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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主日與常年期：與三一神同行的人生 

 
  基督教的年曆分為兩部分：上半年從將臨節至升天節為主，教會在這期間紀念
和慶祝主耶穌在世的工作和使命；下半年從聖靈降臨節至下年度的將臨節前，就是
國度期，或稱常年期。在這期間教會在聖靈的帶領下，以實際的行動承擔主耶穌的
使命。三一主日(聖靈降臨節後的主日，即今日)及所有往後主日的焦點是上主大能的
同在—以馬內利的真相，就是按著祂的應許住在主民中間。 
 
  與上半年教會年的重心相同，是以「逾越的奧祕」為軸心：高舉道成肉身的上主
—藉降生、生活、十架犧牲、復活、升天來救贖人類和世界。每一主日亦成為宣告、
見證、慶賀祂死而復活的日子；又是七日的頭一日、是週期的新開始、是在基督裡嶄
新的創造，正好讓客旅進入所應許的安息中。藉著主復活的同在，基督大有能力的
靈—幫助教會群體崇敬上主、享受宇宙般廣闊的團契、彼此代求並為世界禱告守望、
傳揚主道並在世上活出上主的榮美。 
 
  基督的教會被差遣出去，跟隨並延續主耶穌的工作，使神和人、人與人、民與民
復和，殷勤忠心地帶領世界歸主，宣告上主的救贖已經到臨！因此，這時期的禮儀
顏色是綠色，代表著大自然和住在其內的每一個人。教會所關心的必然是整個上主
的創造。(參林後 4:1-6) 
 
(轉載自普天頌讚「三一主日」) 
 
  因此，常年期就是屬神兒女在世與神同行的日子：也是經歷祂藉聖靈的同在與
引導，而以信靠順服之心去服侍世人的日子；藉服事世界、事奉教會而讓上主的國
度得以擴展。 
 
  聖經曾提及兩位與神同行的人，就是亞當之子塞特的後裔以諾和挪亞。「以諾生
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育女。」(創 5:22)「與神同行」意即亦步
亦趨，不敢落後，也不敢超前，凡事蒙主引領。以諾與神同行達三百年之久，更顯示
出順服神並非一時的事，乃是長久不斷的順服，一刻也不敢鬆懈。最後，「以諾與神
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創 5:24)「生」與「死」對以諾來說同樣都是
「與神同行」，這就是他的死亡與眾不同的地方，也是我們一眾屬神兒女所羨慕的
呢。 
 
  另一位與神同行的是挪亞。聖經這樣記載：「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
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創 6:9)「完全人」原文另譯為『誠心實意』，指挪亞對神
存著完全的心，以全心、專心倚靠神、愛慕神。故「與神同行」也指基督徒之實際的
行事為人，在信仰生活化的過程中，每天親近神並努力遵守神旨意。 
 
  但願永恆三一神的眾教會肢體，在這常年期間，能效法以諾對神的堅持及挪亞
對神的誠心實意；持續每天都愛慕神、竭力與我們的神同行！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三一主日、聖靈降臨節後第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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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短頌 .............................. 榮歸三一神 (普天頌讚 第 814 首) ............................ 眾    坐 

3. 宣召 ................................ 三一主日 (普天頌讚 第 321 首) .............................. 眾    立 

啟：聖哉！聖哉！聖哉！主上主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應：我們的主，我們的上主，祢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合：因為祢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因祢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4. 讚美 ................................ 讚美上主 (普天頌讚 第 320 首) .............................. 眾    立 

1) 同獻無盡讚美，因父大愛浩瀚；在地蒙賜安慰，在天更美盼望。 

 差遣獨生聖子基督，為眾罪孽捨命救贖。 

2) 同獻無盡光榮，歸主－聖子基督；寶血買贖眾民，免遭永刑之苦。 

 主今復活執掌王權，受苦佳果終見成全。 

3) 同獻無盡敬拜，歸主－聖靈之名；賴主再造權能，使眾離死得生。 

 主工成全精妙美善，神聖喜樂遍地充滿。 (間奏) 

4) 無盡讚美、尊榮全歸大能真神－至聖三位一體－崇高奧妙莫名。 

 遠超理智、思想、辭令，惟信誇勝，以愛崇敬。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聖靈果子 (普天頌讚 第 31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8 篇 1-9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約翰福音 8 章 48-59 節 

8. 獻詩 ................................ 普賜宏恩 (普天頌讚 第 322 首) .............................. 詩    班 

9. 奉獻 ................................ 活著為主 (普天頌讚 第 513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羅馬書 12 章 1-8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事奉由我做起 ............................................ 眾    坐 

