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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龍光
保羅是基督教公認為最偉大的使徒，在哥林多前書 9:16-23 他述說了他傳福音的心志、
策略和目標；就是「甘心」（17-19 節）、「對甚麼人，就作甚麼人」（20-22 節上）和「為
要與人共享福音的好處」（22 下-23 節）。
其實，他能夠堅持這個不容易的策略和目標，主要是由於他「甘心」，並且確認自己
沒有可誇的。雖然他有自由去拒絕，但他「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19 節）。「甘心」自
願，就是「不勉強」，這不但是保羅生命的特質，而且是貫穿整本聖經中人和上帝關係的
標記。
上帝在創世時，賦予人管理天、地和海上所有生命和全地的管理權，就是人的政治權
（創 1:26-28），是人被上帝創造的使命。當人濫用自由的權柄，不甘心只是受造物和管理
者，渴望「就像上帝一樣知道善惡」，就違背上帝的命令，墮落在罪惡的權勢下，破壞了
和上帝，和人，和整個創造的和好關係，並且開始自相殘殺（創 3:1-4:7）。
挪亞、亞伯拉罕及以色列族是否甘心按上帝和他們所立的約而活，照上帝所吩咐的去
行，也就是他們是否上帝僕人的記號（創 6:13-22; 7:5, 9, 18；9:1-17；12:4；出 17:1；利 8:35；
民 4:49；9:18-23；13:3；申 1:42；2:9, 17；10:1, 11；34:9；書 5:2；8:18；9:6 等）。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間，是上帝拯救人類使命的高峰，他呼召門徒照着他同
樣的樣式被差遣進入世界（約 16:17；20:21），成為祂的見證（徒 1:6-8），延續他呼召萬
民離開罪惡成為門徒的使命（太 28:18-20）。而耶穌在世上的生命記號，同樣是對上帝甘
心順服（太 26:39-44；可 14:35-36；羅 5:18-19；腓 2:5-8）；而拯救的目標就是恢復上帝創
造之目的，從人類對上帝不甘心順服回轉到對上帝的甘心順服，承認上帝的絕對主權，重
新與上帝，與人和與整個創造復和（羅 5:1-11；8:19-39）。
因此，創世時上帝給人的政治使命和耶穌基督的拯救使命，不是兩個分離的使命，而
是統一的使命；是人因不甘心是創造物而渴望成為上帝，使世界由秩序變為混亂，將和好
的關係破裂。上帝的拯救是要從混亂中重建秩序與復和，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呼召人甘心地
跟隨耶穌道成肉身的腳蹤，這就是福音的目標。
保羅在林前 9:16-23 說出了他傳福音的心志、策略和目標，就是自願甘心和對甚麼人
就作甚麼人，去化解民族、政治、階級和性別間的阻隔和仇恨，使猶太人（在律法之下的
人）和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的人）可以在主裏合而為一（加 3:26-28），共享福音的好處；
在基督裏成為一個身體，更新個人和社會。
然而，在今天的香港，無論是當權者和無權者皆有太多的不甘心，不願意甘心順服在
上帝的主權之下，也不願意以道成肉身的同理心去彼此了解、體諒和對話。今天的基督徒
實在需要重新確認聖經的教導，甘心成為上帝和眾人的僕人，去勸人與上帝、與他人和上
帝創造的整個環境和好，使人共享福音的好處，成為上帝的新創造。

上帝的邀請

 請安靜及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直播主日聯合崇拜：上午十時正
主席：鄭啟良宣教師

司琴：梁萃瑤姊妹 (預錄)

「哈利路亞！歌頌我們的上帝是美善的，因為他是美好的，讚美他是合宜的。
他醫好傷心的人，包紮他們的傷處。」 (詩篇 147：1,3)

