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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帝為最重要的 
 

  當你生病時你會先看醫生還是先禱告上帝？其實，看醫生及禱告的先後是沒有

衝突的，耶穌也曾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太九 12），所以，

看醫生及禱告在根本上沒有衝突。當生病時，我會去看醫生，我仍有三科不同的病歷

需要定期到醫院覆診，既是這樣，為何仍然去問「生病時會先看醫生還是先禱告上

帝？」試同大家分享一下。 

 

  基督教信仰有一重要的本質，就是上帝是我們的主，故此，當人在生命中出現種

種不同的情況（例如：患病）或改變時，我們必須與上帝進行對話，並且伴隨對話中

得著的指引，將之實踐出來，舉出「生病時會先看醫生還是先禱告上帝」的問題，其

目的是叫我們思考及知道，在使用醫藥時，要將上帝視為最重要的。進一步的解釋，

就是不論信徒處於任何境況，也要將上帝視為最重要的。就以醫藥為例子，過往很多

不能治療的疾病，因著醫藥發展迅速，病患能得著醫治，人們依靠著醫藥改進，獲取

了極大得益，可以肯定醫藥的改進是造福人類。其實不單只醫藥，在其他不同科學的

不斷地推進，人類廣泛地得著不同知識及益處，但，不同的專家在不同的領域愈來愈

多時，我們開始察覺，人們對上帝的依靠慢慢轉成對專家的依賴，更可惜的，因著這

轉變，形成了一種廣泛的偶像崇拜——在輔導上倚賴佛洛伊德、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

倚賴馬克斯或韋伯（Max Weber）、在傳福音的規劃上倚賴一些推銷的手法——我知

道，我當然不會希望，由一位業餘人士來幫我進行腹膜炎手術，不過，信徒要提醒自

己，在運用科學時要將上帝視為最重要，不可將人的生命讓給科學，不可將人的生命

讓給其他人、事、物。 

 

  列王紀下一章記載了以色列王亞哈謝病倒的事蹟，亞哈謝病了，但作為以色列的

王，他不向耶和華求問，反去求問以革倫的假神巴力‧西卜，因此，耶和華藉先知以

利亞向亞哈謝說，「你們去求問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豈因以色列中沒有上帝嗎？」 

 

  弟兄姊妹，有病一定要看醫生，安裝電器要找專業的技工……，不論何事，都可

向專業人士（專家）尋求意見，但我們更要緊記，不論信徒處於任何境況，也要將上

帝視為最重要的，因我們原是屬於上帝的。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何西阿書 6 章 1-3a 節 .................................... 眾  立 

啟：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 

  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應：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 

  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合：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3. 讚美 .............................主愛在心燃起 (生命聖詩 160 首) .......................... 眾  立 

1) 真神賜大權能，在我輭弱心中，時刻蒙主保守，恩典不斷湧流； 

自有聖靈在心，一切歸主管理，奇妙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 

2) 在十架前跪下，我今樂意奉獻，全放在祭壇上，從今直到永遠； 

救主代付贖價，慈聲呼喚我名，活祭今獻壇上，聖火燃燒不停。 ** 

(間奏) 

3) 我無善行可取，惟靠救主應許，在主裏蒙收留，藉主恩得拯救。 

榮耀全歸真神，哈利路亞高唱，主愛澆灌心中，心靈火焰挑旺。 ** 

**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聖靈充滿心靈，榮耀全歸主名，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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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求聖靈惠臨 (生命聖詩 153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50 篇 1-15, 2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耶利米書 20 章 7-1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7. 獻詩 ................................. 聖靈感化 (普天頌讚 306 首) .............................. 詩  班 

8. 奉獻 ...............................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10 章 24-25, 32-39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背自己的十字架 ......................................... 眾  坐 

11. 回應 ................................. 十架精兵 (生命聖詩 378 首) .............................. 眾  立 

   1) 我是否主十架精兵，跟隨羔羊前行？ 

 是否懼怕為主作工，羞於承認主名？ 

   2) 別人為主奮勇作戰，血汗滿披沙場， 

 難道自己獨享安逸，逍遙進入天堂？ 

默想：3) 豈可安逸如無仇敵？豈無洪波當堵？ 

 世俗豈與主恩為友？豈能助我向主？ 

   4) 若要得勝必須爭戰，膽量求主加添； 

 不辭勞苦，忍受辛酸，靠主真道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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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週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公眾假期，教會如常開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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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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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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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宣道會藍田堂聘牧：增聘傳道，主動熱誠，負責青少年事工，具團隊精神，

神學士或以上，有志者請電郵履歷近照及兩位諮詢人至宣道會藍田堂。

admin@cmaltc.org 資料只供招聘用 

7) 本堂會友黃盛火弟兄安息禮於 6 月 30 日在九龍殯儀舘三樓光榮堂 304 室

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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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En Grand Jeu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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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張宏睿弟兄 陳明霞姊妹 張宏睿弟兄 周家揚弟兄 林恩庭姊妹 顧建德弟兄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黃瑞玲姊妹 葉翠蓮姊妹 康　全弟兄 黎美滿姊妹 林笑寶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袁麗嬋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菁菁姊妹 鄭穎儀姊妹 蔡月媚姊妹 鄒念龍弟兄 盧麗銀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甄志賢弟兄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余文耀執事 麥淑容姊妹 張金生弟兄 呂君達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李建業弟兄 楊芷瑩姊妹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許偉賢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梁頌康弟兄 梁頌康弟兄

讀經: 林洛琛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司事: 黃思源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呂淑琼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何慧玲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林溢敏姊妹 方麗玲姊妹 李燕怡執事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杜小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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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7月2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6月25日) 

本月奉獻累積: $379,111  (包括發展及購堂: $42,900) 上週奉獻總數: $10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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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維天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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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