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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好事 
 

  有位非洲國王跟他的好朋友一起長大。那朋友一直有個習慣，看着他生命裏發生

的每一件事都說：「這是好事！」 

 

  有一天國王和他這自小一起的朋友去戶外打獵。他的朋友為國王準備槍。可是朋

友明顯地出了錯誤，以致國王拿起槍的時候，竟然射中自己的拇指。他的朋友細查整

件事情後，又像平常一樣說：「這是好事！」國王回答說：「不對，這是壞事！」於

是生氣地將他的朋友下到監裏。 

 

  大約一年後，國王去了一個禁區打獵，被食人族擄去，並把他帶回他們的村莊。

他們綁住他的雙手，找一些木材、立了木樁，把他擺在木樁上。 

 

  當他們準備要點火燒他時，他們注意到那國王原來沒有拇指。他們因為迷信，不

願意吃一個有殘疾的人。因為這樣，他們就釋放了國王，把他送走。當國王回到皇宮，

想起他的拇指，就懊悔他如此對待自己的朋友。他立即到監獄裏告訴他的朋友說：「你

是對的，我失去拇指是件好事。」然後訴說所發生的事。 

 

  他對朋友道歉說：「我很抱歉將你關在監獄這麼長的時間。我不應該這樣做的。」

他的朋友回答：「沒關係，這是好事！」國王說：「為什麼是好事呢？我將你關在監

獄一年多了。」他朋友回答：「如果我不在監獄裏，我可能會跟你在一起，已經成為

食人族的晚餐了。」 

 

  有人說：不寬恕別人，最終是自己吃毒藥，卻期望他人死亡。」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十九 11 

 

尚佩冰牧師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19 篇 129-13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謹守。 

應：你的話一開啟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 

合：我大大張口，呼吸急促，因我切慕你的命令。 

3. 讚美 .................................. 真神之愛 (生命聖詩 41 首) ............................... 眾  立 

1)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深過海洋，長闊高深無法測量， 

始祖犯罪，惶恐低首，神遣愛子拯救， 

使我罪人與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尤。   ** 

2) 縱然世代變更過去，帝位王權衰落敗亡， 

頑梗世人仍不求神，卻向山石呼求保障， 

真神慈愛始終不變，偉大無限無量， 

亞當後嗣得蒙救贖，天使聖徒頌揚。   ** (間奏) 

3) 世上海洋當作墨水，諸天穹蒼作為紙張， 

世上萬莖用作筆桿，全球文人集合苦幹， 

竭盡智力描繪神愛，海洋墨水用乾， 

案卷雖長像天連天，仍難描述盡詳。   ** 

** 真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 

永遠不變，永遠堅定，天使聖徒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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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歌唱讚美莊稼主 (生命聖詩 45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列王紀上 3 章 5-12 節 .................................... 眾  坐 

羅馬書 8 章 26-28, 31 下-35, 37-39 節 

7. 獻詩 ................................. 醫治恩隆 (生命聖詩 453 首) .............................. 詩  班 

8. 奉獻 .............................我永不忘記你 (生命聖詩 300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2 章 1-8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真心愛主 ............................................... 眾  坐 

11. 回應 ................................. 愛主更深 (生命聖詩 359 首) .............................. 眾  立 

   1) 我願愛主基督比前更深，屈膝虔誠祈禱，懇求垂聽， 

 真心誠意傾訴，我願愛主更深，愛主更深，愛主更深。 

   2) 我前貪慕奢華，快活，安逸，今專心尋求主，獻上最好， 

 主前誠心禱告，我願愛主更深，愛主更深，愛主更深。 

默想：3) 不怕為主忍受痛苦悲傷，主差遣眾使者向我歌唱， 

 讓我歡欣唱和，我願愛主更深，愛主更深，愛主更深。 

   4) 我若一息尚存，微聲頌讚，內心仍要發出最後呼喊， 

 與主永遠相親，我願愛主更深，愛主更深，愛主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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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詩班八月休假，暫停練習；九月會回復正常練詩。請各位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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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社會服務全港賣旗日將於 2017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舉行，現正招募義工，詳情可向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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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會友朱健文弟兄安息禮拜定於 8 月 3 日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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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會聖歌 (生命聖詩 52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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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張于力弟兄 連卓鴻弟兄 張于力弟兄 黃翰濤弟兄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呂潔儀執事

司琴: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林文蓮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黃嘉鳳姊妹 黎翠琼姊妹 林燕芬姊妹 李淑蓮姊妹 鄧孔炤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張滿嬌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菁菁姊妹 陳景安弟兄 鄧愛賢姊妹 文玉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黃翠屏姊妹 招楚筠姊妹 馬志國弟兄 王炳生弟兄 朱麗程姊妹 彭秀群姊妹 余頴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林殷宏執事 夏振傑弟兄 梁志強弟兄 周鈺貽姊妹 呂進雄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張漢榮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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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讀經: 黃思源小朋友 黃思源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蔡曉恩小朋友

司事: 廖煦瑤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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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瑞儀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陳可媚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林笑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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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8月6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7月30日) 

本月奉獻累積: $431,753  (包括發展及購堂: $51,000) 上週奉獻總數: $3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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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志威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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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