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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 
 
  你猜一下，現在誰的名字會被讀出最多次？誰的名字已被讀超過六百次？早堂聚會的
弟兄姊妹在做完禮拜後，打開 Facebook 直播，還有機會見證那一位行政長官參選人勝出。
若不需要第二輪投票，參加午堂崇拜的弟兄姊妹，亦已知道選舉結果了。 
 
  究竟是被評為三低（低民望、低能量、低認受性），又會令港人未來五年很難受的候選
人勝出？又或被指辦公桌上一些紙張及文件夾都沒有，叫人羨慕的候選人勝出？不論誰勝
出也好，最後也須對特首有實質任命權的中央作決定才能確實。 
 
  二千多年前，一位木匠的兒子誕生於伯利恆（路二 1-7），他仍是小孩已要逃亡至埃及
（太二 13-15），後來從埃及回到拿撒勒的家鄉（路二 39）；十二歲的時候與父母同上耶路撒
冷過逾越節，被發現在聖殿的教師中聽道（路二 41-52）；其後他靜默了十八年。當他三十
歲左右，他開始呼召屬他的人，與門徒在加利利巡迴宣講（可一 35-39）；因著他不顧安息
日規定，一直工作、醫病，以至法利賽人與希律黨人合謀要殺害他（太十二 9-14）；因他所
作的種種事情，連他的親屬也視他為瘋狂（太十二 46-50）；即使看著他成長的家鄉同胞們，
亦因為同樣原因而不相信他（可六 1-6）；在他傳道的第二年，他在耶路撒冷過修殿節期間，
宣告自己與神是一體，再次引發猶太人要殺害他（約十 22-42）；縱然他幫了很多人，又在
伯大尼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約十一 17-46），但大祭司該亞法和猶太公會定意要殺害他（約
十一 47-53）。短短的三年裡，他不斷受著法利賽人及宗教領袖的攻擊，同胞的拒絕，為了
逃避他們，他經常退到撒瑪利亞邊境去（約十一 54）。 
 
  當他受死復活前幾天，百姓曾以凱旋的方式歡迎他進入耶路撒冷（太廿一 1-11），但就
在他面對死亡痛苦時，連他最親密的門徒也出賣離棄他（太廿六 14-16，69-75）。儘管彼拉
多的妻子曾為他求情，只可惜她的懇求聲被百姓叫喊「釘他十字架」的聲音蓋過（太廿七
19，22-23）。路加福音記述，「彼拉多問耶穌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說：『你
說的是。』」（路廿三 3）耶穌在生前，得不到當時的同胞、宗教領袖、巴勒斯坦的官員、統
治者的認同，至死得不到統治國任命為猶太人的王，他所得到的，就只有釘十字架受死時
他頭上的木牌。 
 
  主耶穌是基督？是受膏者？是王嗎？不用猜，祂當然是。祂的神性不需要別人驗證才
能確定是真實的，祂在世的活動（經世三一：「上帝外在的關係」，即上帝用祂的工作啟示祂
自己。）已證明了。1這可能就如有人說，我們雖處於世上浮雲中，很多事情猜不透，但耶
穌作王卻已是肯定的了。 
 
  你可有猜到這次 2017 年特首選舉誰人勝出呢？或許你才不管是誰勝出？  
 

孔啟源先生 

                                                 
1  教育部 5 月舉辦的神學主日學專題：系統神學淺談，由禤智偉博士任教，內容也會涉獵這「經世三一」

方面：「…以互動的方式、日常的事例，通過自我檢驗、反省信仰生活，回歸神學的初衷：上帝觀，就是
認識那位首先行動的三一上帝，祂的在世作為和品性、對教會的呼召，以及對被造世界的終極計劃。」
有關神學主日學詳情可參海報。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生命樹奧祕 (普天頌讚 216 首) (大齋期第四主日) ............. 眾  立 

求賜心眼清晰瞻主，作主光明好子女，賜我心靈愛慕近主， 

藉祢福音照程途，藉祢福音照程途。 

3. 宣召 ............................ 詩篇 43 篇 1-5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神啊，求你為我伸冤，向不虔誠的國為我辯護； 

  求你救我脱離詭詐不義的人。 

應：你是作我保障的神，為何丟棄我呢？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時常哀痛呢？ 

啟：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信實，好引導我，帶我到你的聖山，到你的居所！ 

應：我就走到神的祭壇，到賜我喜樂的神那裏。 

  神，我的神啊，我要彈琴稱謝你！ 

合：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 

4. 讚美 ................................. 與主同行 (普天頌讚 215 首) .............................. 眾  立 

