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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召命 

 
  上星期日，特首林鄭月娥為賽馬會馬季開鑼舞獅點睛，作為基督徒，如果你是她，
你會做這事嗎？還是你會立刻辭職，理直氣壯地離開？ 
 
  網上看到一篇報道，指出「還記得當日獲公司聘用時，既緊張又雄心萬丈，希望
在新職場闖一番成績，只是及後所經歷的人與事，卻令鬥志不如昔日、目標漸次模糊、
負能量充斥腦海……如此狀況，是時候辭職了嗎？」。對一些剛離開學校完成學業又
沒有經濟負擔的年青人，「裸辭」對他們或較輕鬆，但當人 30 歲過後，仍在不斷尋
找合適自己職業，事業壓力就會漸大，不能、不再輕鬆「裸辭」了。另外，對已結婚，
子女仍在求學階段，每個月還要應付種種開支，離職後將失去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人
來講，「辭職」這議題從未放在他們生活的議程上。縱然工作性質、環境、同事關係
不如想像，每天帶著負面情緒，有時因工作壓力引發健康愈來愈差，也不能將「辭職」
付諸實行。究竟工作對我們基督徒的意義是甚麼？我們可以以甚麼的態度看我們的
工作。 
 
  從聖經的角度看，工作涉及呼召、召命，如果工作做得正確，工作也涉及事奉。
基督徒經常以為「呼召」是叫人全時間讀神學，受訓全職事奉，但事實上，呼召和工
作是相連的。從耶穌對十二個門徒的呼召，祂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
魚一樣」 (可一 17 )。門徒跟從耶穌是行動的表現，表示跟主耶穌做一些事情，而這
事情是與「得人如得魚」的工作有關的，所以這「蒙召」是關於工作的描述。說得更
重一點，「工作」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召命」。 
 
  提出「工作作為信徒的召命」這看法的主要人物是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宗教改
革期間，馬丁路德提倡了信徒皆祭司，因著基督耶穌的救拯，信徒有了祭司的身分，
當中就強調工作延伸了基督的事奉，而使徒、門徒及今天的信徒們也繼續以工作實
踐、延伸著事奉。當然，我們要小心界定甚麼是有召命的工作，例如：在正當合法的
財務銀行工作是合宜的，但用非法手段追收欠款卻是不合宜的工作。 
 
  弟兄姊妹，你工作合宜嗎？艱辛嗎？仰望上主吧！為你的工作賦予意義。你可在
你的工作尋見上主的召命嗎？期望你不只找到上主的召命，同時也願你找到從主而
來的使命及熱誠。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以西結書 33 章 7, 9, 11 節 ................................. 眾  立 

啟：人子啊，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應：倘若你警戒惡人轉離所行的道，他仍不轉離，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脱離了罪。 

合：你對他們説，主耶和華説：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悦惡人死亡， 

  惟喜悦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 

3. 讚美 ............................何等奇妙的救主 (生命聖詩 64 首) ......................... 眾  立 

1) 基督贖罪救恩完成，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得贖代價付清，何等奇妙的救主！ ** 

2) 我讚美祂洗罪寶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與神和好心悦，何等奇妙的救主！ ** 

3) 祂已洗淨我心罪愆，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執掌王權，何等奇妙的救主！ ** (間奏) 

4) 祂賜力量使我堅固，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克服試煉艱苦，何等奇妙的救主！ ** 

**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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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主必快來 (生命聖詩 144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18 章 15-20 節 .................................. 眾  坐 

羅馬書 13 章 8-14 節 

7. 獻詩 ...............................投效主陣營 (生命聖詩 354 首) ............................ 詩  班 

8. 奉獻 ........................ 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37 章 1-4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共建這家 ............................................... 眾  坐 

11. 回應 .............................願勤勞作主工 (生命聖詩 240 首) .......................... 眾  立 

1) 葡萄園主求垂聽，我們尋求請親近，今來就祢請差遣，與神同行作工人； 

誰願負榮耀重任，工作雖難意卻深，縱然不配受主託，願能盡忠謝鴻恩。 

2) 工作雖艱辛悠長，不問收穫少或多，為主流淚勤撒種，不怕辛勞無成果， 

專一信靠仰望神，與主同工續耕耘，堅定信心恆忍耐，歡呼收割齊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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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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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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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12 月崇拜職事輪值表已張貼接待處，並職事大會將於今日早上 10:20

舉行。請參與服侍的肢體依時出席，共商聖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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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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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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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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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今

日或 9 月 17 日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9) 鄧綺雯姑娘已向執事會請辭，經扣除假期後，將於 9 月底離職。執事會感

謝鄧姑娘過去之事奉，願神帶領她的前路。 

10) 陳麗樟姑娘已應聘並將於 2017 年 9 月 16 日到本堂就任。 

11) 本堂會友陳立中弟兄（黃菁菁姊妹家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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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堂會友陳家興弟兄父親（陳克佳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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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本堂會友郭少琼姊妹安息禮拜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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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禱事項： 

* 為香港家長、教師、學生應對新學年禱告； 

* 為各國領袖不以武器互相威嚇禱告，願他們多為人民福祉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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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Marche de Procession Op. 41 No. 5 by Alexandre Guilmant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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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主席: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連卓欣弟兄 雷書昊弟兄 甄志賢弟兄 周　溢弟兄 馬君蕙姊妹 周　溢弟兄 徐俊榮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周　悠姊妹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高燕麗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菁菁姊妹 張慧清姊妹 林文蓮姊妹 何玉燕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黎美滿姊妹

司事: 孫俏娟姊妹 張淑敏姊妹 雷瑞玉姊妹 李靜賢姊妹 梁廣深弟兄 柯思敏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弟兄 楊彼得弟兄 黃瑞玲姊妹 陳惠霞姊妹 余穎欣姊妹 張金生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張宏睿弟兄 徐俊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李建業弟兄 周鈺貽姊妹 雷偉勝執事 鄭穎心姊妹

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林殷宏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錢惠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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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讀經: 蔡曉恩小朋友 黃倩澄小朋友 黃思源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何葦霆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譚梓泓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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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佩鈴姊妹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林笑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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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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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9月17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綠）(9月10日) 

本月累積奉獻: $225,302  (包括發展及購堂: $27,100) 上週奉獻總數: $22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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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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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