 月 6 日，全球已有超過 680 萬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在
美國、巴西和俄羅斯等國仍然肆虐。求神帶領各地政府有效控制疫
情，特別看顧貧窮和落後的地方，讓疫情盡快受控。香港除了不時
有輸入確診過案，過去一週有本地群組過案，求主憐憫、保守香港。
印度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之際，同時受蝗災和熱浪夾擊。當地西北部
及中部自去週初受蝗蟲侵襲，是近 30 年來最嚴重蝗災，恐引發嚴重
的糧食危機。求神止息蝗災，免生靈塗炭。

2020 年 6 月 7 日敬拜詩歌
 主信實無變

(曲、詞：陳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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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屬：ACM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安靜

(詞、曲：約書亞樂團)

1. 藏我在，翅膀蔭下，
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
2. 我靈安息，在基督裡，
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能不能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我屬於祢，祢是我永遠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獻上敬拜。
定睛在祢的榮美，世界一切變暗淡，
除祢以外，我還能有誰。
能不能，就讓我留在祢的同在裡，
能不能，賜我力量讓我更多愛祢。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全心全意來愛祢。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講題：小心，自我中心
經文：提摩太後書 3：1–7
3：1
3：2
3：3
3：4
3：5
3：6
3：7

(新 漢 語 釋 本 )

可是，有一點你要知道，在末後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候
來到。
因為那時人會只愛自己，貪愛錢財，自誇，高傲，言行
褻瀆，忤逆父母，忘恩負義，不聖潔，
沒有親情，不肯和解，惡意毀謗，不能節制，野性兇殘，
不愛良善，
出賣朋友，魯莽衝動，自高自大，愛享樂而不愛神(或愛
享樂過於愛神)，
有敬虔的外表，卻否定敬虔的實質——這些人，你要避開，
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潛入別人家裏，操縱無知的婦女。
這些婦女被壓在層層堆疊的罪底下，被各種私慾牽引，
雖然常常學習，卻總不能認識真理。



《講 道 筆 記》

《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
(簡稱《信念書》)
1984 年 4 月 16 日
引言
「九七」問題的出現，對香港造成很大的震盪，一般市民惶恐
不安，作為 神的子民，我們覺得有必要在此時刻重新確定教會歷
來所持守的信念，並尋求我們在此歷史轉折中獨特的角色和使命，
為教會未來尋找見證的方向。我們經過幾次相聚討論後，在 神恩
典的帶領下，達成下列十點共同的信念，為眾教會的信徒提供參考：
一、我們對社會政治變遷的看法
我們認定 神是創造、救贖、審判並掌管歷史發展的主宰，所
以我們相信香港前途的任何轉變，都在祂照管之下。我們既有這信
念就堅定不移，以平安的心努力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同時，身為香港市民，我們有責任用 神所賜的智慧去客觀地
分析歷史的變遷，面對現實，積極負起在歷史轉變中基督徒應有的
責任。
二、教會在社會變遷中不變的原則
我們不論在任何社會政治環境下，都應以聖經為我們信仰、生
活、及事奉的最高準則。
在社會動盪期間，我們必然會受到衝擊、誘惑、甚至會經歷軟
弱。因此，我們認定在任何情況中，務要忠於基督，不應因環境的
改變而妥協，為遷就策略而犧牲聖經真理的原則，而應靠主大能堅
守我們與主所立的約，絕對服從祂的命令，在危機中見證主，榮耀
祂的名。

