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年前某間名校的一名教授（心理健康教育

家）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該校的新生，有

30.4%的學生厭惡學習，或認為學習無意義，

還有40.4%的學生更認為活著沒有意義，據

說，他們對治療的反應不大，甚至無效，這位

教授稱這狀況為「空心病」。這些在人眼中的

天之驕子們，經過披荊斬棘之後贏來漂亮的成

績，入了夢寐以求的名校，但為何忽地就失去

了活著的動力？他們頭頂上耀眼的光環和他們

的人生態度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反差？這要追溯

到每個靈魂最深幽之處，這些學生裡面鮮活的

靈魂得不到必須的營養，枯竭成空心了，所獲

得的名利、成功、光環也無法填補這空洞。

我們周旋於忙碌中，容易忽略自己心靈的需

要，當心也得「空心病」啊！今天是靈修主

日，藉此一提，如要給自己心靈充分營養，最

好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每日讀經禱告──靈

修。

禱告，耶穌已給我們立下了美好榜樣，祂在忙

碌中仍常刻意退到安靜處親近神。主極重視禱

告，反觀我們，會否視之為可有可無呢？會否

因見不到禱告後的即時收益和果效就放棄禱告

了？你可知，雅各在毗努伊勒與神相見之前，

經過多少次禱告？主耶穌受難前在客西馬尼園

有最赤心的禱告，那是經過多少夜晚與天父獨

處而生出的結果。我們在關鍵時刻能否做出合

神心意的決定，在嚴峻考驗和危難時能否有力

量和信心去面對，是受著每日的靈修禱告直接

影響的。

至於讀經，我們要知道神的話語能淨化人的心

靈道德，使人得享最美好的生活。馬大為要接

待耶穌而殷勤準備飯食，這本是美事，但她在

服事過程中顯露了她的心靈狀態──煩亂、乏

力，也因此沒法維持愉快的心服事主耶穌，也

把服事的焦點從耶穌身上轉向人身上了！耶穌

給她的建議是要她重拾那不能少的一件事，就

是安靜在主腳前，透過聆聽主的話來調校心靈

狀態。

也許你會認為要在培靈會或研經會上才能聽到

主的聲音，其實，主往往也在你個人靈修時向

你說話。你會否因為沒掌握好研經法而對讀經

有所卻步呢？在此，我介紹一個既簡單又容易

上手的靈修讀經方法，讀經時你要問以下三個

問題：

1.	 經文中有甚麼榜樣要我效法的？

2.	 有甚麼應許是我要接受的？

3.	 有甚麼命令要我去行或禁止我去做的？

這是我從年少用至今天的靈修讀經法，很管

用，試試吧！

宣道會北角堂週刊
NORTH POINT ALLIANCE CHURCH

靈修主日
「以神的愛燃點生命，

實踐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活。」

本月金句
我在他們裡面，祢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並且

知道祢愛他們，好像愛我一樣。

	 ──約翰福音十七23（新譯本）

牧者心聲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空心病」的良藥	 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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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上午堂、� 2020年12月26日

