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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鼓勵 

 
這學年快將完結，莘莘學子的考試大多也完成了，下一個關口應該是派成績。現在的
中、小學制，留班的機會已很少，對於校內試成績不如理想的同學們影響不大。但對
於等待公開試成績的學生，心情就特別不同，除了入讀小學及中學的派位結果，中學
文憑試的成績，可能是他們一生的重要里程碑。 
 
因應他們的情況，我們會為他們代求，也會有不同形式的鼓勵。今日的生活靈修，想
同大家重溫一些我們很熟悉的經文，希望我們使用得更為恰當。 
 
當學生取得佳績時，信徒可能提醒他們要「將榮耀歸神」。以「和合本」聖經出現「榮
耀歸神」的相近的字句，從來都不是人自己作了一些行為，之後自己說「將榮耀歸神」。
大致有以下三種用法： 
1. 與行為有關的用法，是別人(他們)看到信徒的行為，他們說出「將榮耀歸神」。 
2. 人沒有作過甚麼而得到神的恩典，這人「將榮耀歸神」。 
3. 人用以讚美神時說出的字句，與人所作的行為沒有直接關係。 
 
教導考得好成績的信徒，自己說「將榮耀歸神」，這沒有在聖經出現過。但我們作為
弟兄姊妹，我們可以說出「將榮耀歸神」。 
 
當學生的成績未如理想時，有沒有聽過信徒用「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腓 3:13)作
為鼓勵？在 2015 年 1 月的「生活靈修」曾與大家分享過，保羅要忘記的，可以有兩
方面： 
1. 是未信主前，為著世上的成就而竭盡去迫害教會，這代表著世上的成就、名聲及

地位。 
2. 另一說法是指到信徒曾經為著要得著基督而付出過的努力1，不要為過往的努力而

自滿，也不要因為懷念過去的成就，而阻礙自己不停的努力及成長。 
 
這經文，保羅不是叫人忘記不開心的事，並鼓勵他要「努力面前」，向著新的目標及
方向進發。保羅是要忘記世上的一切成就，甚至是事奉上曾經付出過的，前面的人生
就只要「為主而活」。這經文的教導方向，與信徒在中學文憑的成績好與壞，可能未
能有適切的關係。更因為成績都是人在世的成就，應被看作「糞土」，用這經文去回
應學業成績，是否希望他們不再繼續學業？ 
 
神賜予人不同的才幹(太 25:14-30)，神所看重要是人如何按自己的能力，又良善又忠
心去運用，不是考試的結果，成績的高低或好壞。 
 

陳志輝先生 

                                                 
1天道聖經註釋〈腓立比書〉馮蔭坤，頁 383。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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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31 篇 23-2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都要愛他！ 

  耶和華保護誠實可靠的人，卻加倍報應行事驕傲的人。 

應：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 

3. 讚美 ................................. 聖靈作工 (普天頌讚 310 首) .............................. 眾  立 

1) 真神聖靈永居高處－聖潔國度光明境， 

不斷俯視黑暗世代，洞察人心多幽蔭， 

受差提升卑微、軟弱，選召子民享尊位； 

永活聖靈賞賜生命，當被高舉永讚美。 

2) 真神聖靈永生權能，充滿教會生命泉， 

激勵、感化心懷意念，助人奮戰、誨不倦， 

作工塑造上主教會，常以基督心為心； 

稱頌聖靈不住寵愛，恩賜傾下果豐盈。    (間奏) 

3) 真神聖靈時刻運行，教會事奉必興旺； 

甦醒心靈，加添力量，罪囚奴僕得釋放； 

連結心靈－古、今信徒－合一相交作肢體， 

享受永遠聖潔團契：聖靈，我們讚美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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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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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7 章 21-29 節 ................................... 眾  坐 

羅馬書 3 章 21-25a, 26-28 節 

7. 獻詩 ...............................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 詩  班 

8. 奉獻 .............................聖靈，求降臨 (普天頌讚 30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3 章 9-21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十字架在中國 ........................................... 眾  坐 

11. 回應 ................................. 神佑中華 (普天頌讚 556 首) .............................. 眾  立 

1) 中華立國，至今四千餘年，為神所證，前代歷有聖賢； 

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的神，今由基督垂示神妙法身。 

2) 懇求引導，懇求振發中華，常使中華得蒙恩澤無涯。 

願主聖諭永為中華法度，願主平安普遍中華國土。阿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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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遠東廣播張連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兒童暑期聖經班今日截止報名。 

4)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

$10 連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接受申請，並可於 7 月中領取。 

5) 福音性研經班 II（基礎課程）於今天在 102 室（上午十時三十分）舉行，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希望進一步了解信仰之朋友及弟兄姊

妹參加。 

6) 「初中生福音成長班」於 7 月 9 日開始，逢星期日下午 2:30-4:30。以信

仰成長班配合興趣班(四選一：初級結他、實用英語、DIY 美食及手工、

籃球班)，帶領學員認識福音及參與教會聚會。第一期於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弟兄姊妹可向陳志輝先生查詢及報名，歡迎未信主的初中生參加。 

7) 本年度暑期鶴山短宣體驗，將於本年八月八日（星期二晚出發）至十三日

（主日，參與當地崇拜）開始，於不同服務中心工作及參與教會事奉，鼓

勵弟兄姊妹參與（參加費用每位 500 元），報名請與麥牧師聯絡。 

8) 本堂會友黃帶好姊妹安息禮拜定於 6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30 於沙

田善寧之家一樓靜思室舉行（有旅遊巴接載，請於上午 9:30 前在教會門

口集合），求主安慰其家人。 

9) 本堂會友黃盛火弟兄於 6 月 12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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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Sing with Joy, Glad Voice Life by Hermann Schroeder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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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馬君蕙姊妹 周鈺貽姊妹 甄志賢弟兄 張宏睿弟兄 陳明霞姊妹 張宏睿弟兄 周家揚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林瑞萍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瑞萍姊妹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李燕怡執事 區惠娟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黃瑞玲姊妹 葉翠蓮姊妹 康　全弟兄 黎美滿姊妹

司事: 梁廣深弟兄 張淑敏姊妹 文玉玲姊妹 林碧蓮姊妹 黃寶強弟兄 袁麗嬋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菁菁姊妹

當值: 陳惠霞姊妹 莊偉棠弟兄 古海劍弟兄 劉柏堅弟兄 高燕萍姊妹 甄志賢弟兄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許偉賢弟兄 周　溢弟兄 郭浩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李建業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朱滔聰弟兄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讀經: 何嘉熹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司事: 蔡曉恩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黃思源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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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慧玲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何慧玲姊妹

和平: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朱美儀姑娘 方麗玲姊妹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林溢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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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6月25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6月18日) 

本月奉獻累積: $274,748  (包括發展及購堂: $32,400) 上週奉獻總數: $133,362

2017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鄧民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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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7年5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23,973         535,773    13,000      18,600     5,000        1,000       50,600          

現金支出 561,775         509,852    1,000        2,547       -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62,198           25,921      12,000      16,053     5,000        (4,000)      7,224            

固定資產 15,438,758    349,128    -                -               -                -               15,089,63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31,877      431,596    444,370    761,851   15,900      (10,350)    88,510          

其他資產 113,889         41,889      -                -               72,000      -               -                    

按揭貸款 (3,310,424)    -                -                -               -                -               (3,310,424)    

其他負責 (150,660)       (150,660)   -                -               -                -               -                    
淨資產 13,823,439    671,953    444,370    761,851   87,900      (10,350)    11,86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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