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ltac.org  

電話：   23469681  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蕭燕儀姑娘、陳志輝先生、麥呂曼珍師母(義務傳道) 

行政主任： 張金生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加入通訊錄) 
 註：是日崇拜之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生活靈修 
 

  多益是個小角色，行為卑鄙可惡，是個典型的政客，甚至可說是個「惡客」，充

份反映一個不公義的政權，充斥著阿諛諂媚的小人，為私利而助紂為虐。他是個以

東人，卻擔當掃羅王的「司牧長」，即是管理畜牧的人，大概是掃羅王收服以東地後，

為安撫及有效控制他們，而徵召多益當個小角色，其實沒有多大的權力。（撒母耳記

上 21，22 章） 

 

  想不到掃羅王原來知人善任，多益是個忠心的人，他也知道自己地位低微，希

望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明白能夠得到王的賞識，自然可以飛黃騰達。當時掃羅王正

四處尋覓大衛，好除去這個威脅他王位的人，多益當然不會錯過這個立功的機會，

特別留意大衛的行踪。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在祭司亞希米勒那裡，竟然踫上飢

腸轆轆的大衛，往祭司那裡求助，亞希米勒不但把只供陳設的聖餅給大衛，而且還

把昔日殺巨人歌利亞的刀歸還給他，這一切都多益都看在眼裡。 

 

  當掃羅王又為手下不但沒有除去大衛，甚至還隱瞞他的行踪而大發雷霆，多益

立刻上前向王報告，他在祭司亞希米勒那裡所看見的事，掃羅王盛怒下把亞希米勒

一家上下召來，質問他為何要協助大衛背叛王？亞希米勒還以為可以說服王，大衛

其實是個忠心耿耿的人，曾為王出生入死的參謀，況且他總算是王的女婿，怎麼可

能背叛王？這些理由不但沒有打動王，反而令他怒不可竭，下令把他全家處死，兩

旁的侍衛卻沒有人敢下手殺害神的僕人。 

 

  掃羅王沒有因此而罷手，就吩咐通風報信的多益：「你去殺祭司吧！」這無疑是

立功的大好機會，多益沒有半點猶豫，當日就殺害了八十五個祭司，而且還到亞希

米勒家鄉趕盡殺絕，殺害祭司家上下大小，甚至連牲畜也不放過，務求取悅掃羅王，

不管王是如何無理及不公義，更不理會無辜者的死活，以卑鄙手段來達到自私自利

的目的。這種黑暗的政治生態，原來自古就有，只要政權不公義就滋生出這些政壇

「小人」來，不管政權如何不合理，甘於替他們當「鷹犬」，當然神絕不會放過這些

惡人： 

 

「惡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惡如繩索纏繞。」（箴 5：22）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19 篇 7，14 節 .......................................... 眾    立 

啟：耶和華的律法全備，使人甦醒； 

應：耶和華的法度確定，使愚蒙人有智慧。 

合：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3. 讚美 .............................. 賀祂為王 (生命聖詩 第 54 首) .................................. 眾    立 

1) 齊讚耶穌大能聖名，天使俯伏稱頌，天使俯伏稱頌，在主足前冠冕獻呈， ** 

2) 亞伯拉罕屬靈子孫，由墮落中得贖，由墮落中得贖，當感謝主無量洪恩， ** 

3) 普天之下萬族萬邦，當來敬拜頌揚，當來敬拜頌揚，尊貴榮耀都歸羔羊， ** 

** 慶賀祂，賀祂，賀祂，賀祂，慶賀祂為君王。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生命聖詩 第 5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尼希米記 8 章 2-4 上，5-6，8-10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2 章 12-14，27 節；路加福音 4 章 14-21 節 

7. 獻詩 ................................ 全地至高是我主 (角聲使團) .................................... 兒童詩班 

8. 奉獻 .............................. 迎主親臨 (普天頌讚 第 186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撒母耳記下 1 章 1-1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人生交叉點 ................................................ 眾    坐 

11. 回應 .......................... 一生在神手中 (生命聖詩 第 290 首) ............................ 眾    立 

1) 一生在神手中，願祢支配使用；願將我命，我靈，我友，全交託祢護佑。 

2) 一生在神手中，不論遇何環境，遇福遇禍，黑暗光明，全順服祢帶領。 

3) 一生在神手中，被釘十架恩主！為我罪過雙手刺透，如今帶領保守。 

4) 一生在神手中，永遠信靠順服；將來被召到主面前，永享安息美福。 

 



 

 

12. 家事及代禱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

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感謝癌聯顧問及 2017 福音會總幹事陳一華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2015-2016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上主日開始，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索

