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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讀了聖經嗎？ 

 
  多年前自己的教會舉行讀經計劃，目的是用一年時間，把聖經從頭到尾讀一遍，
宣稱只要每天讀三章聖經就可以輕鬆完成，對於習慣閱讀的筆者，三章經文只是兩三
頁，完全不成問題，於是想也不想就報名參加，報名的意思是要求參加者，每周把自
己的讀經進度，填寫在報告板上，一方面監察自己的進度，另一方面也可鼓勵大家努
力下去，因為要持之以恆實在不容易，事實上連喜歡閱讀的人最終也吃盡苦頭。 
 
  這計劃安排也很簡單，讀經的次序是由第一卷書《創世記》開始，接連的讀下去，
好處是方便跟隨，就算偶有落後都可以趕上來，不會因為跳到不知什麼書卷而放棄，
當然壞處也就是接連讀下去，踫上比較困難—沉悶難明的經文，也得繼續下去，不可
以從其他較有成功感的經文入手，這也是讀經計劃最大的挑戰，怎麼可以經歷如在五
里霧中，仍然堅持摸索前進。 
 
  因為計劃只在乎「讀」，而不在乎「解」，所以很快就會產生乏味感，起初讀《創
世記》的故事還可以，像啃小說般讀下去，到《出埃及記》後半部，講的都是不明所
以的條例，開始變成艱深的教科書，原來就算是只有兩三頁，也不容易閱讀，結果不
少人開始墮後，漸漸跟不上而放棄了，所以當時有個笑話，不少人出了埃及，卻「死」
在曠野，不能進入神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 
 
  少數進入「迦南地」的，卻要面對無盡的歷史，共有十二卷之多，同樣起首的掃
羅、大衛、及至所羅門王的歷史，尚有峰廻路轉的情節，到羅波安和耶羅波安就開始
頭昏腦漲，還有幾百年的歷史，老實說筆者也曾幾次落後，而且能夠讀下去的參加者
越來越少，情況就如經歷撕殺的戰場哀鴻遍野，戰士在一片頹垣敗瓦之中匍匐前進，
偶然一陣寒風吹來，情況更加淒慘。 
 
  還好緊接的五卷詩歌書，完全脫離任何歷史背景—其實是自己忽略了，又是筆者
喜歡的文體，故此又可從頹垣敗瓦中站起來，總算有點不同風格的經文來調劑一下，
問題是進入新約—比較容易明白的書卷之前，還有一座比珠穆朗瑪峰不遑多讓的大
山—五卷所謂大先知書，然後還有幾乎沒有人提及的十二卷小先知書，這也是以一年
讀完整卷聖經的最大的弱點—沒有解經的部份，叫讀的人大多數時間都只是囫圇吞
棗，在不明所以之下大多數人都會失去興趣堅持下去。 
 
  筆者在想為何我們一定要在一年內讀完整本聖經？照計算即是每天讀一章的
話，三年就可讀完，解讀一章聖經應該不難吧，大家有興趣參與嗎？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七日聖樂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將心靈獻給主 (普天頌讚 842 首) .......................... 眾  立 

會眾：1) 恭敬將心靈獻給主，恭敬將心靈獻給主， 

 唱阿利路亞，唱阿利路亞，恭敬將心靈獻給主。 

3. 宣召 ........................ 詩篇 103 篇 1-2, 22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 

應：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啟：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處，都要稱頌耶和華！ 

合：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4. 讚美 ............................. 我靈頌主 (普天頌讚詩 103b 首) ........................... 眾  立 

1) 我心，當頌讚主！廣宣祂眾恩寵，謙恭崇尊出自心衷，同頌上主聖名。 

2) 你當緊記主恩：垂憐，赦免罪債，上主怒氣不輕發動，恆施忍耐、慈愛。 

3) 神寬恕你罪愆，添你歲月展延，除你痛苦，醫癒你病，救你脱離死權。 

4) 主真理扶持你，賞賜恩愛無窮，以大能更新你生命：如鷹返老還童。 

(間奏) 

5) 我心，頌主聖名，神賜生命豐盛，仁愛慈悲作你冠冕；我心，應當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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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使萬民作門徒 (普天頌讚 519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50 章 15-21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18 章 21-22, 35 節 

羅馬書 14 章 7-8 節 

8. 獻詩 ......................... 問你可聽見？ (上帝高超構思 32 頁) ....................... 詩  班 

9. 奉獻 ................................. 天國福音 (普天頌讚 516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103 篇 1-22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1. 信息 ......................................... 知恩、感恩、報恩 ....................................... 眾  坐 

12. 回應 .............................同獻感恩詩歌 (普天頌讚 348 首) .......................... 眾  立 

1) 但願普世生靈感恩詩歌獻呈，齊發得勝歡呼，讚頌造物主： 

蒙主施恩創造，護蔭、安慰、保守，牧養、帶領羣羊歷人生程途。 

前進—隨主旌旗，真光耀照指示，同行晚間火柱，黑夜光照透， 

直到夜影消退，幽暗勢力粉碎，蒙主親手領行，光明進永晝。 

2) 上主律法確定，眾星按令運行，紅日發放光芒，順從主道生； 

平原、小丘、山巒，河流、海洋、深淵，匠心巧工顯露，宣揚主神聖。 

眾當揚起歌聲，盛載愛主真心，樂意事奉尊崇，讓頌聲傳遍； 

直到萬千生靈聯合感恩熱情，榮耀歸與上主，和散那齊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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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於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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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執事會於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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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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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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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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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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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8) 歡迎陳麗樟姑娘到任，請為她的適應祈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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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5. 殿樂 ......................... Postlude by Ch. H. Rinck (1770-1846)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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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主席: 林瑞萍姊妹 林瑞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周　溢弟兄 馬君蕙姊妹 周　溢弟兄 徐俊榮弟兄 張宏睿弟兄 陳明霞姊妹 張宏睿弟兄 周家揚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招待: 林文蓮姊妹 何玉燕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黎美滿姊妹 張潔綾姊妹 區惠娟姊妹 盧美玉姊妹 林碧蓮姊妹

司事: 梁廣深弟兄 柯思敏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曉媚姊妹 黃寶強弟兄 呂玉潔姊妹 鄭慧芝姊妹 温寶儀姊妹

當值: 黃瑞玲姊妹 陳惠霞姊妹 余文耀執事 張金生弟兄 莊偉棠弟兄 高燕萍姊妹 林志剛弟兄 丘嘉敏姊妹

影音: 李建業弟兄 周鈺貽姊妹 雷偉勝執事 鄭穎心姊妹 陳貽添弟兄 陳卓欣姊妹 郭　宏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林殷宏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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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讀經: 黃思源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司事: 譚梓泓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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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24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9月17日) 

本月累積奉獻: $351,022  (包括發展及購堂: $34,600) 上週奉獻總數: $12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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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晉輝弟兄、張淑敏姊妹、麥淑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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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