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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

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

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

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

會。」（傳 9:11） 

    傳道者又轉念（「我又發現一件事」

《現修》），看見在日光之下人生各樣的矛盾現象： 

   「快跑」和「強壯」是關乎體力，卻未必能得勝； 

   「智慧」跟學識、學問有關，但未必讓人吃得飽； 

   「明哲」指人的技能，「能幹的人不一定居高位」《現修》； 

   「靈巧」是關乎人際關係，懂得交際的人也不是人人都喜愛他。 

    在正常的情況下，「快跑」、「強壯」、「智慧」等絕對是獲

得成功的條件，這是人活在地上的競爭力。但是，對傳道者來說，

在虛空之下，一切也是無常。傳道者的人生智慧沒有理所當然。反

而，他有這樣的結論：「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9:11 下）箴言作者教導的是人生常態：「快跑」的就能取勝。傳

道者卻離開這種一加一等於二的線性思維（linear thinking）。他

從正常中發現無常，看見常態之外的世界現象。 

    意料之外的事，豈不是常常發生？傳道者好像老早已經告訴我

們這些意料之外的事。我們被告知，卻不明白，也未經歷。當我們

正要面對和經歷這些事的時候，我們的心靈就早已被傳道者的教導

預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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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你末後必有指望；你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境 界。......

求祢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為祢是耶和華我的神。』 

(耶利米卅一:17-18) 

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    
1. 今天是聖餐主日，凡受洗的弟兄姊妹請安靜在神面前省察自己，預備心一

同遵主的吩咐擘餅飲杯，紀念救主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為

我們的復活宏恩。歡迎弟兄姊妹同心讚美敬拜主，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禱告

會、主日學與基督教教育課程。 

2. 2022年度夏令會將於九月二日（週五）至九月五日（週一）在紐

約上州 Iroquois Springs 舉行，主題是「回歸，重修，重塑」，

團契部以及籌劃同工誠意邀請您和家人一同參加。中文講員有葉裕

波牧師；貢立江牧師；網上註冊日期是七月十七日至八月十四日，

實體註冊日期是七月廿四日和七月卅一日；提前優惠註冊是七月十

七日至七月卅一日。 所有參加者（除小孩以外）必須已接種兩針

或以上疫苗。大會徵求贊助人，補助大會經費，敬請弟兄姊妹支持，奉

獻支票請註明「夏令會贊助人」。 
3. 「Higher Heights 2022 籃球訓練營」將於七月九日至八月十三日每週六

上午9:00-下午2:00舉行，籃球營向11至14歲的青少年開放，訓練如何打籃

球和更多的認識神，註冊請上中宣會網站辦理。同時也需要義工(16歲以

上)。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胡永佳牧師 awoo@ocmchurch.org。 

4. 兒童暑期學校將於七月五日至八月十二日，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

5:00上課。主日在四樓繼續接受報名。 

5. 中宣會泰國網上短宣隊將與凱西家再次合作，即將在這夏季預先錄製教材

並在秋季發送給凱西家。如您有興趣加入泰國網上短宣隊，7月4日是註冊

的最後一天。如有疑問請電郵胡永佳牧師。 

6. 夏令會(9/2-9/5)即將到來，兒童事工需要教師/助手來幫助 VBS。 如果您

有興趣幫忙，請電郵Jessica：jessicachanho0421@gmail.com 或阮師母：

ayuen@ocmchurch.org。 

7.七月五日（週二）長青中心暫停一天。 

8. 七月份開始，主日福音站需要弟兄姊妹幫助佈置桌子和帳篷。請報名幫助 

一次或每月一次，設置時間為下午12:15，拆除時間為下午2:00。 報名請

電郵 missions@ocmchurch.org，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胡永佳牧師。 

9. 基督教教育課程的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1) 新生命班(粵) 主日上午11:30-12:30 三樓，老師:鍾耀光弟兄  
   (2) 佈道訓練班(粵)主日 7/10-8/28；老師:紐約短宣中心陳傳道，需報名 

   (3) 研讀和討論斯托得《心意更新的教會》(粵)，主日學 7/10-8/28， 

           老師:林牧師，需報名、購書           

   (4)《合神心意的生命》(國)主日學 門徒訓練第一期 601室 

   (5) 生命導讀以西結書(國) 7/5開始，週二晩上6:30-7:00實體禱告， 

                    7:00-8:30(生命導讀) 老師:丁牧師、王牧師(長恩堂)  

                    實體及網上同步播放 

   (6) 利未記 (國) 週三晚上8:00 老師:丁牧師  

   (7) 新生命班(國)，週三晚上8:30-9:30  

   (8) 認識信仰系列《認識福音》(粵) 7-8月週三晚上7:30 

            老師: 伍劍蘭姊妹、呂家傑弟兄、周健愉弟兄  

   (9) 趣味英語(粵) 第一/三週六晚上8:00，為傳福音而設，請介紹朋友參加  

10.禱告會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國語禱告會:主日早上9:40-

10:40在605室，週二晚上7:00，週五早上9:00；粵語禱告會:主日早上

9:15-9:45在301室，週二晚上6:30。 

傳道者的轉念傳道者的轉念傳道者的轉念傳道者的轉念    

牧者分享牧者分享牧者分享牧者分享    

林永裕牧師林永裕牧師林永裕牧師林永裕牧師    



    

