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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被改變 

 
每年的中學文憑試，引起全城注目的是甚麼？那所中學出了「狀元」，並且有多少位，
及誰是「超級狀元」。在香港的文化中，取得好成績，就是好學生，有好前途。究竟
又有誰為這提出質疑？取得好成績，對人生是否真的重要？ 
 
人們除了留意「狀元」及「狀元中學」，另一個關注的地方，就是那些能使修讀學生
「勇奪 5**」的補習學校。一所能引致學生蜂擁報讀的補習學校，是否能夠「貼中」
公開的考試題目，並且有清楚的數字，修讀者奪「*」的數目？ 
 
一般的補習，是因為學生在課堂上，未能掌握要學習的課本知識，需要額外的學習，
或希望達到更高的學習水平，這是無可厚非。補習可以透過學內的「補底及增潤班」，
私人補習及補習學校。但城中最有名氣的補習學校，是幫助學生有更全面的學習，還
是教導學生公開試的「遊戲規則」，並且能成功「貼中」當年的公開試題目，以至修
讀者有機會取得更高的成積？ 
 
教導或學懂「貼題」，對學生是否一件好事？學生學習了在公開試「貼題」這省時技
巧，熟讀那些補習學校預備好的「精讀」試題回答方法，對於學生日後在學業上的學
習態度，以至日後進入社會的職場，是好事？還是壞事？ 
 
在撒母耳記上 13 章 8-9 節 
8 掃羅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
去了。9 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裏來。」掃羅就獻上燔祭。 
 
掃羅看到事態緊迫，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恐怕已不能再花時間等撒母耳的前來，要用
上人可能想到最快的方法去應變，就是自己獻祭這捷徑。對於掃羅而言，結果重於如
何達成的過程及方法，所以他自已扮演了祭司，以期望就能達致早前的協定。撒母耳
記上 10 章 8 節 
 
8「你當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裏獻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
到了那裏，指示你當行的事。」 
 
掃羅的行為隨即被到步的撒母耳所譴責！這處事的態度及方法，也成了掃羅日後的
不歸路，他一再以不當的手法來處事！ 
 
處事的態度，與及生活的價值觀，對每個人日後所走的路影響深遠。作為信徒及信徒
的家長，我們都當好好學習，如何被聖經的教導改變自己。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以賽亞書 56 章 1, 6-7 節 .................................. 眾  立 

啟：耶和華如此説： 

  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 

應：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 

  要事奉他，要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 

  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約的人。 

合：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 

  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悦納， 

  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3. 讚美 ..............................崇拜萬有的父 (普天頌讚 10 首) ........................... 眾  立 

1) 永在的天父，萬代的主宰，祢創造羣生，呼召了眾人； 

求垂顧子女聚集祢跟前，恭敬同崇拜萬有的主。 

2) 救世的恩主藉童女所生，天降的神子教我們真理； 

祢就是道路，領眾歸天父，此刻到永久，我生命主。 

3) 至神聖主靈，憐憫的聖靈，把我們連於天父與基督； 

賜信心堅定，滿平安、喜樂，建於主磐石，永遠穩固。 (間奏) 

4) 永在的天父，救贖主耶穌，聖潔的神靈三一又完全， 

永恆的契合，無盡的大愛，我們同呈獻永遠讚美。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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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忠主眾聖徒 (普天頌讚 509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15 章 21-28 節 .................................. 眾  坐 

羅馬書 11 章 1-2 上, 29-32 節 

7. 獻詩 ..............................神慈恩浩翰 (普天頌讚詩 67 首) ........................... 詩  班 

8. 奉獻 .............................願神收納孩子 (普天頌讚 42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21 章 8-21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不要憂愁 ............................................... 眾  坐 

11. 回應 ................................. 主必看顧 (普天頌讚 706 首) .............................. 眾  立 

1) 任遭何事毋須驚怕，天父必看顧你； 

必將你藏祂恩翅下，天父必看顧你。  ** 

2) 有時勞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顧你； 

危險臨到，無處躲藏，天父必看顧你。 ** 

3) 凡你所需，祂必供應，天父必看顧你； 

凡你所求，祂必垂聽，天父必看顧你。 ** (間奏) 

4) 無論經過何等試煉，天父必看顧你； 

軟弱困苦，靠祂胸前，天父必看顧你。 ** 

** 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祂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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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興華堂陸家偉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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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太 13:12 上) 

教會現招募音樂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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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有感動參與學習與事奉的肢體填寫招募表並投入放置圖書角前之招募

箱中。 

5) 8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3:30 以諾團契舉行健康講座「改善記憶---日

常生活應用篇」，由衛生署註冊護士主講，歡迎 60 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6) 下主日，兒童主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學員$120（信實班學生除

外），請家長到圖書閣前辦理登記及繳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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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會友楊明麗姊妹父親（楊金根弟兄）於 8 月 13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

拜定於 8 月 30 日晚上 7:30 在九龍殯儀館光耀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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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nale by Johann Ernst Eberlin (1702-62)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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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陸家偉先生 陸家偉先生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林禮標執事 林禮標執事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李芷珊姊妹 張金生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曉晴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曉晴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楊妙玲姊妹 林碧蓮姊妹 張元娜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黎美滿姊妹 李燕怡執事

司事: 顧建德弟兄 李雪葵姊妹 邱頌詩姊妹 莫雪貞姊妹 李德恩弟兄 辛列卿姊妹 方子仁弟兄 黎鳳英姊妹

當值: 張漢榮執事 葉德誠弟兄 曾建恆弟兄 余文耀執事 林景輝弟兄 麥永佳姊妹 劉柏堅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葉蔓菲姊妹 周　溢弟兄 劉焯凡弟兄 柯綽瑤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吳兆隆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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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司琴: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譚柏朗弟兄 譚柏朗弟兄

讀經: 黃倩澄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黃思源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司事: 何葦霆小朋友 鄭奕希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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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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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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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朱美儀姑娘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綠）(8月27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綠）(8月20日) 

本月累積奉獻: $358,569  (包括發展及購堂: $35,650; 短宣: $5,000) 上週奉獻總數: $182,648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盧惠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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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7年7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82,196         458,458    3,200        41,638     2,600        2,000       74,300          

現金支出 523,461         454,106    1,000        1,405       -                5,000       61,950          

現金流入/(流出) 58,735           4,352        2,200        40,233     2,600        (3,000)      12,350          

固定資產 15,337,871    342,302    -                -               -                -               14,995,569   

銀行及現金結餘 1,851,816      456,095    445,770    808,313   22,600      (17,250)    136,288        

其他資產 114,950         42,950      -                -               72,000      -               -                    

按揭貸款 (3,235,226)    -                -                -               -                -               (3,235,226)    

其他負責 (159,517)       (159,517)   -                -               -                -               -                    
淨資產 13,909,893    681,830    445,770    808,313   94,600      (17,250)    11,896,631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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