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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定義 
 

  最近和申請了洗禮的長者上洗禮班，當講到「罪」的問題時，他們總覺得自己沒

有罪。聖經描述「罪」的動詞 ha martan'o"射不中目標"之意。這動詞在古希臘時代是

指持矛的人無法把矛擲中目標。若應用在品格的層面，則是指沒有符合標準，不能達

到目標或準則，按這個原則，關鍵經文就是羅馬書三章 23 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神的榮耀。"究竟「罪」是什麼？就是射不中目標。那麼我們要射的究竟又是什

麼目標呢？神的榮耀。換言之，我們要射中的目標是滿有光明的，然而我們卻經常失

誤。 

 

  我們一般人對罪都有錯誤的觀念，我們都認同賊匪、殺人兇手，酒徒，三教九流

之輩才是罪人，而我們大部份人都自認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因此，我們認為罪跟自

己扯不上關係，我們從沒想過自己是罪有應得的人。所以極大多數不願信主的人，是

因為看不到自己有罪，需要主耶穌為我們負上罪的贖價。不過，另一個描述罪的詞語

是 ha marti'a 叫我們面對罪的事實，就是無法活出我們應該活的態度。 

 

  一般人誤以為罪是針對我們所做的事，是實上是一些我們沒有做到的事，我們沒

有做到什麼事呢？我們沒有活出神對聖潔的標準，神是聖潔；完全沒有瑕疵的，因此

罪就是指沒有達到該標準。一切我們所犯的罪，就是指我們沒有做到這種種事情，我

們跟神的榮耀相距很遠很遠。 

 

  人對罪的看法遭到扭曲。因為人的罪性扭曲了他對罪和罪惡感的認知，但神的立

場是十分清晰的——人任性固執地偏離了神的律例典章，遠遠不能達到祂對聖潔的

要求。我們再一次感謝神對我們有赦罪之恩。 

 

  祝福所有年長的弟兄姊妹選擇願意接受慈愛有赦罪之恩的主，求主賜你們一棵

單純清潔的心。 

 

尚佩冰牧師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基督已復生 (普天頌讚 824 首) ............................ 眾  立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基督今天復生！ 

3. 宣召 ........................................ 彼得前書 1 章 21 節 ...................................... 眾  立 

你們也因着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 

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 

4. 讚美 ................................... 主復生 (普天頌讚 269 首)................................. 眾  立 

詩班：1) 主復生！從今以後死亡恐怖再不驚心； 

 主復生！從今以後墳墓威權再不轄制。阿利路亞！ 

   2) 主復生！為我犧牲，此生專為事主信徒， 

 清心虛懷偕主行，頌揚讚美，榮歸救主。阿利路亞！ 

   3) 主復生！我深知道主愛深厚永不轉移； 

 生與死、地府噩耗，不能分隔與主割離。阿利路亞！ 

   4) 主復生！榮升主帥，寶座莊嚴，萬國君臨； 

 我主腳蹤甘追隨，偕主作王，安息天庭。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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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稱謝復活主 (普天頌讚 27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詩篇 16 篇 1-1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路加福音 24 章 13-35 節 

8. 獻詩 ................................. 被殺羔羊 (普天頌讚 283 首) .............................. 詩  班 

9. 奉獻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利未記 11 章 1-8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優先座 ................................................. 眾  坐 

12. 回應 ................................... 主活着 (生命聖詩 413 首)................................. 眾  立 

1) 我所事奉復活主，祂今在世活着，我知道祂確活着，不管人怎麼説， 

我見祂手施憐憫，聽聞祂安慰聲，每次當我需求祂，總必答應。  ** 

2) 在我所處環境中，主愛常在我旁，我雖有時心煩惱，但卻永不失望， 

我知救主引領我，衝破暴風狂濤，一日我主必再來，大顯榮耀。  ** 

(間奏) 

3) 歡欣，聖徒當歡欣，大家高聲讚揚，不息的“哈利路亞”，歸於基督我王， 

尋祂的人有盼望，祈求者得幫助，無人有祂的愛心，仁慈，善良。 ** 

** 基督，耶穌，今天仍然活着，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窄路同過。 

基督，耶穌，救恩臨到萬邦，若問我怎知祂活着，祂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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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奉獻之收據已於 4 月 23 日起派發給弟兄姊妹。 

3) 2016-2017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已於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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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課室 

基礎 承先啟後的僕人 (II) 鄧綺雯姑娘 104 室 

基礎 新約背景與福音書導論 孔啟源先生 101 室 

中級 聖經集成之路 麥志成牧師 副堂 

初中主日學 天國寶訓 

李芷珊姊妹 

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103 室 

高中主日學 永遠的愛 黃麗堅姊妹 105 室 

初信栽培班 
福音研經課程（Ⅰ） 

4 月 30 至 5 月 28 日 
郭小姬姊妹 102 室 

4) 家庭團契蘆葦組五月份活動改於今日（星期日）外出行山，歡迎小學生及

其家長報名參加。 

5) 凡報名參加 1/5(明天)事奉人員退修會的肢體請於上午 9 時半前回教會報

到；並請大家禱告記念，求主帶領和使用。 

6) 5 月 3 日（週三）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一天。 

7) 本年度第一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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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月 23 日開始，青少年崇拜改為 11 時 30 分開始，以利沙團改為 12:15-

1:30 聚會，請肢體留意改動。 

9)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將於 5 月 2-8 日放假。 

10) 本堂會友潘潔儀姊妹於 4 月 10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5 月 1 日晚上

6 時在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本堂會友鄭嘉惠姑娘父親鄭木喜先生於 4 月 19 日離世，喪禮定於 5 月 10

日晚上在九龍殯儀館地下東海堂守夜，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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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En Grand Jeu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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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林禮標執事 林禮標執事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連卓鴻弟兄 連思樺姊妹 呂潔儀執事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趙惠蘭姊妹 李淑蓮姊妹 黃嘉鳳姊妹 張穎明姊妹 黃瑞玲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陳惠霞姊妹 丘嘉敏姊妹 莫綺湘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方子仁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張漢榮執事 王月珊姊妹 羅志威弟兄 呂君達弟兄 黃翠屏姊妹 鍾偉貞姊妹 劉嘉敏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雷偉勝執事 夏振傑弟兄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趙惠蘭姊妹 林月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葉玉娥姊妹 葉蔓菲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林溢敏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林溢敏姊妹 何慧玲姊妹

和平: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四主日（白）(5月7日) 聖餐復活期第三主日（白）(4月30日) 

本月奉獻累積: $436,745  (包括發展及購堂: $4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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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4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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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