「主僕頌主歌」（普頌第 52 首）

40：21 - 31
9：16 – 23
1：29 - 39

以賽亞書
哥林多前書
馬可福音

舊約 1060 頁
新約 258 頁
新約 54 頁

魏佩珊宣教師
崇拜主席

「甘心、上心、獻心
「基督耶穌是主」（普頌千禧第 74 首）
黃葉綺娟譯

Anon

based on Philippians

獲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准許使用

1. 主耶穌，祂是主，祂是超越死亡得勝復活主，
萬膝必屈拜，萬舌必稱頌；基督耶穌是主!
2. 主耶穌，祂作王，祂必吸引萬邦歸順，永作王；
那日必快來，世人皆稱頌；基督耶穌作王!
3. 主耶穌，祂是愛，主以生命虛己，彰顯祂是愛；
子民當歌唱，快樂聲飄揚；基督耶穌是愛!
4. 主耶穌，生命主，十架犧牲、釋放我眾生命主。
蒙救主呼召，享永遠生命；基督是生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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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佈道歌」（普頌第 283 首）
~~~~~~~~~~~~~~~~~~~~~~~~~~~~~~~~~~~~~~~~~~~~~~
1.
2.

3.

歡迎
各人在家收看直播，同心崇拜主。
教會活動通告
參照最新香港政府頒布之抗疫措施，本堂有以下聚會變動，敬請留意：
➢ 暫停現場實體崇拜，改為上午 10 時直播崇拜，直至另行通知。
請各位弟兄姊妹留家收看參與。
➢ 由所有團契小組及會議人數上限為二人，並鼓勵大家盡量透過網上平台進行
(如：Zoom、GoogleMeet) 。
2021 年大齋期靈修手冊
如已訂購 2021 年大齋期靈修手冊，請向同工索取。

~~~~~~~~~~~~~~~~~~~~~~~~~~~~~~~~~~~~~~~~~~~~~~
全教會 -「讀、聽、行」— 讀經計劃 2021
已登記參加「讀、聽、行」讀經計劃的弟兄姊妹，請向同工索取

2021 年 2 月份「讀、聽、行、」讀經小冊子
日期
8/2/2021
9/2/2021
10/2/2021
11/2/2021

經文
列王紀下2:1-12
列王紀下 2:1-12
哥林多後書 4:3-6
詩篇 50:1-2

日期
12/2/2021
13/2/2021
14/2/2021

經文
詩篇 50:3-6
馬可福音 9:2-9
馬可福音 9:2-9

~~~~~~~~~~~~~~~~~~~~~~~~~~~~~~~~~~~~~~~~~~~~~~
北角堂誠聘教會幹事








懂MS Office軟件及中英文打字
文書及指定的行政工作
對教會工作有負擔
有會計資歷及工作經驗優先
有團隊精神

逢六及主日必須當值
有意者請繕履歷寄香港北角百福道 15 號北角堂主任牧師收或電郵至
。（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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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np@netvigator.com
whatsapp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NORTH POINT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
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瑪拉基書 3:10
~~~~~~~~~~~~~~~~~~~~~~~~~~~~~~~~~~~~~~~~~~~~~~

2021年1月31日觀看直播崇拜人數及各項奉獻
1.

名 稱

金 額

堂

9,800.00 感

費

名 稱
恩

金

額

2,500.00

觀看直播崇拜 ：146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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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獻

花

金

額

金 額

300.00

積 財 於 天 !
合計：12,600.00

代禱 事項
為教會的事工：
 為長者會友的信心健壯代禱。願會友信靠主的看顧，帶著上主賜的平安遵行防疫，
時常感謝主庇護，彼此關心鼓勵，互相問安。
 祈求主引導教會作計劃和準備，面對教會內外需求，各樣限制和考驗，讓我們樂於
謙卑溫柔，聽從主的呼召。
為肢體的需要：
 願主保佑患病及留院會友得痊癒，保障醫療及長者院舍的前線人員身心健康，加強防
疫守護老弱病人。 (溫國強、袁益群、單天福、嚴偉國、陳庭鉅)
為社會的需要：
 求主看顧社區內缺乏的人士，記念當中生活困難、病患、待業、抑鬱、無指望的人士
代禱。祈求主使我們彼此分擔重擔，尋找主的醫治，蒙主賜下平安。
 為全球及香港在接種新冠疫苗的供應、果效、公平代禱。求主賜給從政者智慧，放下
個人私利榮辱，承擔巿民安危，以社會大眾利益，甚至貧苦國家同獲疫苗為依歸。