主日10:45崇拜、主日普通話崇拜秩序� 2020年12月27日

 † 會眾在序樂中安靜預備，以心靈與誠實敬拜神。　

■	 讚美感恩

‧	 始禮曲…………………………………………………………………………………	 詩班／會眾

‧	 宣召：「�我的神啊！我要彈琴稱讚祢，稱讚祢的信實；以色列的聖者啊！我要

鼓瑟歌頌祢。我歌頌祢的時候，我的嘴唇要歡呼；我的靈魂，就是祢

所救贖的，也要歡呼。」

� ——詩七十一22-23（新譯本）

‧	 詩歌………………（週六上午堂、主日10:45崇拜：以色列的聖者）…………	 會 眾

（普崇：萬福源頭〈生76〉）

‧	 祈禱………………（結束時同誦主禱文）…………………………………………	 主 席

‧	 聖餐………………（週六上午堂：我天天需要主〈恩403〉）…………………	 全 體

■	 領受主言

‧	 讀經……………………………………………………………………………………	 主 席

‧	 講道……………………………………………………………………………………	 講 員

‧	 回應詩歌………………………………………………………………………………	 會 眾

■	 同遵使命

‧	 奉獻………………（音樂獻奏、生命獻呈）………………………………………	 全 體

‧	 關心家事、本月金句…………………………………………………………………	 教 牧 同 工

‧	 領受差遣（三一頌、祝福、受差）…………………………………………………	 全 體

 † 殿樂引領我們進入日常生活敬拜，行道服事。（聆聽殿樂至結束）

週六上午堂崇拜
（上午11:00直播）

主日10:45崇拜
（上午10:45直播）

主日普通話崇拜
（上午10:45直播）	

主席 黃志剛牧師 莊明偉牧師 林道川牧師

領唱 黃志剛牧師 莊明偉牧師 林道川牧師

講員 駱綺雯牧師 周曉咏傳道 沈濤傳道

講題 與復活主同行 請祢同我們住下吧！ 親「見」主面

經文 路二十四13-35
〔新譯本〕

路二十四13-35
〔新譯本〕

詩十一
〔新譯本〕

回應詩歌 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348〉

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348〉

願更親密與主同行
〈生388〉

祝福 陳浩然牧師 潘建堂牧師 林道川牧師

司琴 蕭柔婕傳道 蕭柔婕傳道 何美心姊妹

手語傳譯 周淑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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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少年崇拜（中三至中六級）

2020年12月27日上午10:00（錄播）

主席 林彰彥弟兄

領唱 林彰彥弟兄

樂手 少崇Praise	Team

講員 鄧頌翹牧師

祝福 鄧頌翹牧師

講題：惟有神是我的出路？

經文：詩十八1-6、16-30﹝新譯本﹞

青年崇拜TC5
2020年12月27日上午10:45（直播）

主席 陳圓神學生

領唱 葉子獻傳道

樂手 Agape

講員 鄭倩雯傳道

祝福 羅惠芬牧師

講題：靈。安息

經文：可二23至三6﹝新譯本﹞

本週須知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27th December 2020 10:45am (Live)

Chairperson Pastor	Liona	Fok

Praise	Leader Pastor	Liona	Fok	&	Team

Guset	Speaker Rev.	Wallace	Louie

Pianist Ms.	Vincy	Ng

Scripture	 Matthew	15:21-28
Sermon	Title	 Fixated	Faith

主日初崇Sun�Logos（中一及中二級）

2020年12月27日上午10:15（錄播）

信息分享 吳嘉輝傳道

除夕感恩見證會

日期：12月31日（週四）
時間：晚上8:00-9:30
形式：於北宣Connect、網頁直播

收集感恩故事
形式：	250字內，可配圖片（若有人像，請先

徵得當事人同意）
方式：	（1）登入北宣Connect、網頁或點按／

掃描QR	code；（2）傳送WhatsApp至：
2807	5279；（3）投進接待處表格收
集箱。可以筆名分享，但須填寫真實姓
名、聯絡電話及所屬單位，並註明「感
恩禱告小組」收。

讀出：獲選故事將於感恩見證會內讀出分享
截止日期：12月27日（今主日）
查詢：	黃志剛牧師、陳月蓮傳道

（2909	9700）

守歲祈禱會「仰望神的保守」

日期：12月31日（週四）
時間：晚上11:00至2021年凌晨
形式：於北宣網頁、北宣Connect直播

親子事工小組主辦

為海外子女祈禱組

以禱告，為身在遠方的孩子守望，並祈求神
能進入他們的生命當中；藉禱告，與
遠方的孩子共同經歷天父的保護、眷
顧及賜福。請點按或掃描QR	code報
名，12月27日（今主日）截止。