詩班：1) 耶穌來到沙漠地，尋求主道，與敵角力；太陽、月亮升高天， 

 守望祂在禱告、禁食。與耶穌同經幽谷，撒但領祂周圍觀看； 

 與耶穌同經幽谷，祂已掌握答案。 

   2) 猶如以色列先祖，穿越沙漠，經過險地，尋覓信心大磐石， 

 活水生命湧流不息。與耶穌同經幽谷，我們跟隨基督腳蹤； 

 與耶穌同經幽谷，四十晝夜與共。 

   3) 處身沙漠，終發現我們身分何其奧祕，倚靠、跟隨信實神， 

 時常親近雖似遠離。與耶穌同經幽谷，禱告傾訴心願滿載； 

 與耶穌同經幽谷，主必與你同在。 (間奏) 

   4) 行經塵土，攀山岡，預苦之路與主同行，手相牽越過沙漠， 

 彼此分擔重負艱辛；與耶穌同經幽谷，觀看天象不斷變遷； 

 與耶穌同經幽谷，復活晨曦快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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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畢生愛主 (普天頌讚 22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20 章 17-28 節 .................................. 眾  坐 

羅馬書 8 章 1-10 節 

8. 獻詩 ................................................. 奇妙雙手 ............................................... 兒童詩班 

9. 奉獻 .............................來就上主羔羊 (普天頌讚 218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73 篇 1-2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1. 信息 ........................................... 在聖所得着亮光 ......................................... 眾  坐 

 



 

 

 

12. 回應 ................................. 主戴榮光 (生命聖詩 143 首) .............................. 眾  立 

1) 從前曾戴羞辱荊冕，現今已戴榮光； 

大能大力得勝君王，頭上冠冕輝煌。 

2) 天上完美至高地方，原屬我主我王，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天國永恆真光。 

3) 天上萬靈喜樂高興，地上主民慶頌， 

上主慈愛向眾顯明，同尊上主聖名。 (間奏) 

4) 十架救恩，十架羞辱，都從上主領受， 

因信稱義，享受天福，美名存到永久。 

13. 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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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今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4 日洗禮者

請填寫報名表及 104 室上堂，(70 歲長者除外)。 

3) 四月份主受苦、復活節期之特別聚會如下，請弟兄姊妹代禱並預留時間出

席。詳情請參閱海報 

13/4(四) 晚上 8 時濯足日默想會(主題：應邀出席主與門徒的最後晚餐) 

14/4(五) 下午 1 時半至 4 時半舉行戶外默想及祈禱會 

        (主題：默想十架下的 11 個相遇)，參加者須報名。 

14/4(五) 晚上 7 時受難節聖餐崇拜(主題：十架下的我) 

16/4(日) 早、午堂復活節合一(成、青、兒崇)崇拜 (主題：復活的生命) 

22/4(六) 晚上 7 時佈道會，題目：「請光照我」，講員：萬得康牧師，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 

        是日所有團契參加佈道會。（陪談員請準備領決志者禱告） 

4) 教育部於 5 月 7 日起逢主日下午二時至三時，舉辦 2017 年神學主日學專

題：「系統神學淺談」，邀請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助理教授禤智偉

博士主講，共八堂，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詳情請參海報。 

5) 啟思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將於 4 月 7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至九時在教會

舉行專題講座，由資深教育工作者莫鳳儀太平紳士主講，題目是“如何裝

備孩子擁有一個順暢和快樂的人生”。是次講座特預留 50 個座位給藍田

堂，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及報名。 

6) 2016 年至 2017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定為今日(下午 1:00 前)，往後所收的

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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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Verse by Giovanni Maria Trabaci (c.1575-1647)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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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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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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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張于力弟兄 林湛基弟兄 張于力弟兄 區惠娟姊妹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李燕怡執事 何艷愛姊妹 張元娜姊妹 黎美滿姊妹 林義妹姊妹 陳醮英姊妹 黃菁菁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瑞玉姊妹 文玉玲姊妹 李翠碧姊妹 蔡月媚姊妹 譚慧冰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麥永佳姊妹 莊偉棠弟兄 馬志國弟兄 麥淑容姊妹 曾慶基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禮標執事

影音: 梁志強弟兄 何淑怡姊妹 徐俊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陳貽添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李燕怡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葉蔓菲姊妹 林義妹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梁頌康弟兄 梁頌康弟兄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葉佩鈴姊妹 麥永佳姊妹 麥穎珊姊妹 何慧玲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呂淑琼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文玉玲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4月2日) 聖餐預苦期第四主日（紫）(3月26日) 

本月奉獻累積: $657,956  (包括發展及購堂: $55,3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69,806

本週獻花: 李俊傑夫婦、陳卓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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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