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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將不再面對 

 

  真猜想不到，身邊有些年青人竟然喜愛聽盧冠廷的歌曲。這位屬我年代的歌手，

有好幾首歌曲我很喜歡的，例如：陪著你走、世事何曾是絕對、逝去的心、求你不要

走……等。其中一首叫作〈漆黑將不再面對〉的歌曲，當中的一句歌詞「為了在暴雨

中找到真諦 犧牲的竟要徹底」，總在初夏浮現在腦海中。 

 

  沒有人喜歡身處「黑暗」的時代，黑暗帶來恐懼，好多不良不幸的事都在黑暗中

發生。 

 

  耶穌傳道的生涯中，於漆黑中遇到各種各樣事情。在天晚日落的時候治好彼得

岳母和許多病人（可 1：29-34）；在漆黑中平靜了風和海（可 4：35-41）；在黑夜裡

與尼哥德慕談重生（約 3：1-21）；在半夜裡以禱告經歷驚恐和極其難過的心情（可

14：32-35）；深夜裡被門徒出賣（可 14：43-46）及在雞叫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彼得

不認祂（可 14：66-72）。而耶穌最黑暗經歷，有趣的卻不是晚上，卻是在正午至下

午三點鐘，正正是太陽最高升、最光、最猛烈的時候。聖經記述耶穌被釘十字架後，

「從正午到下午三點鐘，遍地都黑暗了」（太 27：45），主耶穌面對漆黑中最大痛苦

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但感謝讚美主，黑暗勢力並未能勝過主。我們看到上帝同樣是黑暗的主，祂駕

馭黑暗，縱然耶穌受死時，「遍地都黑暗了」，但就在那一刻，我們看到天父上帝信守

祂對我們的約定，以祂獨生愛子為代罪羔羊，當作贖罪祭獻上。這也提醒了我們，是

耶穌主動的走入死亡的墳墓，我們才能進入永生的天堂；是祂經歷了黑暗的深淵，

我們才得以進入真光裡。這就是那位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與我們立約的憑據。

「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諦 犧牲的竟要徹底」。 

 

  當我們處於漆黑中的恐懼，緊記主耶穌也曾面對黑暗，即使可能「是黑暗的季

節，也是光明的季節；是令人絕望的冬天，也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不要懼怕，

上主是我們的盾牌。漆黑將不再面對。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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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啟示錄 21 章 1-5a 節 ....................................... 眾    立 

啟：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應：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啟：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應：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合：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3. 讚美 ................................ 福音大能 (普天頌讚 第 275 首) .............................. 眾    立 

   1) 幽暗消散，白日已臨，天國後嗣奮起，同顯曙輝光明。 
 毒鈎、權勢－死亡－敗退，神應許的新事完備成全， 
 唱阿利路亞！天地歌交匯！ 
   2) 仰瞻寶架，看主空墳！皆歡慶上主恩：愚拙竟能救拯。 
 神子無罪釘作罪犯，倚靠上主大能復生顯現，唱阿利路亞！遍地當傳揚！ 
詩班：3) 紅日青草，生機發旺！上帝愛人何深！嶄新時代開創， 
 群生整裝歡迎嘉賓，離開墳墓身披明光衣袍，唱阿利路亞！恩澤蔭萬民！ 
   4) 重拾信仰，和平終現。因主已解綑鎖，權柄止息刀劍， 
 仇憎妒恨不再橫行；榮凱得勝主愛賜新希望，唱阿利路亞！愛已闢新徑！ 
詩班：5) “神國降臨！”我王宣諭，公義、喜樂顯彰篤信基督之處， 
 離棄舊日僵化信仰，重新進發光明路徑，歌唇唱“阿利路亞，主前導率領！” 
   6) 鑼鼓響應，歌聲紛競，歡欣讚頌救主，神公義今得勝， 
 同聲在主基督愛裏，聯結四方主內蒙福信眾，唱阿利路亞！基督獨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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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基督復生永掌權 (普天頌讚 第 28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使徒行傳 14 章 21-27 節 ................................. 眾    坐 

   詩篇 148 篇 1-1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7. 獻詩 .............................. 華美天宮 (青聖綜合本二 第 60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永活基督 (普天頌讚 第 27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列王紀上 19 章 1-18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神如何幫助我們勝過沮喪 ................................... 眾    坐 

11. 回應 ................................ 與主偕行 (普天頌讚 第 671 首) .............................. 眾    立 

1) 求主容我與祢偕行，忠心服務，謙卑、真誠； 
 求主賜我智慧、祕訣，助我能擔重壓、艱辛。 
2) 求主賜我嘉言愛語感化心靈，開導頑愚； 
 使我引領迷路眾人，歸回羊圈，奔走天程。 
3) 求主賜我忍耐、恆心，與主同工，親密日增， 
 虔信公理戰勝萬惡，能勇，能仁，奮鬥前進。 (間奏) 
4) 求主助我永守偉望，無限前程，遠大光明， 
 無上平安惟主能賜，救主，容我永遠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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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副院長柏大衛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2/5 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會已改在教會進行，請有志參加的肢體盡快報名，今