牧者消息

感謝神的帶領，1月4日起有新同工蔡浩然傳
道入職，專責英語群體牧養科事工，請記念蔡
傳道的事奉及適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E1yhyc_T5XjshaT43EouldkPErdhZOt9rcuUdKzUY7L56R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UogmLj0Qs2brrivAOyunMiRamfdZ5kTbSpNOBIrBgmY__C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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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安排

受疫情影響，教會暫停所有現場崇拜，各堂網上直播或錄播的安排如下：

崇拜 時間 最新安排

週六上午堂崇拜 上午11:00 直播／錄播
主日10:45崇拜 上午10:45 直播／錄播
青年崇拜TC5 主日崇拜錄播上午9:00開始播放，聖餐主日上午10:45直播
普通話崇拜 上午10:45 直播／錄播
英語崇拜 上午10:45 直播／錄播

註：‧週六上午堂崇拜將有同步手語翻譯；
　　‧	各級兒童崇拜主日學（K1至P6）暫停所有現場聚會，改以Zoom形式進行。有關資訊及使

用方法已透過	WhatsApp	broadcast通知家長。如有查詢，請聯絡兒童科同工或幹事；
　　‧	主日少年崇拜（中三至中六）上午10:00以Zoom形式進行；主日初崇Sun	Logos（中一至中

二）上午10:15以Zoom形式進行。
　　‧	以下崇拜暫停：週六SATpoint崇拜、週六下午堂崇拜、主日8:00崇拜、主日9:00崇拜、主

日12:30崇拜、主日晚堂崇拜。

派發12月《北宣家訊》

今期《家訊》專題為「我與孔牧師的一件小
事」，刊載了讀者們對即將榮休的孔牧師的
印象與感想。歡迎弟兄姊妹由12月26日（週

六）起到刊物架自由索閱。

公眾假期辦公時間

1月1日（週五）是公眾假期，各堂點及辦公
室全日休息。

派發12月及1月聖餐餅杯套裝

網上直播聖餐崇拜日期：
‧週六上午堂（上午11:00）：
　12月26日、1月23日
‧主日10:45崇拜（上午10:45）：1月17日
‧英崇、普崇（上午10:45）：1月3日
‧青年崇拜TC5（上午10:45）：
　12月27日、1月24日
注意事項：
1.	 北宣會友或在北宣聚會的已受浸信徒可一

同參與。

2.	 只限能參與直播崇拜的信徒領取。
3.	 請按你所參與的聖餐主日，於辦公室開放

時間到康澤接待處領取（參第5頁）。週
一、三、四午膳時間不休息，方便會眾前
來取聖餐。

4.	 截止派發日期為12月31日（週四）。
5.	 請弟兄姊妹務必自備密實袋。
6.	 領取聖餐餅杯時，需提交領聖餐者的姓名

和受浸年分。
7.	 若有多於一位家庭成員同時參加北宣崇

拜，或短期內會與同領聖餐的弟兄姊妹見
面，可由代表到教會領取。

8.	 有上呼吸道不適者、自己或緊密接觸者於
過去14天曾由外地回港、過去14天內曾
與新型冠狀肺炎確診者有緊密接觸人士，
皆不適宜到教會領取。

9.	 請按各人能參與的聖餐次數領取。

決志迎新生日會

日期：2021年1月3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為2020年7月參加初信班畢業生而設，將以視
像（Zoom）形式進行。

家事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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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3月崇拜講題
季主題：使命路上　靈命進深（使徒行傳選讀）

