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週年感恩會」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時間 : 晚上七時 

     地點 : 北角電氣道 233號城市中心第二期 2樓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 16週年感恩會程序 
 

   

 

司儀  :  陳慧敏姊妹             司琴/司他/鼓手 : One Voice 敬拜小組   
(新希望團契董事) 

 

晚上七時    感恩聚餐     聚餐房(Rm 212-214) 
 

歡迎、切蛋糕、合照 ………… 新希望團契董事、顧問及總幹事 

謝飯祈禱  ………………………     黃國輝先生 (新希望團契董事) 

聚餐  …………………………………………………………     全體 
 

晚上八時       感恩晚會       (禮堂) 

敬拜 (全地至高是我主; 十架犧牲的愛; 全新的人) …  One Voice敬拜小組 

證道 …………………………………   陳志堅牧師(新希望團契董事) 

獻唱 (立志擺上)  ………………………………   男性過來人獻詩小組 

話劇 (生命有出路 前路由神創)  …………………   女性過來人話劇小組 

獻唱 (明天)   ………………………………………     家人獻詩小組 

訓勉  ……………………………   莫玉蘭姑娘 (新希望團契總幹事) 

  〜  核心事奉人員小組 (過來人) :  

      黃秀蘭, 邵沃榮, 符之傑, 張潤欽, 謝智康, 鄺成業, 莊獻龍 
      〜  核心事奉人員小組 (家人) : 

            袁美顏, 梁彩鳳, 曾燕琼, 蔣麗娟, 梁芷欣  

義工嘉許禮 …………………………   張一慧女士 (新希望團契董事) 

三位受浸團友獲頒禮物 ……………  鍾耀堃醫生 (新希望團契董事) 

致謝網絡教會 ………………………  鍾耀堃醫生 (新希望團契董事) 

大合照 ……………………………………………………………  全體 

結束祈禱  ……………………………   孔桂芳牧師 (宣道會北角堂) 
 

 
***************************************************************************** 



 

【明天】家人獻詩小組  
 

麗屏: 當我第一次接觸這首歌，看到「明天」的歌詞，我的心卻
很難受，由開始至結束的歌詞，正正就是我的經歷，它令我勾起
以前最痛最低谷的情形，歌詞裏寫著「誰能明白我」，我回想起我
最痛的情況，有誰能會明白我？屋企人、朋友、同事...... 每一
個人都唔知我背後的重擔，我的憂慮，我的痛苦有多麼的傷痛！
當我遇到《新希望》，認識到主，我慢慢察覺到，主能扶助我，讓
我能看到前面的光，深信主能可將他拯救，令我重新可得到平安，
喜樂的心。感謝各位的付出！ 

彩鳳：「明天」這首歌，實在唱出我的心聲，我也曾在無助時，自
言自語地說：「誰人可以幫我！」因為我面對的是難關，我已經無
可能靠自己，可以改變甚麼。感謝主帶領來到新希望團契，得著
指引和幫助，讓我不再恐慌渡過明天，相反是重拾信心渡過每一
天！ 

美顏: 「明天」這首歌，能唱出家人的心聲。過去我是活在黑暗
没有盼望的日子裏，完全無出路。好努力工作，所賺的金錢都不
是用在自己和家庭裏。用盡任何方法都無辦法令到丈夫戒賭，直
到認識新希望才找到人生方向與出路。今日的我是滿有平安和喜
樂。感謝神拯救我使我有人生希望與出路。 

諾敏 : 「誰能明白我？誰可將我拯救？如何能譲我能沖出這境
況？誰扶助我，尋找新機轉向？誰扶助我，能可將他拯救？」當
面對賭徒丈夫重覆的賭博行為，對於失望、惶恐和無方向家人的
我，這幾句歌詞就是當時耳邊常聽的聲音。但感謝天父愛我們一
家，能一步一步找緊與主同行的方向，再次得到平安和喜樂。 

麗娟 : 多少次的重覆，真的不知道怎樣渡過？作為家人，面對一
次又一次因賭徒的跌倒而倍感傷心，失望和痛苦，實在乏力走下
去，也很少有人能明白和幫助，自己也一度灰心失落而無力繼續
前行。感恩神總在困難中開路，讓我重新找到方向和轉機，這是
實實在在有可能的。在神的愛裡重尋勇氣和鼓勵, 克服擔憂和恐
懼，醫治心靈的創傷，再次滿懷希望踏上明天的路程。 

 

 



美蘭: 每次聽到「明天」這首詩歌，就想起過往嘅事情。他每次
賭、借、還的經歷，令我很困擾，同時，家人亦將他的行為埋怨
我，亦曾經有一刻想結束生命。今日能夠遇到新希望，感謝主，
因為有主我才有盼望，使我有勇氣克服擔憂和恐懼，再次滿懷希
望踏上明天的路。 