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目編號 課目名稱 導師 課室 

101 福音研經八課 郭小姬姊妹 104 室 

106 舊約概論 孔啟源先生 102 室 

201 基督生平，顛覆人生 陳志輝先生 103 室 

301-08 哥林多後書 張大有弟兄 101 室 

中學級主日學 我是特別的人 梁小儀姊妹 康樂室 

4) 請肢體留意主日崇拜的時間：早堂為上午 9 時正，午堂為上午 11 時 30 分；請

大家預備好心靈，準時出席同心敬拜主。另在崇拜最後的殿樂為一音樂的獻呈，

讓會眾在靜默中禱告天上的神悅納我們今天的崇敬，請於獻樂完才解散，若有

急需離去，請盡量保持安靜。 

5) 聖樂部於今年的預苦期間開設學習課程「學作主的門徒」，2 月 10 日開始為期

8 堂的學習，誠邀弟兄姊妹一同參與，在預苦期間更深入思考救主的大愛。課

程綱要及報名表在接待處。歡迎向麥師母查詢。 

6) 執事會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互選新一屆執事崗位，林禮標執事當選為副主席。

請弟兄姊妹為新一屆執事禱告，求主親自帥領執事會同心推動聖工。 

7) 執事會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議決在 1 月 31 日為支持癌聯事工多收一次奉獻，

請弟兄姊妹留意。 

8) 家庭團契於 2 月 10 日（年初三）大欖水塘郊遊和自助燒烤，今天截止報名，

請弟兄姊妹留意。 

9) 「30 周年堂慶感恩特刊」電子版已上載教會網頁（http://www.ltac.net/），歡迎

瀏覽！ 

10) 本堂誠聘傳道：神學畢業，有教導、培訓、關懷恩賜，主動熱誠，具團隊精神。

有志者請電郵至宣道會藍田堂 admin@cmaltc.org（資料只招聘用）。 

11) 本堂招聘會計文員：2 年工作經驗，中級簿記，中學會考英數合格。需週六日

上班，履歷寄本堂地址：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六樓平台。只供招聘用。 

12) 本堂會友黃潔儀姊妹與伍浩基弟兄於今天下午 2:45 在九龍黃大仙親仁街八號

錫安樓港澳信義會信恩堂舉行婚禮，下午 2:10 於茜發道開出兩部旅遊巴接載

弟兄姊妹前往觀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13) 蕭燕儀姑娘因為身體的緣故已向執事會請辭，將於三月中離職。教會感謝她多

年忠心的服侍，願主親自報答。請大家為蕭姑娘的健康守望禱告。 

14) 本堂會友林逸孜蕭文卿夫婦於 1 月 19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感謝主！ 

15) 本堂會友黃合姊妹的安息禮定於 1 月 27 日晚上 8:00 在世界殯儀舘三樓明愛堂

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Verse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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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一   星期六   主日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星期二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以諾長者團契 2:30 pm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一華牧師 陳一華牧師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主席: 麥穎珊執事 麥穎珊執事 劉子春弟兄 劉子春弟兄

讀經: 余愷迪姊妹 李燕怡姊妹 余愷迪姊妹 朱麗麗姊妹 雷書昊弟兄 陳慧玲姊妹 雷書昊弟兄 彭秀群姊妹

司琴: 楊穎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楊穎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梁淑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何艷愛姊妹 鄭倩雲姊妹 梁淑敏姊妹 丘嘉敏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鄧愛賢姊妹 呂進雄弟兄 莫綺湘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淑敏姊妹 黃曉媚姊妹 何美蘭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陳治強弟兄 李德恩弟兄 林禮標執事 陳穎欣姊妹 甄志賢弟兄 梁倩敏姊妹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李建業弟兄 陳喜洋弟兄 曾偉珩弟兄 李育如姊妹 林殷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葉玉娥姊妹 鄭穎儀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蕭燕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蕭燕儀姑娘

溫柔: 黃麗堅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呂潔玲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吳家葭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吳家葭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崇拜職事人員表
下主日(1月 31日) 顯現後第三主日（綠） (1月 24日) 

常費 : 主知名H468 6000 主知名H498 3000 主知名H810 500 主知名H842 100 主知名H877 500

主知名I003 5400 主知名I021 300 主知名I031 2000 伍美娟姊妹 1500 朱佩儀姊妹 1800

何美蘭姊妹 4000 何舒銘姊妹 2000 余陳錦枝姊妹 4000 吳玉嬋姊妹 200 吳君武弟兄 500

胡麗通姊妹 4000 黃香娣姊妹 3000 黃靜雯姊妹 2000 趙修培姊妹 150000 鄭愛勤姊妹 1000

鍾志堯夫婦 2500 魏師母姊妹 100 羅偉雄弟兄 1000

慈惠 : 主知名H888 1000

感恩 : 主知名D615 1000 主知名E317 500 主知名H888 500 主知名H918 500 主知名I030 1000

朱佩儀姊妹 300 江慧芬姊妹 100 呂進雄弟兄 1000 周勤國弟兄 300 莊麗珍姊妹 300

葉蔓菲姊妹 500

發展 : 呂進雄弟兄 1000 雷偉勝夫婦 4500

神學生 : 主知名H888 500

神學 : 主知名H888 500

鮮花 : 主知名H430 500 冼美美姊妹 1000 黃德祺夫婦 1000

本月奉獻累積: $535,826  (包括發展及購堂: $42,600)

每月奉獻目標: $46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222,445

本週獻花: 伍浩基弟兄、黃潔儀姊妹

************************************************  奉獻芳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