2-3/1 進新領域　續傳主道 徒十三42至十四7

9-10/1 離虛浮　歸向永活神 徒十四8-23

16-17/1 （崇拜教育主日）神啊！我心堅定！ 詩五十七

23-24/1 紛擾中仍與人談道 徒十六40至十七17

30-31/1 （福音廣傳主日）隨時隨地助人歸正 徒十八1-6、18-28

6-7/2 上主的道大有能力 徒十九18-34

13-14/2 （農曆新年主日）渴想神家　靠主得福 詩八十四

20-21/2 儆醒謹慎　不忘施予 徒二十22-35

27-28/2 你願主旨意成就嗎？ 徒二十一1-16

6-7/3 持定使命　常存良心 徒二十四10-23

13-14/3 （主日學主日） （待定）

20-21/3 風暴中　見上帝主權 徒二十七21-37

27-28/3 被困著　卻未受攔阻 徒二十八16-31

會眾可於北宣Connect重溫過去四週的講道錄音，或於北宣網頁收聽過往的講道錄音。

樂富堂自立感恩崇拜

蒙神恩領，北宣分堂樂富堂將於2020年12月
27日（今主日）上午10:30舉行「自立感恩崇
拜」。屆時將透過網上直播，歡迎弟兄姊妹一
起見證，共同分享這份喜悅，榮耀歸主。
直播連結：https://youtu.be/Z2qTGKhZh-Y

各堂點辦公時間

康澤、真理樓及教育樓統一辦公時間如下：
‧	週二、五：教會暫停開放（上午9:30至下午
5:30將有同工接聽電話查詢。）

‧週一：上午9:30至晚上9:00
‧週三、四、六：上午9:30至下午5:30
‧主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週一、三、四下午1:00-2:00，康澤和真理樓
會有接待處同工當值，教育樓則維持休息。
為減低接觸感染風險，同工部分時間將實施在
家工作的安排，除處理教會各項事務外，亦會
透過網上及其他不同方式牧養會眾。

每週崇拜電話熱線

日期：逢主日上午9:00至晚上8:00
電話：2807	5260（每時段上限20人）
查詢：任健雄牧師（2909	9700）

楊錫鏘牧師的著作，可享九折優
惠。

會眾參與奉獻安排

教會提供多個奉獻渠道，「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3366028；滙豐銀行轉帳12位數
帳戶號碼：004-010559-292。詳情請瀏覽北
宣網頁或北宣Connect應用程式。

祈禱．靈修

晨更祈禱會：人生路上多考驗

日期：1月4-8日（週一至五）	早上7:00-7:45
地點：不設現場參與，只作網上轉播。
以楊錫鏘牧師的著作《回歸——聖言之導引》	
幫助我們在面對人生的挑戰與衝擊時，仍能堅
持活出信仰。每天主題如下：
週一：對苦難「另眼相看」
週二：事奉：化重擔為喜悅
週三：我信，不要怕
週四：或順或逆，勿失勿忘
週五：「在神手中」與「在人手中」
聚會錄影保留至1月31日（主日），鼓勵團契
小組相約網上一同參與。
註：	1月底前在北角宣道書室購買

https://www.npac.org.hk/prayer/index.php?item=0&su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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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代禱事項

（為疫情祈求、感恩）邁向2021年，香港和
世界多處地區的疫情仍然嚴峻、反覆，個人生
命、健康，以至醫療、經濟等範疇繼續受影
響。我們繼續祈求上主的憐憫，使眾人謙卑仰
望祂；又求恩主賜智慧和力量給政府、醫護和
相關人士，使各項抗疫（包括疫苗研發和生
產）與扶助經濟的措施能有顯著的效果，讓人
民的健康和生活得蒙眷顧。
（為聖誕及新年各聚會禱告）（1）感謝主使
用聖誕聖樂崇拜和聖誕佈道會，讓我們能夠透
過網絡分享基督降生的佳音。求神保守信主和
慕道的親友，帶領他們繼續尋求認識主，參與
教會聚會。（2）求主保守除夕感恩見證會和
守歲祈禱會，並1月4-8日晨更祈禱會的籌備和
進行，願聖靈感動弟兄姊妹參與這些聚會，在
其中與主結連，彼此感恩，一同仰望。
（社關）全港居於環境欠佳單位的住戶數目持
續增加，達12.2萬戶，當中劏房住戶達8.9萬
戶，按年增2,500戶，經濟前景暗淡，致使中
下階層生活更艱苦。請為房屋政策、公營房屋
供應速度加快代禱，也為當局和各界提供過渡
性房屋代求。

