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牧同工 
丁聖材牧師 Rev. Isaiah Tingson 內線 x115        ocm154@gmail.com 

葛瑞才牧師 Rev. Rick Carey 內線 x146        rcarey@ocmchurch.org 

伍岳鋒長老 Elder John Eng  內線 x130        jeng@ocmchurch.org 

雷以德長老 Elder Yee Tak Loew 內線 x113        ytloew@ocmchurch.org 

陳兆初長老 Elder Edward Chin 內線 x153        echin@ocmchurch.org 

黃浩明長老 Elder Hao Ming Huang 內線 x154        hmhuang@ocmchurch.org 

雷達榮長老 Elder Robert Louie 內線 x155        rlouie@ocmchurch.org 

胡永佳牧師 Rev. Austin Woo 內線 x108        awoo@ocmchurch.org 

林永裕牧師 Rev. Wing Lam 內線 x149        wlam@ocmchurch.org 

吳傲志教士 Min. Barnabas Ng 內線 x143        bng@ocmchurch.org 

陳志仁榮譽長老  Emeritus Elder Chee-Lin Tan   
  

事工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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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萍師母 Ms. Elisa Eng  內線 x110       eeng@ocmchurch.org 

楊愛鄰姊妹 Ms. Erin Yang  內線 x112       eyang@ocm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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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常提及他身邊同工的名字。每個同工帶著各人的召命；每

個召命伴隨各樣的恩賜。在歌羅西書 4:17，保羅對教會說：「要對

亞基布說：『務要謹慎，盡你從主所受的職分。』」 保羅點名提及

這人，一定是神所重用的人。在教會面前，保羅訓示他要盡從主而

來的職分。「盡」是「務要完成」《新漢語》的意思。 

    亞基布是一個我們不太熟悉的名字。聖經裡面有很多這樣的

人。不太熟悉的名字遠遠多於熟悉的名字（如：摩西、大衛）。誰

會留意德提（英文名字： Tertius）是保羅寫羅馬書的代筆人（羅

16:22）。亞基布在主面前領受了職分。甚麼是他的職分？經文沒有

交代。但是，這職分一定跟大使命、造就教會、培育信徒成長、幫

助教會站穩在真理上、抵抗異端邪說、和

宣教工作有關。保羅既沒有明說他的職

分，亞基布和歌羅西教會的信徒是知道保

羅所指的是甚麼。 

    職分的背後是愛主。沒有愛主，職分

只是工作，不能討主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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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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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重塑』回歸、重修、重塑』回歸、重修、重塑』回歸、重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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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會友大會於今天下午2:00在二樓舉行，二樓坐滿後，將開放三樓。感

謝神為我們預備了五位新一屆(2022-2025)的信託候選人：黃德利弟兄

(Wilkie Wong)、馮文忠弟兄(Anthony Fung)、李笑樂姊妹(Esther Li)、

林莊華弟兄(Andy Lin)、陳榕琛姊妹(Rongchen Chen)。我們將從這五位候

選人中選出三位新的信託委員。懇請正規會友預留時間參加。 

3.第135屆浸禮將於十二月十一日(下主日)下午1:00在一樓舉行。國語堂有十

位新葡參加受洗：李寧遠、林小霞、謝永新、黃鳳愛、張洪濤、金惜、常

小京、余辰妍、楊冠華、周群；粵語堂有二位：李秩勝、趙吳潔明；英文

堂有一位：Luisa Chea。弟兄姊妹若認為他們的信德或行為有不符聖經教

訓者，請即通知教牧，以便重新考慮，否則將如期為他們施洗。 

4.今年的聖誕夜中英文聯合崇拜將於十二月廿四日晚上6:00舉行，紀念主耶

穌為我們降生的奇妙大恩，二樓坐滿後，將開放三樓。歡迎弟兄姊妹邀請

親友參加，共度平安夜，慶祝救主降生。 

5.粵語主日學明年一月至二月的課程： 

   (1) 佈道訓練班(二)：1/8-2/28主日上午11:15-12:30，301-302室； 

       老師：陳淑儀傳道 (紐約短宣中心)；教導信徒如何向人傳福音，透過 

       使用電話視像及主日社區關懷佈道，激發弟兄姊妹佈道心志，能講、 

       肯講、敢講，並立志日後努力裝備傳揚福音。 

       外展佈道:1/8-3/26 (不少於10次外展關懷佈道) 

       出隊時間:下午12:30-2:00 (教會門外街站佈道) 

       報名日期:今天和 12/11上午11:15-45 三樓 

   (2) 讀經的藝術：導讀 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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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購書：$10 

       報名日期:今天和 12/11上午11:15-45 三樓 

   (3) 一步一步讀申命記 1/8-2/28日主日上午11:15-12:30，304室 

       老師：黃學森、鍾耀光； *不需要報名 

6.「謝謝愛鄰姊妹」聚會將於十二月十八日下午1:30在三樓舉行。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參加。 