總議會、各堂及其他消息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細胞小組「組長訓練」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14 日（主日）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亞斯理堂禮堂（如不能面授，將以直播進行）
講員：馬保羅牧師（香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召集人，浸信會牧師）
內容：分享細胞小組的經驗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本堂李秀雲幹事，電話：242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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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常務委員會
營地管理委員會
衞理園增值計劃奉獻禮
於二０二一年二月廿一日網上首播
衞理園自二０一０年重修成為退修、安靜、會議、學習等場地後，深受弟兄姊妹歡迎。
為優化使用多年之設施，衞理園於二０二０年八月展開增值計劃工程，包括：查理士山莊
地下增設小聖堂，自由角增建明陣，重舖露天茶座及前往靈修天地沿路之地磚，翻新及優
化約翰樓、查理士山莊、十架廣場及鐘樓，提升廚房設備等。所有工程業於二０二一年一
月完成。
為同心將衞理園獻呈上主，謹訂於二０二一年二月廿一日（主日）下午三時網上首播
「衞理 園增值計劃奉獻禮」，由會長林崇智牧師分享信息，誠邀一 同參與【請瀏 覽
www.methodist.org.hk/mrc-renovation 】。
祝願衞理園繼續成為信徒親近上帝、退修安靜之場地，陪伴弟兄姊妹度過身心舒暢、
洗滌心靈之旅程。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栽培訓練部主辦
久違了的非 常 道 又回來，第一炮……

