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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精神 

 
  今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未揭幕就出現作弊問題，「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WADA）
發表報告指出俄羅斯田徑運動員，普遍在國家支持下使用禁藥，國際田徑運動聯會宣
佈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賽，結果俄羅斯撤出參與本屆奧運會，當然引來議論紛紛，參
賽故然希望勝出，但不擇手段就絕不是奧運會精神。 
 
  不知是否缺少對手，還是費爾普斯（Michael Phelps）果然是海神之子，他簡直橫
掃游泳項目的獎牌，歷史性取得共 23 面金牌！相信將有一段長時間沒有人可打破這
記錄。他只在 100 米蝶泳敗於新架坡泳手斯庫林超越，這年輕的小伙子，原來是費爾
普斯的「粉絲」，8 年前才有幸與偶像合照，並立志以偶像為參賽目標，費爾普斯也
大方的請傳媒多訪問斯庫林超越，這才是正確的奧運精神。 
 
  當然也有人盡了力仍然與金牌緣慳一面的，年屆 33 歲的羽毛球好手，馬來西亞
的李宗偉，已經取得無數獎項，獨欠一枚奧運金牌，上兩屆殺入決賽，都敗給剋星死
敵中國選手林丹，今屆兩人在半準決賽再踫頭，兩人演出一場緊張剌激的精釆比賽，
李宗偉在先輸一局，後來居上反勝對手，決賽對手是排名緊接其後的中國另一選手諶
龍，大家都以為最有希望首奪金牌，誰知李宗偉只可第三次取得銀牌，當場灑下英雄
淚，因為年紀問題很難在四年後再參賽，奧運會往往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精神。 
 
  然而也有努力不懈、絕處逢生的奮鬥故事，中國的女排隊失落金牌 12 年，本屆
也只是實力平平，在分組賽分別負於荷蘭、塞爾維亞和美國，沒有人覺得她們還有獲
勝機會，卻奇蹟的在晉級賽，先擊敗強隊東道主巴西，半準決賽反勝荷蘭隊，然後在
決賽再戰塞爾維亞，在眾女將奮力作戰之下，取得最後勝利，成為一時佳話，充分表
現出永不放棄的奧運精神。 
 
  不過奧運會也不定是勝出才可獲獎，新西蘭選手 Nikki Hamblin 和美國選手 Abbey 
D’Agostino 在 5000 米田徑賽中，因碰撞而跌倒，相方都痛苦掙扎爬起來，最後大家
彼此扶持下，完成餘下的路程，當然是在眾人之後了，賽會卻因此頒給她們「公平競
技」獎（Fair Play Award），以表揚她們發揮真正奧運精神。 
 
  保羅也是個運動迷，他不只一次以運動比賽來作比喻，鼓勵信徒靈命長進：「豈
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
賞。」（林前 9：24），完全是今天的奧運精神。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六年九月四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道在此間 (普天頌讚 794 首) .............................. 眾  立 

道在此間居住，何奧妙難測；萬物諸天君王紆尊降凡塵。 

3. 宣召 .................... 詩篇 139 篇 1, 14, 23-2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應：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啟：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應：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没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4. 讚美 ................................... 聖哉三一 (生命聖詩 5 首)................................. 眾  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主莊嚴威榮；罪人昏昧難見，因黑暗罪深重；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神。   (間奏)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地上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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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祢真偉大 (生命聖詩 1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耶利米書 18 章 1-11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14 章 25-33 節 

8. 獻詩 ................................. 銘刻聖名 (普天頌讚 442 首) .............................. 詩  班 

9. 奉獻 ............................. How Beautiful 何等佳美 (早堂) ........................... 眾  坐 

People Need the Lord (午堂)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121 篇 1-8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1. 信息 .........................................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O Living Bread from Heaven by Mark E. Bloedow ............ 眾  坐 

Jesus Suffer Pain by G. Merkel (1827-1885) 

14. 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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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鍾淑珍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今主日早午堂崇拜後進行新一學年兒童主日學學生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

費$120，請家長到圖書閣前辦理登記及繳費事宜。（崇拜進行中不設收費

服務） 

4) 今主日下午二時在副堂舉行成人暑期活動，由余文耀執事教茶經（茶經－

查經），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今天家庭團契聚會組別為子女 0-5 歲的葡萄組，請參加肢體一時到康樂室

集合。下主日為小學級子女的蘆葦組聚會。(設有兒護服務) 

6)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10 日（六）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本堂舉行講座，主題為「無聲的呼喊：癌症病人情緒不安──怎麼

辦？」，講員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林偉廉牧師，歡迎弟兄

姊妹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7) 兒童事工：教會定於 11/9 下午一時至三時於康樂室舉行 2015-16 年度教

職員聚餐及交流會，恭請所有參與服侍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另 25/9 上

午 10:30 於教會禮堂舉行 2015-16 年度兒童主日學畢業暨升班典禮，恭請

所有家長蒞臨觀禮，共證主恩。 

8) 本年第二次洗禮班將於 10 月 2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

洗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9) 2017 及 2018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3 日會友大會舉行，凡受洗或轉會

至本堂 2 年或以上，年齡介乎 21 至 65 歲，並於過去一年恆常出席崇拜

聚會者均合乎基本提名資格；本堂已於上主日派發提名信。(一家庭內只

可有一名成員成為候選人)。請收信人最遲於下主日(9 月 11 日)前回覆教

會是否參選。註:不回信者將自動成為候選人。 

10) 本堂會友何晉輝弟兄與張淑敏姊妹於 2016 年 9 月 16 日（五）中秋節翌

日（公眾假期）下午 2-3 時在香港新界西貢北西澳年明路 1 號浸信會神學

院舉行婚禮，會後敬備茶會。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主家當日備

有旅遊巴士於下午 12:45 在藍田港鐵站 D1 出口（茜發道）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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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Allegro Maestoso Opus 15 No. 7 by G. Merkel (1827-1885)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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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淑珍姑娘 鍾淑珍姑娘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陳慧玲姊妹 陳　諾弟兄 梁麗珠姊妹 余愷迪姊妹 袁麗娟姊妹 余愷迪姊妹 彭秀群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周　悠姊妹 陳曉晴姊妹 周　悠姊妹 陳曉晴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梁銘章弟兄 李淑蓮姊妹 陳拔萃弟兄 何玉燕姊妹 林燕芬姊妹 鄒小敏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張滿嬌姊妹 邱頌詩姊妹 莫綺湘姊妹 李翠碧姊妹 鄭穎儀姊妹 呂進雄弟兄 譚慧冰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呂幹雄弟兄 余穎欣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方艾洲弟兄 惲保羅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陳永祐執事 周鈺貽姊妹 徐俊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張淑敏姊妹 余冠希姊妹 李建業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張漢榮執事 鄧民亮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吳綺薇姊妹 葉蔓菲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李寶玲姊妹 呂君達弟兄 李寶玲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陳卓欣姊妹 鍾慧嵐姊妹 陳卓欣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黃浩恩弟兄 區惠娟姊妹 黃浩恩弟兄 區惠娟姊妹

温柔: 黃麗堅姊妹 麥穎珊執事 麥永佳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斯南姑娘 蕭桂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黃斯南姑娘 蕭桂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暫　停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暫　停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七主日（綠）(9月11日)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4日) 聖餐

上月奉獻累積: $439,959  (包括發展及購堂: $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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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47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