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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

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

耶穌那裡去．只因見風甚大、就

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

主阿、救我。」馬太福音 十四：

29-30。 

    每次我害怕的時候，我都會

想起耶穌在水上行走的故事。彼得

一開始見到耶穌時並不害怕，但是

他一看到暴風就害怕了，我們的害怕也是如此。當我們過分關注周

圍環境而不是耶穌時，我們會感到害怕。很多時候，我走在街上看

到無家可歸的人，因著害怕很多的事情，聽到很多關於流浪漢犯下

的罪行，而對他們沒有任何同情心。如果我在街上接近一個無家可

歸的人，我會是什麼樣子？我會有生命危險嗎？他們會把新冠病毒

傳播給我嗎？這些問題是我們生活中的風，因為這些問題的焦點是

關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的焦點是耶穌，以及主會做什麼，那麼我

們就會對無家可歸者有更多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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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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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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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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中宣會將於十月二日（主日）上午11:15-12:45，在二樓舉行的61
週年感恩敬拜中按立三位新的長老（陳兆初弟兄、黃浩明弟兄、雷達榮弟
兄），同時，有新選出的三位執事（薛秀娟姊妹，陳克弟兄、周佩兒姊
妹）與在任執事的就職禮。求主賜能力、智慧與眾教牧同工一起同心牧養
主的群羊，建造神的家。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3.流感疫苗注射中宣會於今天上午9:30-下午1:30在一樓禮堂設有免費流感疫
苗注射，每小時限25人。註冊請上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4. 信託委員會報告：除了在崇拜和人多聚集時必須戴口罩外，其他場合戴口
罩是酌情自行決定的。因考慮到他人和自己的健康著想，鼓勵為著愛心而
戴口罩。 

5. 鼓勵各部門教會事工安排在平日聚會：週一至週六，以方便主日的大樓安
排。教會大樓的使用時間如下： 

 週一：上午 8:00-下午 3:00 
 週二至週五：上午 8:00-下午8:00  
 週六：上午10:00-下午5:00  
 主日：上午 7:30-下午 4:30 
   如果您計劃在上述時間安排教會事工，請電郵至 rooms@ocmchurch.org。 
6. 2022年厄巴納宣教大會將於十二月廿八日至卅一日在印第安納州舉行，厄

巴納宣教大會能改變人生，邀請您來參加，一生為上帝的普世宣教所用。
中宣會的弟兄姊妹，請以禱告的心考慮在十月底之前決定與我們一起參加
宣教大會！如有疑問，請電郵吳傲志教士：bng@ocmchurch.org。 

7. 崇拜事工通知：從十月二日開始，所有主日崇拜直播將停止。 因健康原因
無法來教會參加的弟兄姊妹，可在中宣會網站登記 www.ocmchurch.org。個
人直播鏈接將在本月晚些時候通過電郵發送給您。我們鼓勵每個人都來到
神的教會一起敬拜上帝。 

8. 基督教教育課程的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國語課： 
   (1)《提摩太前後書》主日上午10:15 601室 老師:丁牧師 尹傳恩弟兄 
   (2)《心意更新的教會》週一晚上8:30-9:45 老師:丁牧師 
              ZOOM ID 890-4902-5255，密碼：154000 
              導師領袖培訓課程，歡迎向有心裝備的弟兄姐妹參加 
              參加者要訂購書$10，請發郵件至 dgao@ocmchurch.org 訂購 
   (3)《合神心意的生命》週三晚上8:30-9:45 老師:丁牧師；  
              ZOOM ID:890-4902-5255 密碼：154000 
              向所有的弟兄姐妹開放，請預留時間參加裝備自己為主所用 
   粵語課： 
   (1) 門訓主日學《合神心意的門徒》主日上午11:15 三樓 
   (2) 新生命班(粵) 主日上午11:30 604室  
   (3) 認識信仰系列《認識基督》週三晚上7:30 
   (4) 趣味英語(粵) 第一/三個週六晚上8:00，為傳福音而設 
9. 禱告會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國語禱告會:主日早上9:30-

10:10在601室，週二晚上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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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十七章 - 得見神的榮面 
一個大有信心的人，能背起十字架跟隨主，就必得見主榮面，您今天親近神
有多少就認識神有多深，您今天跟隨主有多緊就得見主面有多清，您一生只
要得見耶穌不見一人您就有福了！ 
默想：每逢你靈修親近神的時候，您看見祂嗎？ 

定睛主耶穌定睛主耶穌定睛主耶穌定睛主耶穌    
執事分享:秦志斌弟兄執事分享:秦志斌弟兄執事分享:秦志斌弟兄執事分享:秦志斌弟兄    



    

中文國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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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杰弟兄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十八：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433首〔耶穌恩友〕 