12. 回應 .............................. 完全的奉獻 (生命聖詩 第 459 首) ............................ 眾    立 

1) 完全的奉獻，主，我願意，完全的奉獻，奉獻與祢； 

 一切擺上祭壇，向祢完全歸依，祢為我付贖價，我今歸祢。 

2) 完全的奉獻光陰生命，一切主所賜，願遵主令， 

 一聞恩主慈聲，我樂跟隨主行，從今直到永遠，順服忠誠。 

3) 完全的奉獻金銀財寶，祢所賜一切，豐盛美好； 

 一切皆屬於祢，因祢將我買贖，今後永歸與祢，耶穌我主。 (間奏) 

4) 完全的奉獻，主，我屬祢，完全的奉獻，神聖救主； 

 藉我顯祢生命，表彰祢的豐盛，非我乃是基督，祢是一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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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郭秀芬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2015-2016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已於上主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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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祈禱學習坊 孔啟源先生 102 室 

216 基礎神學 麥志成牧師 副堂 

217 基督教兒童教育（一） 資深兒童教育導師 104 室 

344 信仰反省---再思「金句」 陳志輝先生 103 室 

中學級主日學 快樂門徒 梁小儀姊妹 康樂室 

* 如有小學級子女的同學，請鼓勵孩子進禮堂參加兒童詩班的練唱。 

4) 教會已於 5 月 16 日開始更新影音系統改善工程，為期兩週，暫訂 5 月 29 日試

行新影音系統運作。 

5)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2016 兒暑已開始報名，請家長盡早為小學級之子女報名參加，截止日期為 6 月

19 日；現正招募事奉人員，參加表格已張貼接待處，請有志者選擇崗位後以正

名填表。請繼續為事工的籌備及所需禱告。 

6) 「中學生暑期佈道及生活營」於 8 月 2-5 日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是次營會

與十多間教會合辦，歡迎中學生參加，費用$400，弟兄姊妹可參考海報詳細內

容，或可向陳志輝傳道查詢及報名。 

7) 執事會於 5 月 25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賜智

慧共商聖工。 

8) 麥師母今天去宣道會九龍灣堂講道。 

9) 本堂會友游慶瑞姊妹（周輝基弟兄太太）於五月十六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其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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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Chaconne by J. Pachelb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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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秀芬姑娘 郭秀芬姑娘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余愷迪姊妹 連卓欣弟兄 余愷迪姊妹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楊穎君姊妹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姊妹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麥天倪弟兄 林溢輝弟兄 麥天倪弟兄

招待: 林燕芬姊妹 林笑寶姊妹 梁淑敏姊妹 張慧清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惠霞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蔡月媚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子仁弟兄 譚慧冰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淑敏姊妹 李德恩弟兄 何美蘭姊妹

當值: 林景輝弟兄 周錦照弟兄 朱麗麗姊妹 馬志國弟兄 楊鎧禎姊妹 張漢榮執事 招楚筠姊妹 林禮標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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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陳永祐執事 鄧民亮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林義妹姊妹 潘燕玲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梁振平弟兄 呂君達弟兄

司琴: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鍾慧嵐姊妹 陳卓欣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溫柔: 吳綺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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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翠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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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主日（綠）(5月 29日) 三一主日（白）(5月 22日) 

常費 : 丘嘉敏姊妹 3000 主知名H480 4000 主知名H689 6500 主知名I356 500 主知名i717 800

主知名I838 20000 主知名I905 4000 主知名I938 4000 主知名i939 2005 朱月萍姊妹 500

何美蘭姊妹 4000 何舒銘姊妹 2000 周寶碩夫婦 3000 林湛基弟兄 3000 張滿嬌姊妹 650

陳章浩弟兄 1500 陳慧恩姊妹 1200 黃麗嬋姊妹 2500 雷偉勝夫婦 4500 劉翠琴姊妹 5000

鄺淑芬姊妹 1000

感恩 : 主知名E475 200 主知名H230 1000 主知名H689 1000 主知名I893 500 主知名J076 1000

吳維邦夫婦 600 李美琼姊妹 500 周勤國弟兄 300 陳惠霞姊妹 500 黃麗嬋姊妹 500

發展 : 主知名I905 3000 招楚筠姊妹 1000 盧影媚姊妹 2500

神學生 : 主知名H480 4000

神學 : 黃麗嬋姊妹 500

鮮花 : 主知名I702 1000

其他 : 丘嘉敏姊妹 2700 江慧芬姊妹 4800 吳兆隆弟兄 3500 馬利亞團 3000

本月奉獻累積: $368,605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500; 影音: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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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49

本週獻花: 劉嘉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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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