中文國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 上午八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黃浩明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八十九：1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217首〔穩固根基〕 

 218首〔以愛相連〕 

楊仲琦弟兄 

丁陳明怡師母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黃浩明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以弗所書 四：1-6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教會的生活】 
   ( 弗四：1-6)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464首〔獻主所賜〕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丁聖材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張文彬牧師 

     

    經文: 「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詩篇七十二：19） 
    多麼偉大榮耀的遠景！現在正伏於惡者權勢下的世界，將要充滿上帝的
榮耀——一個充滿上帝義的新天新地！雖然我們難以相信這應許，但這真的
會到來；因為上帝的話，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上帝藉著祂兒子基督耶穌的
寶血，勝過罪惡的力量，征服了死亡的權勢，以祂全能的聖靈能力，讓祂的
旨意能夠一一成就。多麼榮耀的遠景！全地要充滿上帝的榮耀！ 
    但這又是多麼艱鉅的一項工作。耶穌說完這應許，升天坐在寶座上，迄
今將近兩千年，但世界人類仍有將近一半，未曾聽聞耶穌之名，其餘一半雖
曾聽聞耶穌之名，卻不曾真正認識祂。耶穌將傳揚福音的大使命，交託給教
會，可悲的是許多教會忽略了這個大使命，也不在意因輕忽它所帶來的後
果。我們會問，真有這麼一天嗎？這艱鉅的使命會完成嗎？喔！上帝的名是
可稱頌的，上帝以祂的信實與能力必要成就祂的應許，將來有一天，全地必
要充滿上帝的義與榮耀！ 
    這是一個多麼振奮人心的禱告！經上記著：「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
阿們！阿們！」每位信徒都被呼召來回應這禱告，並要靠聖靈來激發這樣禱
告的心，靠聖靈來挑旺這樣的信心！ 
   弟兄姐妹們，懇切的禱告，上帝必垂聽，且大有能力，願我們仰臉定睛在
耶穌身上，用信心抓住神的應許，求祂動工改變人心，直到上帝的榮耀充滿
全地。而且愈多人同心合意禱告，等候聖靈的能力，
那力量將是何等大！何等蒙福！這也是為主預備道
路，迎接這位大君王快快降臨人間。 

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    

1. 為烏俄戰爭受傷的百姓代禱、求主施恩憐憫早日  

   終止這場戰爭。 

2. 為教會所需要的新長老及三位新執事代禱，求主 

   預備合適的人選。 

3. 為牧長、執事同工們決定明年度教會大方向的目 

   標代禱，求主指示引導。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 請為崇拜部的同工代禱，我們將通過更好的裝備和訓練幫助會眾 

   有更好的敬拜體驗。 

2. 請為更多的同工在敬拜事工中參與事奉代禱。 

行政部:行政部:行政部:行政部:    

1. 繼續為大樓使用證書的申請禱告，預計年底可以完成，現在正 

在完成文書工作和安排檢驗。 

2. 隨著越來越多的弟兄姊妹回到中宣會，為大樓的維護的需要禱 

   告。 感謝主，剛培訓了一名新清潔人員來幫助清理工作。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 上午十一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陳克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八十九：1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聖靈的江河〕 
〔有人在為你禱告〕 

黃慶雲弟兄 

陳聖潔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陳克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羅馬書 三：21-31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稱義的信仰】 
   (羅三：21-31) 

丁聖材牧師 
傳譯:楊勇弟兄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聖靈的江河〕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丁聖材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雷以德長老  

中文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 上午十時  三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馮文忠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八十九：1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祢是彌賽亞〕 
〔願祢國來臨〕 
〔同心合意〕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馮文忠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腓立比書 一：27 - 二：4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與福音相稱】 
   (腓一：27-二：4) 

林永裕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同心合意〕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林永裕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伍岳鋒長老 

 

    「當我們為了講道而解經時，目標是為了要促使聽眾做出有效

的應用，因此，我們的焦點不止要集中於作者在說什麼，更要找出

作者藉著這段經文想要達成的目的。實際上，現代學者認為按照語

言哲學而言，無論是與聖經有關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口語、或

是書寫成文的，在任何形式的溝通中，所溝通的內容，都是為要傳

達溝通者想要達成的目的……講道者的主要目

標，不僅止於要明白作者到底在說什麼（經文

的語文意義），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作者想要

達成什麼目的（經文的實用果效）。唯有如

此，才能找出什麼是有效的應用，使聽眾得

以充分的體驗經文。」*Abraham Kuruvilla

著、揚長慧譯：《講道手冊：化經文為講章

之旅》（美國：證主，2021），頁46。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全地充滿祂全地充滿祂全地充滿祂全地充滿祂    

    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