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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聖經佔全本聖經的 78%。新約卻

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部分。在 “The Old 

Testament is Dying” 一書中，舊約學者

Brent A. Strawn指出，北美教會的講台多

選讀和宣講新約內容。據他的分析，比較

受歡迎的舊約經卷是創世記、詩篇和以賽

亞書。這現象反映北美教會的講台有偏吃的問題（這不是北美教會

獨有的問題，而是普遍的現象）。當然，會眾「吃」甚麼跟教會牧

者「餵」甚麼有直接關係。翻查自己的講道記錄，我好像從未在講

台上宣講耶利米書、何西亞書、西番雅書等的先知書。智慧文學的

約伯記也是。 

    保羅在米利都與以弗所長老會面的時候（徒 20:13-38），他跟

他們說：「因為神的全部計劃，我已經毫無保留地傳給你們了。」 

(20:27 《新譯本》) 保羅在以弗所教會三年的事奉（20:31），晝

夜不停地教導他們，傳講「神的全部計劃」。這意謂保羅清清楚楚

地、有系統地宣講神的啟示，沒有遺留部分的內容。神要教會知道

的事，保羅毫無保留地告訴他們。 

    教會的信徒要「歡喜讀舊約」；教會的牧者要「愛宣講舊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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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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歡迎國語堂應聘候選人謝章傳道今天與下主日在中文第一、第三堂傳

講神的話語。謝傳道出生於中國福建，13歲蒙恩歸主，雖然青少年期經歷
家庭危機，但蒙教會關愛、扶持，讀完高中。有感於神的愛與呼召，以及
家鄉教會的需要，大一退學轉讀神學，通過自學考試完成大學教育。牧會
數年後，於2013年前往新加坡進修，先後獲三一神學院道學學士、教牧學
碩士；並完成臨床心理學、精神健康急救、與臨床牧養關懷等專業訓練。
目前在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教牧博士班學習。謝傳道事主十多年來，曾在
新加坡牧養跨文化學生群體，也曾任中國千人教會的主任教牧，2017年於
福建創辦心創作團契，牧養城市職場青年。事主以外，謝傳道兼以心理學
專業服務大眾，先後任福建省心理諮詢師協會專委會副秘書長，福建省高
級人才教育基地講師、福建省中醫藥研究院門診部心理治療師、紅十字會
心理講師、青少年活動中心導師等職。 

3.教會行政事工報告: 多年來，葛瑞才牧師(Pastor Rick)一直忠心帶領行政和
英語事工。從五月開始胡永佳牧師(Pastor Austin)將擔任行政牧師(Pastor of 
Administration)一職，帶領行政事工，並同時兼任宣教牧師。過渡已在五月
開始，將於七月底完成。請大家繼續為胡牧師在中宣會擔任這個重要角色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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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宣會兒童請於今天上午11:00至下午1:00在四樓註冊。(2)
迄五月廿九日在四樓接受暑期班教師和義工的申請。 

5.第133屆接受浸禮的新葡請務必參加12堂浸禮跟進班： 
 國語:五月十八日開始每週三晚上 9:00，由黃慶雲、陳浩然老師授課 
 粵語:五月十九日開始每週四晚上 8:00，由馮文忠老師授課 
6.中宣會正規會友班將於五月廿九日（主日）下午1:00-2:00舉行：粵語班在

601室，國語班在605室，英語班在602室。會友班是提供給今年或過去已經
核實通過的申請者，若有疑問請發電郵到 bot@ocmchurch.org。 

7.2022年培靈研經會（國/粵語）將於六月三日至五日在二樓舉行。講員為賴
若翰牧師/博士。賴牧師是德州達拉斯神學院神學碩士、教牧學博士。現任
美國聖言講道研經學院院長，兼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班客座教
授，主授《當代釋經講道法》。曾擔任2008年香港港九培靈研經會早堂研
經會講員。培靈研經會註冊日期：今天和五月廿二日；註冊費：$10（包括
手冊、午餐、小食）。課程時間： 

 六月三日（週五）晚上6:30-8:00 第一講：信仰的傳承 
 六月四日（週六）上午9:00-下午12:30；1:30-3:30  第二講：真道
   的傳承；第三講：教學的傳承；第四講：榜樣的傳承；第
   五講：傳道的傳承；第六講：生命的傳承； 
 六月五日（主日）上午10:00 粵語崇拜；11:30 國;粵語崇拜 
   講道一：生命的拐點與轉折 講道二：宣教的拐點與轉折 
8.中宣會短期宣教：我們計劃在今年差派短宣隊到瓜危地馬拉(實體)、英國