三、教會本質與教會使命
我們相信，教會是 神在耶穌基督裏，籍著福音所選召出
來的有形屬靈群體，是基督的身體，是基督所充滿的。 神設
立教會在世人中榮耀祂的名，服事人群，見證及擴展 神的國，
完成祂在基督裏創造及救贖的旨意，特別透過以下三個功能實
踐出來：
（一） 在本地及向世界各地宣傳 神救贖的福音；
（二） 藉著崇拜、團契牧養及屬靈紀律建立信徒群體的
屬靈生命；
（三） 在世上做光做鹽促使社會及文化的更新。
這使命是基督交付教會的，因此教會無論在任何環境變遷
中，都應竭力維持這使命的全備性，不可因人的意思或政治影
響而有所偏差，或將其分割。
四、基督徒對香港的責任與期望
身為香港市民的一份子，我們肯定基督徒有責任與廣大市
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為一個尊重人權、自由平
等、安定繁榮的民主法治社會。在這歷史轉折的時刻，我們應
肩負向香港人傳福音的責任，使他們享受 神的恩典，活出更
整全的生命。
我們期望香港於 1997 年後維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
賦予的人權自由：包括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出入境、信
仰及傳教等自由，使香港對於中國整體的現代化及民主化，能
作出積極的貢獻。
五、香港基督徒對中國的承擔
身為中國人，我們與中國整體人民的歷史命運憂戚相關。
因此，我們不應單顧香港人的利益，也應在聖經原則下，關懷

並參與中國的建設。我們期望中國廣大人民能充份享受 神所
賦予的人權自由，以致中國成為一個更秉行公義，人民生活豐
裕的國家。我們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民認識創造主真神，並
享受祂所賜的救贖恩典。為此，我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

（一） 加強對過去歷史發展及現今環境的認識；
（二） 傳遞適切時代、忠於真理的信息；
（三） 在信徒屬靈裝備上注意信心的建立並愛心的實踐；
（四） 加強門徒訓練；

六、香港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五） 發揮傳道人及信徒領袖以身作則的影響力；

我們相信香港教會是普世教會的一部份，與國內及世界各地的
教會有屬靈生命上的關係，所以應保持聯繫溝通，彼此建立，彼此
扶助，共同肩負福音的使命。

（六） 建立適切的教會模式及事奉模式；

我們確認香港教會與中國及世界各地教會在屬靈生命上一脈相
承；與此同時，我們肯定教會的地區性。因此，在中國文化的背景
中香港特殊的處境下，香港教會應努力發揮地區教會的獨特性，保
持行政組織上獨立自主，同時積極參與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
七、我們對政教關係的看法
我們相信，政府的權柄是從 神而來的，在政府應有的權力範
圍之內，我們應當順服政府。然而當政府的要求與 神的旨意有所
衝突時，我們應以順從 神為我們行事的原則。政府的權柄有它一
定的範疇。 神給予政府的功能是要它維持法紀，使社會安定，人
民生活得以保障，據此原則，在憲法轄管下，政府應向人民負責。
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
福人民。
八、社會變遷與教會內部更新
我們肯定教會過去數十年在傳福音，設立堂會，辦學及社會服
務等事工上有一定的成果。然而，我們承認我們對蛻變中的香港社
會反應未夠敏銳，教會模式缺乏突破。在這歷史變動的時刻，
教會應作深入反省，尋求更新，使危機化為轉機，以下是可以
考慮的幾個重點：

九、基督徒的合一見證
在時代的變動中，教會會因著外來的壓力，及內在的不協
調而面臨分裂的危機。因此在這時候，我們肯定信徒在基督裏
的合一，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彼此接納，互相信任。在不同觀
點上，彼此交流，並努力尋找具體合作方案，彼此支持，彼此
配撘，站在一起面對挑戰。
十、教會自守與忠心
在主再來的盼望中，我們應該保持教會的貞潔，對主忠
心，防備世俗主義滲入及任何權勢的左右，並在主裏彼此相
愛，建立主的身體，榮耀主名。
結語
在這社會重大變遷的時刻我們應格外積極把握機會，努力
傳揚福音，見證主名。在確認以上各點的同時，我們深深體會
自己的軟弱，深知不能憑自己的力量和決心，在衝擊和挑戰中
站立。故此我們仰賴父神的大能與信實，基督的慈愛，聖靈的
同在，保守我們的信心，引導我們走前面的道路。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