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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的 
 

  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種種不同事情，有些涉及自己，有些發生在身邊卻與

自己沒有關係的人身上。儘管是這樣，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宇宙萬物的主，因此上帝

在每件事情上，祂都是全知的，上帝總有祂對每件事看法。作為上帝子民的一份子，

我們希望知道上帝的心思意念，但當有種種不幸、不公平的事情在我們身上或周圍發

生時，我們會慨嘆：我們不明白為何上帝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耶穌在教訓之間，說：『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

上問他們的安，又喜愛會堂裡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

很長的禱告。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罰！』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

好些財主往裡投了若干的錢。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

都投上了。』」馬可福音 12:38-44 

 

  出現這幕有錢人奉獻不被接納的記載，原因是作者馬可刻意地讓兩個奉獻形成

強烈的對比：一個是已經很窮，卻把全部的生活費（財產）都獻上了，另一個是有錢，

但只從他們的財富中捐出有餘的。這個對比已經不是金錢數目的問題，而是信仰的態

度。那位窮寡婦，她很可憐，但在奉獻時她先想到上帝，所以雖然自己很窮，仍然把

全部的生活費都獻上。而那些有錢人，也就是富有的祭司、文士和負責管理會堂產業

的人，即使在殿中正面對上帝，他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自己，所以先留住自己的份，

再把剩下的一點給上帝。就是這個差別，以自己還是上帝為優先。 

 

  我們懂得上帝心意的，只是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同時，我們採取甚麼態度回應而

已，避而不談？就手旁觀？抑或按上帝心意而行。弟兄姊妹，你懂得嗎？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86 篇 11-12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 

  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應：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稱謝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3. 讚美 ............................... 尊主至高名 (普天頌讚 110 首) ............................. 眾  立 

   1) 讚美真神，稱頌上主，我們尊祢至高名！全能君王、父神面前， 

 天使、聖徒同崇敬；受造萬物顯主光榮，人、天聚集數深恩， 

 同歌“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上主，獨一神。” 

   2) 誠實先知、忠信使徒、歷代堅貞放光明，眾多無名殉道聖徒 

 加入讚美齊響應；地上教會同心宣認，三一上主獨威嚴， 

 榮歸聖父、聖子、聖靈，主賜盼望永無限。 

詩班：3) 耶穌基督—榮耀君王，永活真神獨生子，童女—生母—謙卑順服， 

 主亦孤身苦路馳，藉釘十架戰勝罪惡，與死交鋒止威權， 

 大開天門歡迎信眾，賜恩稱義解仇怨。 

   4) 榮凱基督高居父右，全權審判秉公義，我眾自由乃主贖回， 

 懇求幫助祢僕役：塵中求主提進光榮，時刻保守離惡行； 

 讚美、高舉基督作王，求主拯救祢子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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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復興主教會 (普天頌讚 54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羅馬書 8 章 12-25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13 章 24-30, 36-43 節 

7. 獻詩 .............................耶穌頒主醫治 (普天頌讚 537 首) .......................... 詩  班 

8. 奉獻 .............................聖經真理流傳 (普天頌讚 413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22 章 39-4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苦難為甚麼總是這樣癡纏？ ............................... 眾  坐 

11. 回應 ................................. 生命路程 (普天頌讚 557 首) .............................. 眾  立 

   1) 人生道路分歧之處，種族、階級爭鬧紛紛； 

 我從私欲戰鬥聲中，彷彿聽見恩主慈聲。 

   2) 困苦艱辛欺壓之處，黑暗、恐慌、墮落之中， 

 我從貪欲霧迷路上，彷彿看見我主淚容。 

   3) 眾生勞苦，憂傷負重，徬徨孤苦無助孩童， 

 憂愁痛壓、弱貧心靈，救主摯愛從不放鬆。 

默想：4) 奉主之名杯水濟人，仍顯我主慈恩日新； 

 羣眾千萬卻仍切望，親瞻聖容所發憐憫。 

   5) 救主，求祢速速來臨！醫治世間痛苦靈魂； 

 居住愁煩眾民中間，遍踏街巷撫慰人羣： 

   6) 待眾明瞭悲憫權能，矢志隨主腳蹤前行； 

 直到榮光顯自天邦，上主之城終必降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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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契於 7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3:30 舉行健康講座「退化性

膝關節炎——日常生活篇」，由衛生署註册護士主講，歡迎 60 歲或以上人

士參加。 

3) 初中主日學於 8 月 6 日起舉辦暑期課程：「聖經中的饒恕」，共四堂，逢主

日上午十時半至十一時十五分於 103 室舉行，歡迎現時就讀初中及 9 月

升中學生參加，詳情可向孔先生查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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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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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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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堂會友葉利洋弟兄（葉慧靜姊妹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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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堂會友朱健文弟兄於 7 月 11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8 月 3 日晚上

7:30 在沙田寶福殯儀館四樓妙天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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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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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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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主席: 余月娥執事 余月娥執事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鄧民亮弟兄 張于力弟兄 連卓欣弟兄 張于力弟兄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陳惠霞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淑敏姊妹 方子仁弟兄 何艷愛姊妹 林文蓮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譚富霖弟兄 袁麗娟姊妹 周家揚弟兄 黃佩貞姊妹 黃寶強弟兄 張滿嬌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菁菁姊妹

當值: 馬君蕙姊妹 温麗儀姊妹 惲保羅弟兄 林志剛弟兄 王月珊姊妹 黃翠屏姊妹 招楚筠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蔡加德弟兄 何淑怡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心怡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林殷宏執事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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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陳曉晴姊妹 陳曉晴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何嘉熹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黃思源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司事: 周旨亮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廖煦瑤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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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可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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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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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7月30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7月23日) 

本月奉獻累積: $396,222  (包括發展及購堂: $51,000) 上週奉獻總數: $1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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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少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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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