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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社群，轉化生命 
 

  對於家境清貧的孩子來說，學習音樂、甚至擁有一件樂器，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

更遑論在音樂殿堂裡演奏。 

 

  最近看了一集《星期日擋案》名為「基層上殿堂」，內容講述一群基層學生，其

家庭經濟緊絀，除了基本生活開支外，父母已沒有多餘的錢供子女學習樂器，可幸得

到一些社會人士資助，於三年前獲得免費學習弦樂的機會，並在今年七月中前往北京

國家大劇院表演。節目中訪問了兩位母親，一位母親覺得機會難得，希望女兒可以吸

取經驗，並擴闊她的視野，於是決定無論多艱難也要儲足錢讓女兒參加；另一位母親

則表示其患有自閉症的女兒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病情竟然得以改善，因此令女兒立

志終身學習音樂。可見若不是有社會人士對弱勢社群的關懷和幫助，他們就沒有見識

的機會，那名自閉症的學生也未必有機會改善她的病情。 

 

  聖經中也有一些要求基督徒關懷和幫助弱勢社群的教導，路加福音四 18-19：「主

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舊約從律法書開始已有關懷弱勢社群的教導，在律法書中的規定，神要求祂的子

民七年守一年安息年，在這一年，不單是宗教上的禮儀，也不是只為了維護土地的生

態，同時也是對貧窮人的福利，在安息年，窮人可以撿拾田地中的出產，可見神要求

祂子民實踐扶貧的行動。出埃及記二十二 21-27 是神頒布給祂子民的律例，要求子民

關心和幫助弱勢社群。 

 

  願我們體會天父上帝的恩典和祂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讓聖靈引導我們明白救

主耶穌的心意，以致能掌握主給與我們的使命。創造萬有的主原意要我們宣揚祂的美

善，並使萬民作祂的子民。馬太福音九 36 ﹕「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

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願我們也能看到社會裡不同群體的困苦，

體恤他們身心靈的需要，願意關心這些沒有牧人的羊群，這樣我們才能實踐神要求我

們「關懷社群，轉化生命」的任務！ 

 

鄧綺雯姑娘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85 篇 8-1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説的話， 

  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就是他的聖民； 

  他們卻不可再轉向愚昧。 

應：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使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合：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3. 讚美 ..............................來敬拜榮耀王 (生命聖詩 33 首) ........................... 眾  立 

   1) 大家同敬拜天上榮耀王，主權能，慈愛，應感謝頌揚， 

 祂是我們盾牌，是永遠保障，榮光是祂宮殿，歌頌永繞環。 

   2) 主權能，慈愛，我們當頌讚，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滿佈雷電密雲，當作主車乘，瀰漫暴雨風狂，深藏主路徑。 

清唱：3) 人何能盡説，主眷顧恩情，主使風吹拂，主使光照明， 

 主使高山泉源，傾注遍平原，主命雨露甘霖，潤澤各田園。 (間奏) 

   4) 我原是塵土，懦弱無力量，專心依靠主，才能常堅強， 

 主慈愛又温良，愛我到永久，造我，贖我，護我，我救主，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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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對我述説耶穌故事 (生命聖詩 26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列王紀上 19 章 9-18 節 ................................... 眾  坐 

羅馬書 10 章 5-15 節 

7. 獻詩 ...........................請講述古老福音 (生命聖詩 265 首) ........................ 詩  班 

8. 奉獻 ................................. 求主掌舵 (生命聖詩 319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7 章 24-2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建造二選一屬靈智慧人生 ................................. 眾  坐 

11. 回應 ................................. 堅固磐石 (生命聖詩 277 首) .............................. 眾  立 

   1) 我心所望別無依靠，只有基督公義寶血； 

 我無好處堪足自誇，惟全然靠救主聖名。  ** 

姊妹：2) 有時黑雲遮蔽主面，主恩不變是我倚靠； 

 在風浪中不會飄流，我錨拋牢在主恩中。  ** 

弟兄：3) 基督寶血奠立聖約，救我不受洪流吞滅； 

 其他倚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 ** 

   4) 末日聽見號角響起，那時我必在基督裏； 

 穿戴救主雪白義袍，聖潔無瑕立寶座前。  ** 

   ** 立在基督堅固磐石，其餘根基全是沙土， 

 耶穌基督就是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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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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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內地鶴山體驗團（麥牧師領隊），將於 8/8 至 13/8 舉行，參加者有：

朱滔聰，朱天諾，張慧清，黃倩澄，張元娜，鄭奕希，請各位為各人靈命，

天氣，行程代禱。 

4) 執事會於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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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太 13:12 上) 

20/8、27/8 教會招募音樂事奉人員： 

 兒童詩班(小學級，主日 10:30-11:15am 於禮堂練習)、 

 成人詩班(週六 5-7pm 於 105 室練習)、 

 樂器小組(主日 1:15-2:15pm 於禮堂練習)、 

 青崇敬拜隊(週三 7:30-9:30pm 於康樂室練習)、 

 司琴(兒詩、樂組、成詩、青崇)、 

 指揮(兒詩、樂組、成詩)。 

請有相關技能或有興趣學習的肢體禱告尋求，求主感動更多肢體參與聖

工。招募表已放置於圖書閣前的枱上。 

6) 由於兒童事工部將不安排訂購信實班各學生課本，煩請信實班各家長於 8

月尾前到會計幹事 Kammy 安排退款$30 手續。多謝合作！ 

7) 本堂與中國浸信會神學院聯合舉辦神學課程，亂世佳人—以斯帖記的「小

女子」政治觀，地點為本堂，由麥牧師教授，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九月四

日開課逢星期一晚七時半共八課，收費及詳情請參考海報或向麥牧師查

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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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陳志輝先生於 8 月 15 至 18 日放年假。 

10) 本堂會友彭寶琳姊妹丈夫（黃志强弟兄）於 9 月 2 日上午 10:15 在諸聖座

堂舉行安息禮拜，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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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樂頌神恩 (生命聖詩 30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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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陸家偉先生 陸家偉先生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禮標執事 林禮標執事

讀經: 陳喜洋弟兄 連卓鴻弟兄 陳喜洋弟兄 朱麗麗姊妹 余愷迪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余愷迪姊妹 張金生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林瑞萍姊妹 周　悠姊妹 林瑞萍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招待: 楊美美姊妹 鄭倩雲姊妹 温寶儀姊妹 周寶頤姊妹 趙惠蘭姊妹 楊妙玲姊妹 林碧蓮姊妹 張元娜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袁麗嬋姊妹 李麗梅姊妹 麥寶儀姊妹 顧建德弟兄 李雪葵姊妹 邱頌詩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鍾偉貞姊妹 余國培弟兄 羅志威弟兄 古海劍弟兄 張漢榮執事 葉德誠弟兄 曾建恆弟兄 余文耀執事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葉蔓菲姊妹 周　溢弟兄 劉焯凡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林殷宏執事 林禮標執事 林殷宏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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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譚梓泓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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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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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寶姊妹 陳敬蓮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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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綠）(8月20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8月13日) 

本月奉獻累積: $175,921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000; 短宣: $5,000) 上週奉獻總數: $17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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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遨然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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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