7. 基督教教育課程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國語：(1)《提摩太前後書》主日上午10:15 601室 老師:丁牧師 尹傳恩 

         (2)《合神心意的生命》週三晚上8:30-9:45 老師:丁牧師  

   粵語：(1) 門訓主日學《合神心意的門徒》主日上午11:15 三樓 

         (2) 認識信仰系列《認識箴言-處世之「道」》週三晚上8:00  

         (3) 趣味英語 第一/三個週六晚上8:00，為傳福音而設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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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廿六章 - 一件美事    

世上雖有許多的美事，但沒有一件比澆在主頭上的香膏更美，其美在於眾人

反對，但仍然澆上，安靜謙和，全然澆上，被主紀念直到永遠。 

默想：當您不被欣賞時，你會繼續澆上？ 

愛主的職分愛主的職分愛主的職分愛主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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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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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七：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88首〔齊來崇拜〕 

 89首〔普世歡騰〕 

楊仲琦弟兄 

林益真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黃浩明長老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哥林多前書一：18；二：1-5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十字架的道理】 
   (林前一：18；二：1-5) 

丁聖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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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黃浩明長老 

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崇拜部：：：：    

1. 為主日崇拜禱告，使弟兄姊妹的靈命能被神的話 

語所建造。 

2. 為樂手和詩班在12月每個主日崇拜的獻詩代禱。 

3. 為12月24日的平安夜聯合崇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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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越來越多弟兄姊妹回來教會參加實體主日崇拜與團契，請

為大樓所需的維護禱告。感謝神，最近增加了一名新的清潔員

工來幫助清理中宣大樓。 

    

 

    這篇詩篇形容基督。獨有他永遠掌權，從亙古就存在，他的公義
長存，直到世界終結。聖經有時用誇飾法說明道理，例如聖經預言所
羅門的國度有多大多久時，就用了誇飾法。教父把預言比喻為有益的
雨水，使人重新得力。沒有預言，人就會不相信。基督從前來臨，把
聖靈賜給世界，就終止了旱災。詩篇預言基督是和平之君，在伯利恆
出生後必牧養他的羊群。基督成孕和出生的方式是不尋常的，也是靜
悄悄的，大衛預言了這事。 

    整部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聖經，都宣告真正的教會必擴展到全
世界。聖經預言有一位會掌管普世，那只能指基督。他在約旦河受
洗，從那時開始掌權。施洗約翰宣布基督的身分，為他施洗，那時候
人就開始認識基督，他就開始作王。基督的教會擴
展，就證明基督制服了地上所有君王，使他們樂意服
從他。倚靠合法的管治方式，比倚靠異端高尚，不過
人最終必須以上帝為倚靠和盼望（奧古斯丁）。基督
跟聖父一樣是上帝，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應當敬拜他
（富爾根狄）。 

** 昆廷•維素舒密 et al., eds.,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
釋叢書：舊約篇：詩篇51~150篇, trans. 林梓鳳, 初版., 
vol. VIII (台北市: 校園, 2015),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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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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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教忠弟兄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以賽亞書 七：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榮耀神羔羊+我要歌頌祢聖名〕 

〔榮雨降下〕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李教忠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詩篇 七十二：1-7,18-19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獨行奇事的神】 
   (詩七十二：1-7,18-19) 

謝章傳道 
傳譯:楊勇弟兄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榮雨降下〕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雷以德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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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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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克弟兄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以賽亞書 七：14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8首〔榮耀歸於真神〕 

〔十架為我榮耀〕 

尹傳恩弟兄 
譚景芸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陳克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哥林多前書一：18；二：1-5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十字架的道理】 
   (林前一：18；二：1-5) 

丁聖材牧師 

傳譯:薛秀娟姊妹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十架為我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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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獻  詩獻  詩獻  詩 〔普世歡騰〕 陳聖潔姊妹 
譚景芸姊妹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丁聖材牧師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路9：23） 

    許多人信主多年，卻沒有真正跟從主，走主的道路；也有不少人願

意跟從主，走主道路，但始終走不好，也沒有進步。這原因就在於沒有

捨己背十字架來跟從主，帶著自己跟從主，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己

是有它的意思，喜好，願望的，不可能與主完全一致，而且常是與主相

反的。我們跟從主總會遇到主的呼召，旨意，要求，與我們的已很不相

合，必須放下我們自己的一切，所以不捨己就不能跟從主往前行。 

    捨己是痛苦的，損失的，是人天性所不願意

的。同時跟從主，要遵行神的旨意，需要付出代

價，並不是輕鬆，容易的。它會使我們失去自由，

也不能一次擺脫放下了事，是要我們天天否定自

己，棄絕自己，以它為敵人一樣，並且要遵照主的

意願和吩咐去行。這是一條十字架的路，要天天

走，不背十字架就不能跟從主向前走，仍要被己抓

在原地，然而十字架是得榮耀的先驅。     捨己負架捨己負架捨己負架捨己負架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72727272篇概述篇概述篇概述篇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