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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舊 
 

  自從我發現有一條巴士線多數用單層巴士行駛後，每次需要乘搭該線的巴士時，

心裡就很渴望能遇上的會是一輛單層巴士。翻查歷史，原來第一部單層巴士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前在香港行駛；而香港最初的巴士全屬單層，還設有頭等軟座和二等硬

座，與現在的單層巴士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喜歡單層巴士，大抵是因為現時已少有，量少就變得珍貴，還有的就是一種舊

的味道，這種舊的味道蘊含著對過去的一份不可磨滅的情懷，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這種

情懷，例如從前的夢想、頑皮的日子、光輝的歲月等。每一個人都會懷緬往日的經歷

和見聞，其實懷緬過去是對往日的思念，可作為檢視今天和計劃未來。 

 

  聖經也教導我們要懷緬往日，要思念自己的本源。神吩咐祂的子民要世世代代講

述自己異鄉為奴得蒙拯救的事實，要思念神的恩典；要因為自己曾經身受其苦，而懂

得善待他人，所以我們也應抽時間好好懷緬舊日，思念神的大愛，祂為我們所作的救

贖奇功，好叫我們不致忘本。思念主對我們的愛，會成為親近主的原動力，使我們更

認識神，更懂得感謝主那份為我們犧牲的大愛，並祂在我們生命中繼續塑造的工作。

我們要思念創造萬物的主，感謝祂賜給我們生命和生命的氣息。 

 

  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常活在主的愛裡，常思念主的愛和祂對我們無限的憐憫和

包容，以致我們有動力和火熱的心事奉祂。基督徒要事奉神，但若只是為了職責而做，

就很容易產生很多負面的情緒，例如會恐懼不能完成責任，甚至引致自卑；會因為事

務繁忙令精神疲憊不堪，沒法享受事奉主的樂趣。但若我們能多思念主的愛，回想祂

如何在人生大小的危機中拯救我們，祂的愛就成為一股生命的力量，激勵我們前進，

並甘心樂意去按主的吩咐去服侍主和服侍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務隨時充

塞著我們的心，甚至連主的愛也無法容得入，這樣，我們的事奉就變得是「捱」，所

以常思念主的愛，我們的生命就好像有源源不絕的燃料供應，真能事奉得力了。 

 

鄧綺雯姑娘 



 

 

二零一七年七月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45 篇 1-2, 6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應：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合：人要傳講你可畏的能力，我也要傳揚你的偉大。 

3. 讚美 .................................. 讚美上主 (普天頌讚 30 首) ............................... 眾  立 

   1) 讚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祂永遠是我救贖、健康； 

 有耳能聽，同來親瞻主聖容，歡欣頌主，虔敬讚揚。 

   2) 讚美上主，榮耀權能，奇妙統治萬物， 

 展開恩翼，温柔保護，扶持、顧念、養育； 

 你豈不見所需主供應豐富，主賜恩福遠超禱求。 

清唱：3) 讚美上主，使我工作亨通，處處看顧， 

 上主恩慈，上主美善，每天環繞、保護； 

 仔細再思，全能臂膀行奇事，主愛為朋何等恩福！   (間奏) 

   4) 讚美上主，凡我裏面盡心崇敬、稱揚； 

 但願天下凡有血氣同來讚美、歌唱； 

 屬主民眾重新一致説“阿們”，歡欣讚美、敬拜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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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普賜宏恩 (普天頌讚 32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撒迦利亞書 9 章 9-12 節 .................................. 眾  坐 

羅馬書 7 章 15-25a 節 

7. 獻詩 ............................. 上主尊榮 (普天頌讚詩 145b 首) ........................... 詩  班 

8. 奉獻 ...............................主道不變更 (普天頌讚 4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14 章 22-32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與耶穌同行在水上 ....................................... 眾  坐 

11. 回應 ............................神是我牧者 (青年新歌 1 集 16 頁) ......................... 眾  立 

1) 神是我牧者，天天引導我，必供應完備未缺； 

領我身躺臥綠野佳美地，真理、活水遍地見。 

2) 重造我內心，更新我路徑，恩主名常頌念記。 

路上祢在旁助我走窄路，滿仁愛公正步履。 

3) 危難與絶境、幽谷與逆旅，堅心信靠未懼怕； 

祢以杆與杖為我擔軟弱，共行賜安慰、勵勉。 

4) 仇敵滿前方，恩主卻伴我，祂擺設筵席盛宴； 

滿滿的福杯，溢我心裏面，膏抹這生滿祐眷。  (間奏) 

5) 宏恩與憐恤、祝福已澤遍，恩典處處亦遇見； 

住在祢聖殿，願永瞻祢面，永没止息，我願意。 



 

 

 

 
12. 公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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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生福音成長班」於今天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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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執事會於 7 月 12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4) 請已報名參加 17/7-22/7 暑期聖經班之兒童，於 17/7 早上 8:45 準時到達

教會出席課堂。（煩請各兒童必須穿著 T-shirt、褲子和波鞋及自備飲用水

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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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於不同服務中心工作及參與教會事奉，鼓

勵弟兄姊妹參加（參加費用每位 500 元）及奉獻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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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聖樂促進會於 7 月至 9 月期間，逢星期三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於教會禮堂進行練習。 

8) 本堂傳道孔啟源先生的母親已於 6 月 25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9) 周家邦弟兄之母親羅玉萍姊妹的安息禮拜定於 7 月 18 日晚上 8 時在鑽石

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0) 本堂會友葉利洋弟兄（葉慧靜姊妹）爸爸的安息禮拜定於 7 月 23 日晚上

6 時正在九龍殯儀館慈光堂 301 室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公禱事項：暑期聖經班、青少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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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Tuba Tune in D major, op. 15 by Craig S. Lang (1891-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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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雄牧師 沈志雄牧師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林燕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佩貞姊妹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招待: 林瑞馨姊妹 鄭倩雲姊妹 張元娜姊妹 張慧清姊妹 陳醮英姊妹 鄭　琦姊妹 黃盛霞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朱月萍姊妹 柯思敏姊妹 譚建偉弟兄 吳友蓮姊妹 葉蔓菲姊妹 黎蓮妹姊妹 譚慧冰姊妹 莫綺湘姊妹

當值: 區惠娟姊妹 戴志遠弟兄 楊彼得弟兄 劉嘉敏姊妹 李德恩弟兄 曾偉珩弟兄 羅志威弟兄 朱麗麗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育如姊妹 雷偉勝執事 陳喜洋弟兄 魏成杰弟兄 周　溢弟兄 郭　宏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林殷宏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梁銘章弟兄 潘燕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蔡曉恩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司事: 陳　灝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何葦霆小朋友 鄭奕希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李燕怡執事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燕怡執事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葉佩鈴姊妹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7月16日)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綠）(7月9日) 

本月奉獻累積: $157,617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700) 上週奉獻總數: $15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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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君思姊妹、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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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