〔每一天我需要祢〕 

張維鈞弟兄 

丁陳明怡師母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熊杰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創世記 十八：1-8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生命的侍奉】 
   (創十八：1-8)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478首〔事主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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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約十五4） 
    藉著救贖，耶穌的靈進到我裡面。此後，我就得完全按照主的心意耐
心地被塑造。神不會使我像耶穌一樣去思想，我必須自己去做，我必須將
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之順服基督。[常在我裡面。]——在知識上、金錢
上，並在一切與人生有關的事上。我們不是活在一個匣子里。 
    我有沒有阻撓神行事；認為這些事會妨礙我與他的交通？這是魯莽的
態度。環境怎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確實的住在主里，正如我在
禱告中與主同住一樣。我無須自行改變或調整環境；對於主，這種內住的
光景是分毫不受影響的。主無論置身何處，都與神同住。他從不挑選環
境，只柔和謙卑的順服父神為他所作的一切安排。試想主的人生是何等的
閒適！至於我們，卻把神置於緊張關頭，沒有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的那
種平穩。 
    想想那些妨礙你與主同住的東西：[主啊，是的，不過等一下，我要
先做這個；是的，我完成了這個就與你同住；過了這個星期就沒事了，那
時就可以與你同住。]趕快行動吧！現在就住在主里！在起初的階段，要
不斷的努力工作，直至成為生命的律，使你在不知不覺中便與他同住。所
以，你無論置身何處，都要立志住在耶穌裡面。 
    祈禱：噢，主啊，我懷著讚美和感恩來到你面前，但
仍然渴求對你的良善自覺地有更深的欣賞。求你在今天賜
福予我，讓我有更廣闊的胸懷和能力去讚美你。 

宣教部宣教部宣教部宣教部：：：：    
1.為今天下午1:00在三樓的國語學生外展禱告。 
2.為10月的宣教月和 10/14 - 10/16 的宣教大會禱告。中文講員是 
  滕張佳音博士。英文講員的人是Vivian Grubb牧師。 
    

國語事工國語事工國語事工國語事工：：：：請大家繼續為國語各團契的事工代禱請大家繼續為國語各團契的事工代禱請大家繼續為國語各團契的事工代禱請大家繼續為國語各團契的事工代禱    
1.多加團契：請為癌症化療中的姊妹代禱；為剛進入大學的孩子們，找 
  到教會團契的生活；為團契參加聖經課程的弟兄姐妹：求主使我們有 
  謙卑受教的心，渴慕主的話語，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 
2.迦南團契：感謝神！弟兄姊妹樂意一起參與《聖筵共享》與《合神心 
  意的生命》課程，裝備自己為主所用！請大家繼續為11月13日十週年 
  的慶典的籌備工作禱告，求主賜我們同工們都有智慧與能力，合而為 
  一的事奉，凡事榮耀主！ 
3.佳音團契：為第四季度的團契聚會安排代禱。為下一年的同工安排代 
  禱，求神預備。 
4.學生團契感恩：神將十幾位新朋友帶來我們的團契。 為著這些新朋 
  友跟進禱告。 
5.伊甸團契：為新一屆的候選職員代禱。也求神揀選祂合用的器皿。 
6.恩惠團契：感恩：神帶領9/18恩惠團契30週年的慶典活動。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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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十八：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主祢是我力量〕 

〔祢愛永不變〕 

黃慶雲弟兄 
陳聖潔姊妹 
林益真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陳浩然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創世記 十八：1-8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生命的侍奉】 
   (創十八：1-8) 

 丁聖材牧師 
傳譯:李德貞姊妹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我的生命獻給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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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德的神學中，因信稱義佔有

關鍵性的地位，是他神學的寵兒。加爾

文沒有輕看這教義的重要性，然而，稱

義和成聖往往相提並論，『基督不會使

人稱義而沒有同時使他成聖，祂給人這

兩種福分是長久地結合在一起的。……當祂救贖我們，便稱我們為

義；當祂稱我們為義，便使我們成聖』。所以，稱義和成聖在基督

裡是合二為一的屬靈實際。既然成聖是一生之久的操練，善行在成

聖追求上有甚麼地位？信徒的善行怎能蒙神悅納呢？加爾文提出二

重稱義的教義：信心的義和行為的義。信心的義就是一直以來我們

所討論的，人憑信心領受基督歸與我們的義，於此人的行為是沒有

任何功勞可言的。然而，在罪人稱義後，他的生命日漸更新，結出

重生的果子，他的行為也蒙神悅納，那就是行為的義了。」*林榮

洪：《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三）：改教運動前後》（香港：宣道，

2009），頁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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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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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十八：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天地讚美〕 
〔獨一拯救〕 
〔一顆謙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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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下 十一：1-17，26-27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兩種差派】 
   (撒下十一：1-17，26-27) 

林永裕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一顆謙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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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重稱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