「疫史記」：中西文化對大疫的歷史記述與反省經驗
疫病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廣泛而深遠，作為經濟與交通中心的香港，更常在有關災難中首當
其衝。不過，對鼠疫等疫症的病理科學研究只是一百多年前才取得突破，而對疫病如何影
響歷史進程的學術研究，還是最近五十年才開展的。中國與西歐既是世界上對歷史紀錄最
認真的兩大文化，兩者對過往發生的重大瘟疫，究竟是如何記述的？兩地的史著又如何總
結疫症對文明的影響呢？本講以晚明醫學家吳有性（1582-1682）因崇禎大疫而作的《瘟疫
論》（成書於 1641 年），以及英國知名作家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描寫 1665 年
倫敦大疫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成書於 1722 年）為討論中心，輔
以其他瘟疫紀錄及地方志史料，探討 17 至 18 世紀鼠疫橫行前後，歐亞大陸東西兩極的文
明，如何掙扎與反省此最等人間最慘烈的災難。
日
期：2021 年 2 月 27 日（六）
時
間：下午８:30-10:00
地
點：是次課程以網上形式進行
講
員：譚家齊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對
象：任何對信仰與生活有興趣探索人士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登入 https://forms.gle/oTyZ34yccDLBjYwT8 或掃描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截止報名：2 月 23 日（二）
查
詢：請致電本堂同工（電話 2684 1026）（註：稍後將網上登入連結通知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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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牧區 (55 歲或以上)
成年及婦女團契 每月第三個禮拜四下午二時半
暫停
耆 欣 團契
禮拜四上午十時正
暫停
以 斯 帖組
禮拜一上午十時正
Zoom
多 加 組
每月第二及四週的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查經 Zoom
家成牧區 (35 – 65歲)
迦 南 組
第二主日午堂崇拜後
週會
開心。家。油站 隔週六晚上七時半
2 月 15 日家成牧區團拜 – 行山
幸福。家。油站 每月第二及四主日下午一時正
週會
男人新部落
隔週五晚上七時半
查經
青成牧區 (18 – 45 歲)
約書亞團
禮拜六下午六時正
網上
約旦河團契
禮拜六下午七時半
網上
靈享組
禮拜六晚上七時半（每月首個週六除外）
2月13日 好牧人的比喻 (2)
但以理團契
禮拜六晚上七時十五分
查經 Zoom
大衛組
隔週五晚上七時半
2月10日 歷代志上
路得組
隔週五晚上八時正
查經 Zoom
阿摩司組
隔週五晚上八時正
查經
JFM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卅分
暫停
少青牧區 (3 – 25歲兒童及青少年)
基督少年軍
禮拜五晚上七時十五分 幼級/初級：暫停；中級：網上 晚上 8:00
2
Teen (中學)
禮拜六下午二時正
網上下午 2:00
iMatch (大專)
禮拜六下午六時卅分 暫停
下主日經文主題
MSN 學前級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網上上午 11:30
回應生命的轉變
MSN 小學級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網上上午 11:30
列王紀下
2：1-12
7UP (中學/大專)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網上上午 11:30 哥林多後書
4：3-6
馬可福音
9：2-9
月禱會
每月第二主日後之禮拜四晚上八時 二月十七日 月禱會:蒙灰崇拜
直播主日聯合崇拜
禮拜日上午十時正
黃德馨牧師
事奉小組
電子週刊二維碼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練習
午堂詩班
禮拜日下午一時正
練習
禮拜三下午七時卅分 練習
探 候 團
禮拜三上午九時卅分 探訪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丹循福音使命團 (中學組)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半 網上
(小學組)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網上
同工團隊
主
任：陳德昌牧師 (內線 20)
堂區牧師：黃德馨牧師(內線 21)
宣 教
師：鄭啟良先生、魏佩珊女士 (內線 22)
行政助理：梁詠詩女士(內線 25)
黃可安先生(內線 23)
幹
事：鄧秀芬女士(內線 27)
義 務 教 士：陳升惕先生、葉菁華先生
事 務 員：吳惠芬女士、何綺玲女士
神 學 生：曾少卿女士、賴季汶女士
早 堂 詩班
敬 拜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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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第四十章 第 21-31 節
40:21 你們豈不知道嗎？豈未曾聽見嗎？難道沒有人從起
頭就告訴你們嗎？自從地的根基立定，你們豈不明
白嗎？
40:22 上帝坐在地的穹窿之上，地上的居民有如蚱蜢。他
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40:23 他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官成為虛空。
40:24 他們剛栽上，剛種好，根也剛扎在地裏，經他一吹，
就都枯乾；旋風將他們吹去，像碎秸一樣。
40:25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相等呢？」
40:26 你們要向上舉目，看是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
它們，一一稱其名，以他的權能和他的大能大力，
使它們一個都不缺。
40:27 雅各啊，你為何說，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
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冤屈上帝並不查問」？
40:28 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未曾聽見嗎？永在的上帝耶
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
智慧無法測度。
40: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40:30 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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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九章 第 16-23 節
9: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耀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
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9:17 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
經託付給我了。
9:18 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
使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我用盡了傳福音的權利。
9:19 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人管轄，但我甘心作了眾人
的僕人，為贏得更多的人。
9:20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太人；對律
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
的人，為要贏得律法以下的人。
9:21 對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贏得
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沒有律法，
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9:22 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
對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
要救一些人。
9:23 凡我所做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共享這
福音的好處。

9

馬可福音 第一章 第 29-39 節
1:29 他們一出會堂，就同雅各和約翰進了西門和安得烈
的家。
1:30 西門的岳母正發燒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
1:31 耶穌進前拉著她的手，扶她起來，燒就退了，於是
她服事他們。
1:32 傍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
來到耶穌跟前。
1:33 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1:34 耶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
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他。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
去，在那裏禱告。
1:36 西門和同伴出去找他，
1:37 找到了就對他說：「眾人都在找你！」
1:38 耶穌對他們說：「讓我們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
我也好在那裏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1:39 於是他走遍全加利利，在他們的會堂傳道，並且趕
鬼。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十五號
電話：2561 4950
傳真：2880 5074
電子郵件 : lc.npt@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www.methodistn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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