日截止。另請參加者會後往報名處選擇午餐和工作坊，以便同工安排一切。 

4) 2015-2016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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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祈禱學習坊 孔啟源先生 

216 基礎神學 麥志成牧師 

217 基督教兒童教育（一） 資深兒童教育導師 

344 信仰反省---再思「金句」 陳志輝先生 

中學級主日學 快樂門徒 梁小儀姊妹 

5) 新一批拍卡已辦理妥當，煩請已申請的弟兄姊妹於崇拜前後向幹事索取。 

6)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奉獻之收據已於上主日開始派發給弟兄姊妹。 

7) 教會影音系統自搬堂至今已經使用十多年，因系統老化而影響崇拜進行的順暢。

執事會經多番商議，議決更換教會的影像系統。整個工程預算費用約 27 萬。

請肢體為事工禱告之同時，更能以奉獻支持。 

8) 本年度第一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5 月 1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及嬰

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9) 兒童暑期聖經班五月開始接受報名，詳情請參閱圖書角的海報。 

10) 提摩太團於 6 月 5 日（日）參與城市睦福團契舉辦的「端午關懷探訪」，期望

藉著節日，透過送贈禮物包以及探訪，送上關懷，為主作見證，歡迎弟兄姊妹

參加，名額 30 人，截止報名日期 5 月 8 日，查詢請聯絡孔先生，詳情如下： 

地點：將軍澳東北區（坑口） 

時間：下午 2:00-5:30（下午 2:00 藍田堂集合） 

內容：敬拜、探訪區內街坊、送贈端午節禮物包、分享及回應 

11) 本堂會友黎翠琼姊妹母親（李銀卿）姊妹於 6/4 主懷安息，安息禮定於 26/4 晚

8:00 在大角咀九龍殯儀舘三樓光榮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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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主同行 (世紀頌讚 第 565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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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柏大衛牧師 柏大衛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張于力弟兄 麥淑容姊妹 張于力弟兄 彭秀群姊妹 連思樺姊妹 顧建德弟兄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麥天倪弟兄 黃潔儀姊妹 麥天倪弟兄 黃潔儀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陳醮英姊妹 鄧柏齡弟兄 李淑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黎翠琼姊妹 鄭　琦姊妹 陳可媚姊妹 鄒小敏姊妹

司事: 顧建德弟兄 辛列卿姊妹 譚建偉弟兄 李麗梅姊妹 朱月萍姊妹 孫俏娟姊妹 羅志威弟兄 李麗梅姊妹

當值: 陳治強弟兄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弟兄 鄧民亮執事 戴志遠弟兄 麥淑容姊妹 楊彼得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芷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穎心姊妹 葉蔓菲姊妹 梁睿熙弟兄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趙惠蘭姊妹

插花: 楊明麗姊妹 鄭穎儀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林滿泰弟兄 潘結妍姊妹 麥穎珊執事 徐保仙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蔡　舒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李偉倫弟兄 林笑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何慧玲姊妹 李偉倫弟兄 林笑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溫柔: 呂潔玲姊妹 雷朗昕姊妹 麥穎珊執事 鄭翠珊姊妹 吳綺薇姊妹 雷朗昕姊妹 麥穎珊執事 劉皓然弟兄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喜樂: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暫　停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5月 1日) 聖餐復活期第五主日（白）(4月 24日) 

常費 : 丘嘉敏姊妹 4800 主知名H524 2000 主知名I141 3000 主知名I456 9900 主知名I467 1400

主知名I483 2875 主知名I504 2004 主知名I540 500 主知名I545 300 主知名I549 800

主知名I550 500 主知名I559 10000 主知名I731 500 主知名I775 1800 何美蘭姊妹 4000

何舒銘姊妹 2000 周寶碩夫婦 3000 林湛基弟兄 3000 迦納保健中心 1000 張慧清姊妹 500

莊麗珍姊妹 400 陳貽添夫婦 5400 黃盛霞姊妹 1200 黃麗嬋姊妹 2000 劉麗梅姊妹 1600

蔡加德夫婦 1500

感恩 : Lai Fung Ying 200 主知名E496 205 主知名F875 500 主知名I534 500 周勤國弟兄 300

陳惠霞姊妹 500 舒淑君姊妹 1000 黃麗嬋姊妹 500 葉蔓菲姊妹 500 蔡加德夫婦 500

羅淡吟姊妹 300 譚慧冰葉卓林 100

發展 : 主知名I540 500 雷偉勝夫婦 4500

神學生 : 徐開萍夫婦 100 陳章浩弟兄 2500

其他 : 蔡加德夫婦 1000

本月奉獻累積: $285,132  (包括發展及購堂: $22,6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90,597

本週獻花: 呂潔儀姊妹、張元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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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6年3月 總數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719,581         607,863   800          8,018       10,600     7,000       85,300         

現金支出 450,225         377,697   1,000       7,152       16,000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269,356         230,166   (200)         866          (5,400)      2,000       41,924         

月底現金結存 1,619,802      541,307   405,520   609,323   (18,900)    4,500       78,052         

月底未償還貸款 3,831,121      

2016年3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  財務摘要  ********************************************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