靈修讀經表及教牧靈修分享

為鼓勵和幫助弟兄姊妹維持日常靈修讀經的習
慣，靈命得以滋養成長，新一年有以下安排：
1. 教會訂定了2021-2022年靈修讀經計劃

（今年先出版2021年讀經表），藉著每
星期讀五天舊約、兩天新約，幫助你以兩
年為目標，讀完整本聖經；

2. 北宣家教牧繼續按照讀經表的進度，週一
至週五撰寫靈修分享；

3. 你可以每天透過北宣Connect或網頁，下
載閱讀靈修讀經表及教牧靈修分享（如有
需要，可在教會接待處索取靈修讀經表印
刷版）。

本週教會祈禱會

祈禱會已暫時取消現場聚會，教會安排每週
祈禱會的錄影在週六上午9:00起，透過教會網
頁及北宣Connect手機應用程式播放。如需代
禱，請在週四下午3:00前聯絡劉雪芬
傳道（2979	3600、fortress@npac.org.
hk、傳真2806	3221）。

陳艷芬短期宣教同工差遣典禮

蒙上帝的恩典，北宣家將差出陳艷芬姊妹前往
東南亞服事。誠邀弟兄姊妹參與網上直播差遣
典禮，送上祝福及鼓勵！
日期：2021年1月3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	-	4:30
請點按或掃描QR	code收看網上直播

福音班

透過查考聖經中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和教
訓，探討福音內涵。報名請在表格架索取表
格。

青成初信班——蒙福的生命

對象：18-64歲初信或未接受過系統栽培者
開課：	1月9、10及13日（週六、主日及週

三）
報名：	請點按或掃描QR	code，或在表格架索

取報名表，填妥後交回。
查詢：	栽培部黃姊妹（2979	3613或

WhatsApp	5619	6273）

破繭而出——為自己立界線

課程幫助我們認識人生的界線是如何被破壞，
及怎樣重新為自己及關係定位，得回一個合神
心意及健康自主的人生。
講員：	戴惠嬋姑娘（家庭服務中心資深輔導

員）
開課日期：2021年1月18日（共八堂）
時間：週一晚上7:30-9:30
地點：	教育樓禮堂或視像Zoom（視疫情而

定）
截止報名：2021年1月15日（週五）
報名：	點按或掃描QR	code下載表格，填妥後

連同支票（800元，抬頭：宣道會北角
堂）郵寄到北角電氣道233號
城市中心二樓第二期「鄧小姐
收」，或親臨教育樓報名。

佈道．差傳

課程．講座

https://youtu.be/lH13278bgaU
https://forms.gle/mfLeFZgF8MJHPmMy8
https://www.npac.org.hk/prayer
https://www.npac.org.hk/family/app_form.pdf


宣道會北角堂
正堂：香港北角英皇道238號康澤花園一樓	 電話：2979	3600　傳真：2806	3221
教育樓：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二樓第二期	 電話：2807	5200　傳真：2234	6050
真理樓：北角城市花園4-6座地下及一樓	 電話：2909	9700　傳真：3156	2248
家庭服務中心（位於教育樓內）	 電話：2807	5222　傳真：2234	6050

本堂各項聚會

崇拜	 週六上午11:00及下午5:00，主日上午9:00、10:45、下午12:30及晚上7:00於康澤正堂，主日上午8:00於真理樓地下禮堂
SATpoint崇拜：週六下午2:30於真理樓地下禮堂	 少年崇拜：主日上午9:15於真理樓一樓禮堂
初崇Sun	Logos：主日上午10:15於真理樓副C禮堂	 青年崇拜TC5：主日下午12:20於真理樓一樓禮堂
英語崇拜：主日上午10:45於教育樓禮堂	 普通話崇拜：主日上午10:45於真理樓地下禮堂

