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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安娜師母 Ms. Anna Yuen 內線 x128        ayuen@ocm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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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同工 

謝愛霞姊妹 Ms. Jenny Tse  內線 x118         jtse@ocmchurch.org   

李靄雯姊妹  Ms. Irene Tam  內線  x123        itam@ocmchurch.org 

韋約翰弟兄  Mr. John Wright 內線 x137         jwright@ocmchurch.org 

方奕球弟兄  Mr. Nelson Fong 內線 x101        nfong@ocmchurch.org 

黃雲龍弟兄  Mr. David Huang          內線 x102        operations@ocmchurch.org 

    讀經是屬靈的操練，也是屬靈生命被塑造的

過程，正如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

說：「語言的本質是塑造（form），而不是提

供資訊（inform）。」* 《聖經好好吃》

（台北：校園，2008），頁52。 

    神的使者邀請使徒約翰把小書卷取過來，

然後吃了它。（啟10:8-9）約翰把書卷吃進肚

子裡這圖像就是讀經的藝術。他吃書卷的地方

是拔摩海島，一個非人化的地方。神也對先知

以西結說：「要吃這書卷。」（結3:1）他在哪裡吃書卷？巴比

倫。以西結活在流亡、失落的群體中，在他們中間，咀嚼神的話

語。耶利米禱告：「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

吃了。」（耶15:16）這位先知在耶路撒冷吃書卷，但在神的子民

被擄的陰霾下。這些吃書卷的人身處不同的處境——神容許的處

境，處境影響讀經，讀經回應處境。讀經是人讀聖經的活動。其

實，讀經是讓聖經讀我們的過程，好讓我們懂得如何在特定的處境

生活——忠於神的生活。 

    「吃書卷」這屬靈操練是把自己的體驗和渴求放在聖經之下，

在特定的處境中，不以自己的聲音為絕對的優先、權威的指引。約

翰、以西結和耶利米作為神的僕人，展現何謂話語職事的典範——

「吃書卷」成為他們事奉神和日常生活的權威和指引。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海海海海    外外外外    宣宣宣宣    道道道道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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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Hester Street , New York, NY 10013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212.219.1472   

『『『『明日願景始於今明日願景始於今明日願景始於今明日願景始於今----回歸回歸回歸回歸、、、、重修重修重修重修、、、、重塑重塑重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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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奉獻收據：中宣會已發送電郵給弟兄姊妹，電郵包含下載奉獻收據
的鏈接。此外，財務部於今天和二月十二日下午1:00-3:00在一樓大廳設置
服務點，以幫助下載奉獻收據有困難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疑問，請發
送電郵給財務部：finance@ocmchurch.org，或電話聯繫：212-219-1472。 

3. 粵語小組形式的門訓主日學將於三月至五月的主日上午11:15-12:30上課，
需購書$5:《靈命成長的秘訣》。註冊請於今天上午11:00-11:30到三樓。 

4. 關懷部報告：《關懷部培訓課程》二月十一日開始，逢第二、第四個週六 
晚上8:30-9:45由丁牧師在網上授課，邀請所有團契的關懷同工及對教會有
關懷負擔的弟兄姐妹參加，ZOOM ID：890-4902-5255，密碼：154000。 

5.二月十二日(下主日)是中宣聯會主日。聯會將交換講台：中宣聯會總幹事 
梅景禧牧師來早堂和午堂講道，澤恩堂黃柱森教士來粵語堂講道；林永裕
牧師赴播恩堂粵語堂和國語堂講道，丁聖材牧師赴迦恩堂講道。 

6. 中宣會將於二月十八日（週六）舉辦『 勿視不見』外展活動，為無家可歸
者提供幫助。請在此處註冊：https://www.rescuealliance.nyc/dontwalkby。 

7. 參加短宣隊請在中宣會網站註冊或掃描此二維碼短宣隊日期如下： 
   (1)泰國短宣隊：7/7-7/23，13人，報名截止：今天    
   (2)瓜地馬拉短宣隊：11/18-11/26，6人，報名截止3/31 
   (3)青少年短宣隊：7/4-7/9，15人，家長、導師報名截止3/5 
   (4)英國短宣隊(國語家庭營)：7/23-7/29，12人，報名截止2/5 
   (5)英國短宣隊(粵語家庭營)：8/24-8/29，10人，報名截止3/5 
   (6)英國短宣隊(國語學生營)：12/26-1/2，4人，報名截止3/31 
8. 基督教教育國語課程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網上課程的

ZOOM ID：890-4902-5255，密碼：154000 
   (1) 《導引實踐課程》2月6日開始，週一晚上8:30-9:45由丁牧師在 
             網上授課，要報名，請聯繫高多卓弟兄 917-346-6341 
   (2) 《加拉太書》2月12日開始，逢第二、第四個主日上午10:15  
             由尹傳恩老師在601室授課 
    (3) 《以弗所書》今天開始，逢第一、第三個主日上午10:15  
             由丁牧師在601室授課 
        (4) 《合神心意的門徒》2月8日開始，週三晚上8:30-9:45由丁牧師 
             在網上授課，需購課本$10，請聯繫高多卓弟兄 917-346-6341 
        (5) 《以西結書》研讀，逢第一、三個週六上午10:00-12:30， 
             由丁牧師在701室授課 