(實體)和泰國(網上)。如果您有興趣，請電郵missions@ocmchurch.org。 

9.基督教教育課程的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1) 《合神心意的門徒》(粵)主日學 三月至五月；名額已滿，不接受報名 
   (2) 《合神心意的生命》(國)主日學 門徒訓練第一期 601室 
   (3) 利未記 (國) 週三晚上8:00 老師:丁牧師  
   (4) 認識信仰系列《認識神》(粵) 5-6月週三晚上7:30  
                      老師:黃學森弟兄、梁蘭珠姊妹、鍾耀光弟兄 
   (5) 趣味英語(粵) 週六晚上8:00 每兩星期上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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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分享:林永裕牧師 

舊約與教會舊約與教會舊約與教會舊約與教會    



 中文國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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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杰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四十五：10-12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33首〔來敬拜榮耀王〕 
 8首〔榮耀歸於真神〕 
 283首〔我知誰掌管前途〕 
 286首〔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楊仲琦弟兄 

施惠慈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熊杰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羅馬書 八：6-11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突破生命的困局】 
   (羅八:6-11) 

謝章傳道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469首〔為耶穌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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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起初確實的信心 

   (1) 患難中有喜樂 

   (2) 棄偶像事真神 

   (3) 熱切等候基督 

         2. 堅持到底的信心 

     (1) 生命動態規律 

     (2) 信心智慧視野 

            3. 警惕毀壞的惡心 

     (1) 心裡剛硬 

     (2) 常常埋怨 

     (3) 總是看衰 

 

   如何看待過去決定未來怎樣 

       反思： 

     1.個人視角：我的起初與現在有何不同？ 

     2.作為中宣人，我與加入教會時有何改變？ 

基督教教育部:基督教教育部:基督教教育部:基督教教育部:   

1.為在6月3日至6月5日舉行的2022年培靈研經會代 

  禱。 

2.為講員賴若瀚牧師將神的話語說得清楚明白，讓神 

  的心意彰顯在祂的教會代禱。 

3.為弟兄姊妹積極報名參加，渴慕神的話語，追求屬 

  靈長進，活出新的生命代禱。 

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執事會:    

1.為來到中宣會應聘國語傳道人的謝章傳道代禱，求主親自帶領。 

2.為5月17日（週二）晚上6:30-8:00在教會的實體禱告會代禱，大 

  家一起尋求神的旨意。 

信託委員會信託委員會信託委員會信託委員會    

1.感謝神，教會今年收到28份春季正規會友申請表格。經過教牧、 

  長老、執事、信託委員核實之後，申請者將會收到電郵通知。合 

  資格者，務必出席5月29日正規會友班，請為這些弟兄姊妹能夠順 

  利完成最後「程序」代禱。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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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以德長老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四十五：10-12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耶和華果然成就大事〕 
 281首〔信心使我得勝〕 

張維鈞弟兄 

閻路得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雷以德長老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希伯來書 三：14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來三:14) 

謝章傳道 
傳譯:薛秀娟姊妹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368首〔向高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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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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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健英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一百四十五：10-12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敬拜 讚美 榮耀祢〕 
〔能不能/一生愛祢〕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周健英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路加福音 十二：42-44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務要忠心】 
   (路十二:42-44)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最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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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

聖潔的……」（羅12：1） 

    神可以命令我們，然而他卻藉著慈悲勸我們，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難道，我們可以拒絕神的慈悲，不理

神的愛嗎？神已經先愛了我們，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我們當怎樣

報答他的愛呢？他慈悲的勸勉一定是對我們有益的。也有他最好的美意在

內，我們若不聽，那損失是何等大呢？該有何等結局呢？ 

    奉獻身體是屬靈生活的起頭，正如得救是屬靈生命的起頭一樣。所有

的事奉，工作，道路，都是從奉獻開始。否則與神的關係就不對了，就是

仍然為自己，也就是仍然活在肉體，世俗和罪惡之中。一天不奉獻就是在

神的旨意以外虛度一天，將來在主面前無法交賬了。我們是屬神的，卻不

肯奉獻給神，這不是搶奪神的物麼？ 

    惟獨將身體獻為活祭，才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也是理所當然

的，才是真正的事奉，不是一次獻上為神死了，乃是天天為神活著，奉獻

的生活是完全不為自己，不為別的，只為神用，不是自己要為神作什麼，

乃是讓神使用我作事。遵行神的旨意，按神的安排，事奉他，將我們身體

當作壇上的祭物。這是最有價值的事，只有奉獻的，才能在永世裡，在神

面前有地位。 

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禱告事項    獻上身體 

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