燕琼:「明天」這首歌曲讓我深深體會到神的拯救。昔日，未來到
新希望求助前，我是沒有人生方向，活在迷茫中。當我面對丈夫
的債務和家人的埋怨時，甚至想結束生命。感謝神! 今天讓我衝
出這境况，面對明天， 不再驚慌渡過，深信有主扶助我前行。 

淑荺: 每次聽起「明天」這首歌曲也十分感動，彷彿回到當初家
人又再次沉迷賭博的情況。那刻的自己真的失去方向，不知怎樣
解決這重覆的難題。對家人的愛恨交纏，只能透過主的扶助和拯
救，才能重享平安，重建關係。但願各人在徬徨無助的時候，也
能像我一樣，靠著明天這歌曲提醒主必不撇下你，主必保守你平
安。 

慧秀: 每次聽到「明天」這首詩歌，腦海都不斷重覆一幕幕的痛
苦片段，那種無助無力感又再浮現，但我不要被這種無力感去捆
綁，我要在神裡得釋放！我知道神已為我的一家開路，我要天天
學習去依靠神！ 

慧聰: 看到「明天」這首詩歌的歌詞，真的道出我們 - 過來人和
家人的景況 - 害怕、惶恐、冇方向。直到神的帶領，認識新希望
團契。才知道「同主擕手，面對明天，終可有著安慰。」感謝神
愛我們，對我們不離不棄。雖然我們冇力面對明天，但祗要一生
信靠神，跟隨主，就可重新得享主內的平安和喜樂。 

錢生: 「明天」這首歌，讓我想起十年前開始嚟到《新希望》。但
這十年，兒子都不願意到來尋求幫助，其實我都好辛苦。但感謝
神，得到團契莫姑娘及過來人和家人的分享、提醒、鼓勵。我希
望終有一日，兒子能來到《新希望》求助。感謝神賜我平安，保
守我。 

慶鴻: 聽「明天」這首歌時，正如歌詞所說明天一片黑暗，感覺
害怕，惶恐…雖然沒有像同住家人那麽深刻，總有一股無助感跟
隨。若沒有人扶一把(新希望),生命將重覆無方向渡過。今天雖然
還沒有全將他釋放，起碼也稍稍停下來。真希望他能在這裡找到
「新希望」，重新可得享平安。 
 



【立志擺上】男性過來人獻詩小組 
 

潤欽: 昔日在被罪惡捆綁的黑暗日子裡，自己無法釋放，只好過
著「賭、輸、借、還」惡性循環的生活。今日能得著釋放，見到
曙光，全憑主耶穌十字架的愛。所以，不但要堅持「零」賭博行
戒賭的路，還要謙卑讓主改變和更新自己的生命。願能穿起救恩，
踏上基督的足印，立志為主擺上，作謙卑僕人傳揚耶穌 ! 

沃榮: 神甘願為我們一班罪人獻上，沒有因為我們是罪人就不去
拯救，反而用人世最大的侮辱和懲罰底下去受死贖我們回來。我
們要如何回應神？神就是要我們擺上一切，效法基督，走到人羣
裡面傳揚耶穌這樣的愛。我們要謙卑順服去事奉神，不要以為能
事奉就是比別人強，神透過事奉去改變我的人生觀。雖然跟隨基
督不是一帆風順，但是有一份基督的愛在每日每夜都保守住，好
比金錢萬貫來得更有意義和價值。我們學習基督的愛，每當我們
有基督的行為和表現，別人就從我們身上看見基督的雲彩，乃是
要神先陶造我們的生命！ 

之傑: 歌裏有兩句特別有共嗚「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
拆改。」 身為過來人的自己，若無基督耶穌的愛，是無法讓自己
從黑暗、人生的低谷裏走出來; 而刚硬、蒙蔽的心，經歷了如此
人生傷痛而再被改變和醒覺，懂得顧念和珍惜身邊愛自己的家
人、朋友，最重要是見到上帝真實的愛，不再停留在腦袋的認知 。
願意回應主命，穿上救恩，延伸人羣，傳揚基督。阿門！ 

智康: 耶穌擺上了自己的生命，為我們釘上十架用寶血去洗淨我
們的罪，這一切都是出於愛，我們都白白領受了這份救恩，所以
我要立志為主擺上，報答主的恩情，謙卑作主的僕人，存著敬畏
去事奉神，效法基督的愛，去傳揚耶穌。 

世海: 立志擺上這首歌的歌詞感受到上帝捨身在十架上為我死，
祂崇高的愛好似大海咁深，因為上帝的愛拯救了我這個罪人，叫
我重新站起來，繼續向前行，忘記背後，努力面前。雖然過去曾
經犯罪，自己也受到應有的懲罰，但神沒有離棄我，反而在我身
旁看顧我，帶我走出這困難的日子。來到《新希望》已四年多時
間，在這團契裏讓我可以放下自我、驕傲的心、謙卑學習，並分
享自己的軟弱試探，讓一班過來人大家互相支持。感謝主的同在
並有家人的同行。 