9. 基督教教育粵語課程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1) 佈道訓練班(二)：主日上午11:15-12:30，301-302室 
            老師：陳淑儀傳道 (紐約短宣中心) 
   (2) 讀經的藝術：導讀 週四晚上8:00-9:00，網上課程  
            老師：林永裕牧師；書本:《讀經的藝術》  
    (3) 一步一步讀申命記 主日上午11:15-12:30，304室 
            老師：黃學森、鍾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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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在601室，週二晚上6:30 (實體:701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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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日程：丁聖材牧師   羅馬書七章 - 感謝上帝 
    當良心與情慾交戰之時，是由於我們已為基督的新婦（1-6）又仍活在
各種各類的試探中。但因基督耶穌就得勝有餘了。  
默想:你的良心仍然被神所用嗎？在掙扎中你求誰來管理你的生命？ 

教牧分享:教牧分享:教牧分享:教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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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二月五日 上午八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黃浩明長老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九十五：1-3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祢坐著為王〕 
〔展開清晨的翅膀〕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黃浩明長老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詩篇 廿五:6-11；約翰壹書 一:8-10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主十架潔淨我】 
   (詩廿五:6-11；約壹一:8-10)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復興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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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浩明長老 

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    

1.為國、粵、英開設的主日學課程、門徒訓練和週間 

  的聖經課程，求主加添力量給每位老師和同學，在真道上竭力追 

  求，作主門徒。 

2.為2/5主日舉行的關懷部會議和國語同工小組會議，求神帶領。 

3.為今年教會關懷事工的開展代禱。 

4.為2/11執事會開會代禱，求神帶領。 

5.為中宣會在2/18舉辦『勿視不見』外展禱告，希望能幫助100-200

位無家可歸者。 

6.為等待中的大樓檢驗，並獲得大樓長期使用證書禱告。 

7.為禱告會的事工和禱告的生命禱告。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為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講台信息得到屬靈造就禱告。 

2.為崇拜缺乏事奉同工禱告。 

    

 

    「留心聽，乃是屬靈的舉動，這遠遠超越了聽覺感官的功能。

昂貴複雜的音響系統只能讓人聽見聲音，並無法讓人聽得更專注。

異象給各教會的最後之言乃是，『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原因有二：即使留心聽，也往

往因為衰退腐敗，聽而不見；會眾不留心聽，就

算不得是教會。從創世記(『神說：要有……』)

到耶穌時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神的話語（或道）乃是核心，因此，個人留心聽

的舉動也不可或缺。」*畢德生（Eugene H. Pe-

terson）：《天啟的雷聲》（台北：校園，

2017），頁64。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中文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三年二月五日 上午十時  三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馮文忠弟兄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九十五：1-3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耶和華以勒〕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聽命勝於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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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八：1-20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邁向神的將來】 
   (申八：1-20) 

林永裕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聽命勝於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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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又使我成為磨亮的
箭，將我藏在他箭袋之中」。（賽四十九：2） 
  「在他手蔭之下」。我們常有到那裡去的需要。
日光太炫耀了；我們的目光會受到損傷，使我們不能
分辨相仿的顏色。所以神將我們暫時藏在疾病的蔭中，憂愁的蔭中，窮
苦的蔭中，在那裡和日光隔絕。 
  但是不要怕！這是神的手蔭。他正在引導。你有許多功課只能夠在
那邊學得的。 
  不要想神已經把你丟在一邊了。你仍舊在他箭袋之中；他並沒有把
你當作無用之物拋去。 
  他現在把你藏起，保守你直到相當的時候，他要配你在弓弦上，送
你出去，使仇敵受虧損，使神得榮耀。哦！在神手蔭之下的信徒啊，戰
士如何寶貝他的箭，把它藏在貼身的箭袋中，神也如此寶貝你愛護你，
藏你在他的蔭蔽之下。——梅爾 
  許多時候，黑蔭倒是生長必需的條件。美麗的玉蜀黍在夏夜的蔭下
生長得最快。在炎熱的日光下，他的葉子是卷著的，到了天上起黑雲的
時候，葉子很快地開放了。也有許多美麗的花，日間藏起它們的美麗
來，晚蔭降時方才開放。多雲多霧和多蔭的地帶，草木也蔥郁茂盛。花
圃裡不但有晨間怒放的花朵，也有「夜來香」，「夜來香」在日正當中
時並無光彩，到深夜才散布它的芬芳。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三年二月五日 上午十一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陳浩然弟兄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九十五：1-3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張維鈞弟兄 
譚景芸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陳浩然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詩篇 廿五:1-5，一百十一:10 啟  應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雷以德長老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我當敬畏神】 
   (詩篇 廿五:1-5，一百一十:10) 

丁聖材牧師 
傳譯:楊勇弟兄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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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心聽留心聽留心聽留心聽     

〔所有的榮耀歸於祢+從早晨到夜晚〕 
〔十字架〕 

隱藏在神裡面隱藏在神裡面隱藏在神裡面隱藏在神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