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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選上誰？ 

 
在網上「信仰百川」的一篇文章，名為「你會選漁夫做你的門徒嗎？」，當中提及 
「很難想像耶穌把這些沒受過教育又平凡又貧窮的漁召為他的門徒。耶穌事工最重
要的部分就是培育門徒，跟他們一起生活，教導他們，並將來要把重要的使命交給這
班門徒去延續下去。如果你是耶穌的話，你會如何選你的門徒？你會設下什麼資格和
條件？」 
 
耶穌選上的人，要與他同行，行那事奉難走的路。沿途沒有民眾的喝采歡呼，反而是
危機處處、反對聲不絕，誰有毅力去承擔？三年多的「小組門訓」，老師就離他們而
去，剩下門徒自己去探索牧養的路，承擔教會！(聖靈已降臨他們身上) 
 
當期時社會中的精英，有能力、智慧及財富，能在人群體中走在最前線，掌控著社會
的最高權力，成就卓越，卻沒有被耶穌選上。看不起眼的漁夫，眾人之敵的稅吏，卻
是被選上的人。這是甚麼的道理？ 
 
任何一間的教會，也需要信徒彼此配合作事奉，參與事奉的不能只是當中的一少部份
信徒，正如聖經指出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 4:10) 
 
而在事奉的配合上，教會須要不同的信徒作帶領性的事奉，這領袖又會是甚樣的人？
會否就是你？ 
 
耶穌可以選上你，不因為大家的能力有多高、智慧有多超卓。重要的條件不是這信徒
有多大的能力，最重要是這些將要成為領袖的，有多願意照著主的吩咐去事奉。正正
不是要他運用自已的能力，也不是要事奉者自己認為當如何，而是他有多願意順服於
主耶穌的帶領，耶穌就可以如同他選上的門徒一樣，使用他來擔當教會領導的角色。 
 
你也可以被耶穌選上，因為不在乎人的能力，在乎信徒是否願意把自己呈獻。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
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
弗所書 4:15-16)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主是亮光拯救 (普天頌讚詩 27a 首) ........................ 眾  立 

上主是我亮光，是我的拯救！ 

3. 宣召 ............................ 詩篇 26 篇 1-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求你為我伸冤，因我向來行事純正； 
  我倚靠耶和華，必不動搖。 
應：耶和華啊，求你察看我，考驗我，熬煉我的肺腑心腸。 
合：因為你的慈愛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4. 讚美 .................................. 持守信仰 (普天頌讚 13 首) ............................... 眾  立 

   1)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奉主神聖三一威名， 
 仰望主名—獨一真神，三一奧祕：榮耀、神性。 
   2)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基督耶穌肉身真道， 
 約但河畔受洗為證，被釘十架買贖拯救。 
 戰勝死亡，榮耀復生，彩雲駕乘，天庭高升， 
 末日再來審判世人；我今緊隨基督一生。 
   3)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一生信主大能引領， 
 主目看顧，膀臂扶振，垂聽禱告，豐富供應。 
 神賜智慧，指教、輔導，親手牽引、保衞、幫助， 
 賜我聖言傳講真道，天軍天使周圍守護。 
詩班：4) 主常同在，住我心內，在前牽引，在後保護， 
 主來相伴，降服我靈，賜與安慰、更新、康復。 
 在下托承，在上看顧，無論安危、靜默、憂驚， 
 主親養育愛我友朋，陌路、相知同尊主名。 
   5) 持守信仰我今委身，奉主神聖三一威名， 
 仰望主名—獨一真神，三一奧祕：榮耀、神性。 
 萬有之源，創造之本，永恆聖父、聖道、聖靈， 
 頌讚我神—權能、拯救，救恩永屬基督尊名！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應主召喚 (普天頌讚 529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16 章 21-28 節、羅馬書 12 章 9-21 節 .............. 眾  坐 

8. 獻詩 ............................獲救恩、脱罪困 (向山舉目 28 頁) ......................... 詩  班 

9. 奉獻 .......... On Eagle's Wings (早堂)、詩格庫彌頌曲 16 首 (午堂)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14 章 21-31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勝了世界的平安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Communion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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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陳麗樟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由於 9 月份早、午堂中間都有不同的安排，故兒童詩班要延至十月才開始練習。

請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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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於今主日和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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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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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在聖公會諸聖座堂（九龍旺角白布街 11 號）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癌症之最新治
療」，歡迎弟兄姊妹參加。（當天福蔭團契取消，所有肢體參予大型講座） 

8) 10-12 月崇拜職事輪值表已張貼接待處，並職事大會將於 9 月 10 日早上 10:20
舉行。請參與服侍的肢體依時出席，共商聖工。 

9) 本年度兒童主日學結業暨升班典禮感恩崇拜於 9 月 24 日上午 10:30-11:15 舉行，
誠邀各位曾任兒童主日學老師及助教、各班兒童主日學生及家長出席典禮！ 

10) 2017-2018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開始，課程如下，
弟兄姊妹可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探索、成長、經歷主 郭小姬姊妹 
中級 保羅書信（一） 麥志成牧師 
進階 雅各書研讀 周家邦弟兄 
進階 同讀《壞鬼比喻：馬可福音篇》 孔啟源先生 

初中主日學 真理快遞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異鄉流民 梁小儀姊妹、黃麗堅姊妹 

11) 本年第二次洗禮班將於 10 月 8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12 月 25 聖誕日
洗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12) 本年 10 月 29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與選舉之提
名信今天派發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 9 月 10 日
或 9 月 17 日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13) 鄧綺雯姑娘已向執事會請辭，執事會經面談及商議後接納其最後上班日期為 10
月 17 日。執事會感謝鄧姑娘過去之事奉，願神帶領她的前路。 

14) 本堂會友陳立中弟兄（黃菁菁姊妹家翁）於 8 月 24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於 9 月
16 日早上 10:30 在將軍澳醫院小禮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5) 本堂會友陳家興弟兄父親（陳克佳弟兄)於 8 月 26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
9 月 16 日（六）上午 11 時在東區醫院永寧軒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6) 本堂會友郭少琼姊妹於 8 月 28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9 月 25 日晚上七時
三十分在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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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Prepare thyself, my soul; watch and pray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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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連卓欣弟兄 雷書昊弟兄 甄志賢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張穎明姊妹 李淑蓮姊妹 葉翠蓮姊妹 高燕麗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菁菁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譚富霖弟兄 李翠碧姊妹 羅志威弟兄 林碧蓮姊妹 孫俏娟姊妹 張淑敏姊妹 雷瑞玉姊妹 李靜賢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温燕玲姊妹 劉嘉敏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呂幹雄弟兄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弟兄 楊彼得弟兄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楊芷瑩姊妹 葉德誠弟兄 張宏睿弟兄 徐俊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文玉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讀經: 林洛琛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蔡曉恩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司事: 譚梓泓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何葦霆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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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寶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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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綠）(9月10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綠）(9月3日) 聖餐

本月累積奉獻: $438,811  (包括發展及購堂: $44,850; 短宣: $5,000) 上週奉獻總數: $8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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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蓁、瑞林、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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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