祈禱會	 週三上午7:15於康澤副堂、週四晚上8:00於康澤正堂、週六上午9:00於康澤副堂
團契	 本堂設兒童、少年、青年、成年、長者、傷健、普通話、英語等團契，同時亦設動力小組。

如欲參加，請致電2979	3600查詢，或於表格架索取參加表格，或於北宣網頁瀏覽有關資料。

本堂教牧同工

主任牧師	 周曉暉牧師　　　副主任牧師　　譚廣海牧師　　　行政主任　　蔡碧芝傳道	 榮譽顧問牧師　　蕭壽華牧師
牧師	 孔桂芳	 潘建堂	 任健雄	 羅惠芬	 林道川	 陳劍雲	 郭秀華	 陳浩然	 駱綺雯	 伍銘懿	 黃彩蓮	 韓子卿

陳小宛	 王良碧	 程續戰	 黃志剛	 陳俊業	 彭秋芬	 曾敬宗	 張穎新	 戎少卿	 麥肇聰	 周依娜	 鄧頌翹
莊明偉

傳道	 謝綺貞	 羅月眉	 劉雪芬	 蕭柔婕	 李　翰	 鍾潔貞	 袁國瑞	 周曉咏	 陳少芳	 黃永華	 周敬敏	 郭恩生
高小蕙	 沈　濤	 莊　屹	 姚永光	 關慧詩	 唐惠儀	 黎瑞瑩	 鄭倩雯	 吳嘉輝	 袁兆添	 葉子獻	 何灝橋
蕭定輝	 陳進理	 蔣翠碧	 陳月蓮	 霍翠珊	 鄭旭彤	 李榕娣	 黃永成

半職傳道	 黃美華	 葉自菁
義務傳道	 高勵志	 周澤本	 黃秀婷	 林國光	 張　承

北宣網頁
https://www.npac.org.hk

「愛‧延續」生活需要津貼

在疫情的持續影響下，北宣家盼能透過生活需
要津貼，對遭遇經濟困難的北宣家弟
兄姊妹作出回應及關心。請有需要的
弟兄姊妹填妥申請表。如有查詢，請
致電蕭定輝傳道（2909	9700）。

「愛‧延續」之

財務諮詢及情緒紓緩服務

北宣家多位任職財務、法律及社工／輔導界行
業的弟兄姊妹，與家庭服務中心同工組成專業
團隊，期望與弟兄姊妹在經濟困境中同行。
內容：	面見有財務困難的會眾，提供專業意

見，協助尋找出路，並聆聽心聲及紓解
困擾。弟兄姊妹的家人如有此需要，亦
歡迎你們陪同他們前來尋求協助，所有
資料均會保密，費用全免。

查詢及預約：2807	5249（設電話留言）

訃告

‧	陳羅賽冰姊妹的安息禮拜已於12月24日
（週四）在沙田威爾斯醫院舉行；

‧	馬士芹弟兄的安葬禮將於12月29日（週
二）下午1:30在東區醫院出發後往歌連臣角
火葬場舉行；

‧	陳錦添弟兄的安息禮拜將於1月2日（週
六）上午11:00在循道衛理國際禮拜堂舉
行。

求神安慰已故者的家人。

辦公室通告

1. 失物待領：請於辦公時間認領失物，1月
起，本堂將自行處置無人領認的失物。

2. 文件交收服務只供教會同工轉交文件給弟
兄姊妹，會眾請聯絡收件人直接交收。

社會關懷 會友消息

行政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DUolaXhA9qoYpSB6s4Ky43hXS8RSbwtD1LMkd6mFcNTILg/viewform
https://www.np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