獻龍: 看到十字架時，已經證明主對我的愛，以往我未懂得愛，但
神卻用祂的愛來先愛我。在《新希望》戒賭這五年裡，讓我更深體
會主的愛，生命可以回歸正常。神的恩典是滿滿，神的陶造使我能
緊緊跟隨祂。因著主的愛，我學習如何去愛，彼此相愛。我願意回
應神對我的愛。今天我能擺上的，就是對神最好的回應。 

成業: "立志擺上"這詩歌真十分動聽，一開始講出主的大愛，甚至
肯為救我們而受死。之後是我們白白領受主的救恩，所以我們要效
法基督的樣式，委身擺上我們的最好，去傳揚主的真理。最後我們
便可得着，有永生的盼望。歌詞內容道出主對我們每個罪人的大愛，
和引領我們應行的方向。我每次唱這歌，我也會十分投入和感動，
求主賜我力量去堅持和立志擺上，阿們。 

德光: 以前的我是不謙卑、不順服、我行我素，也不善辭令，不理
會他人感受，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的人。結果沾染賭博，最後要靠主
耶穌基督的真理改變自己，受洗加入基督名下，回應主的愛。我願
意一生跟隨主，立志擺上，為主使用，作美好見證。願榮耀頌讚歸
與天上阿爸父。 
 
【生命有出路 前路由神創】女性過來人話劇小組 

子敏: 這次和團友合作演出話劇，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第一次。由於
大家都沒有經驗，當初真的沒有信心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幸而
有神帶領，彼此幫忙，排練愈來愈順利。我亦相信神藉著這次機會，
讓我們過來人警醒不要重蹈覆轍，珍惜現在戒除惡習後的生活，因
為一切都得來不易。 

小燕:今曰我能参與《新希望》十六周年話劇演出，好開心，因信靠
主耶穌，使我在困境及罪惡之中重新得到轉變。在排劇中我也好努
力去學習，感谢神比我同姐妹一齐参与話劇演出，感谢主! 

寶珊: 廿分鐘就演繹到大多數過來人的賭博初期演變成為病態的過
程! 來到新希望承認自己有罪，依靠著神，生命就有改變。 

美玲: 很開心可以參演話劇，跟團友們認識加深，在話劇中想起一
句話，就是"人的绝路，就是神的開始"。現在的平安和快樂，是神
给予新生和希望，我們要真惜更不要放棄。 

美顏: 《新希望》十六週年，我同一班姊妹拍一套話劇。很開心自
己有份參與，睇倒一班姊妹齊努力去演出。她們的生命被神改變使
用。我好感恩我有份與她們一起演出。  



 【全地至高是我主】 
版權屬 角聲使團 所有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投在你的翅膀，願你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十架犧牲的愛】 
版權屬 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耶穌捨身十架，主你為我犧牲。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你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你為我的過犯，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你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你 
 

【全新的人】  
(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十五週年主題曲) 

詞曲： Jeffrey@OneVoice  
版權屬: OneVoice and NewHope Fellowship 

 

贏得了痛快，迷失了世界，沒想過，被黑暗活埋。 

迷失裡跌碰，漩渦裡已失，控敵不過，誰助我解開這困鎖。 

在窮途絕處看到這曙光，原來在祢大愛恩典中，能尋覓到新生。 

(副歌) 

 若我於主愛裡，成為全新的人，舊事已經過去，一切都已變更。 

回望上半生，在罪裏溺沉，是祢在低谷之處，顧念這罪人。 

 立志於主愛裡，成為全新的人，淚眼終會抹去，今我充滿感恩。 

唯獨是祢手，助我衝出黑暗，晨曦之中，明白祢恩典這樣近。 

(Bridge) 

從前期待著新的希望，現在能為祢作鹽作光， 

長夜裡始終有祢同往。 
 



【立志擺上】 
版權屬 建道神學院新你呈敬拜隊 所有 

  

1.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副歌)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 

在你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 

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裡面能盛載，神豐足的厚愛。 

【明天】 
曲：Jeffrey@One Voice     詞：Franny@NewHope 

版權屬: OneVoice and NewHope Fellowship 

 

1. 害怕明天，不知怎去渡過，面對明天，實在無辦法渡過。 

 人生、全失、惶恐，怎去面對，剩我無方向。 

2. 為了明天，他所有累積債，又再重複，實在無辦法渡過。   

 如今、誰可、承擔，指引路向，讓我尋方向。 

3. 為了明天，天天拚命工作，就算仍可，問何日可讓我。 

 無須、承擔、唯一，這個狀況，讓我全釋放。 

4. 面對明天，終可有著安慰，就算明天，不再恐慌渡過。 

 明天、同主、攜手，堅決渡過，讓我無牽掛。 

(副歌)  

誰能明白我，誰可將我拯救 ? 生存失去方向。 

誰扶助我? 尋找新機轉向，可能嗎 ? 

如何能讓我，能沖出這景況 ? 生存因你輔助。 

求願幫我，能驅走這心裏的惶恐。 

誰能扶助我，能可將他拯救，身旁得你扶助。 

求能令我，重新可得享你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