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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 

 

  有否聽過「窮得只剩下錢」這句話？《窮得只剩下錢》是台灣牧師王陽明所寫的

書，這是一句十分弔詭的說話，在聖經中，主耶穌也曾說過不同的弔詭話語，例如：

「29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30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 11：29-30） 

 

  一個工人因著工作背著擔子，那擔子應該不會輕，且是沉重的，試問誰會感到他

的工作是輕省的呢？大多數人下班後都是帶著疲態回家，這實況與耶穌所說容易的

軛和輕省的擔子，形成強烈的對比。跟隨耶穌既要付上一切，且再沒任何人、事、物

能取代祂，可見付上之代價不能言語。耶穌清楚指出，沒有一個人成為祂的追隨者後，

便沒有擔子，不必負軛，但為甚麼背負耶穌的軛和擔子是容易和輕省的？假若我們背

負的擔子，是一個終極美好的理想，那麼任何擔子都是可以忍受的，但那個軛和擔子

不可能是容易輕省的。我想，主耶穌這樣說是因為祂希望成為我們的同伴。 

 

  在哥林多後書 6：14-7：1，「14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15基

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就如神曾說：我要

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1親

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

神，得以成聖。」保羅指出，信與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軛，那段話常用於婚

姻上的教導，其實該段經文主要是針對偶像崇拜，在信仰屬靈上與不信的人同負一

軛，是不恰當的。因此，人們若想得著容易的軛和輕省的擔子，就必須讓主耶穌成為

我們身心靈的同伴，信徒團結在主耶穌裡，有主分擔我們的軛和擔子，這是同在的輕

省，這容易的軛和輕省的擔子是世界不能給予我們的，只可與耶穌成為同伴時才能得

到。唯有與耶穌成為同伴，我們才能得享這真正安息。 

 

  傳道書 4：9-10「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讓主耶穌成為我們的同伴，祂願與我們同負「一」軛。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45 篇 1-2, 8-9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應：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啟：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 

應：耶和華善待萬有，他的憐憫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3. 讚美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 眾  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間奏)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説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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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跟隨耶穌 (生命聖詩 349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約拿書 3 章 10 節至 4 章 11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20 章 1-16 節 

7. 獻詩 .............................凡願意者可來 (生命聖詩 202 首) .......................... 詩  班 

8. 奉獻 ...............................效聖徒盡忠 (生命聖詩 385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詩篇 37 篇 1-1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0. 信息 ................................................. 消氣攻略 ............................................... 眾  坐 

11. 回應 .............................主常常顧念我 (生命聖詩 407 首) .......................... 眾  立 

1) 當我遇見試煉災殃，道路崎嶇，荊棘刺傷， 

我心一想就覺歡暢，因主常顧念我。     ** 

2) 思慮煩擾環繞心上，黑影籠罩，暗淡無光， 

我就憑信求主扶幫，主常常顧念我。     ** 

3) 烏雲或來，烏雲或去，今生或樂，或多憂慮， 

我心滿足因有確據：主常常顧念我。     ** 

** 主常常顧念我，主常常顧念我，我不驚惶，因主在旁，主常常顧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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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總幹事姚添壽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下週二 9 月 26 日下午二時以諾團契舉行健康講座：聽覺保健知多少？請

有興趣的肢體及有需要之家人依時赴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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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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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歡迎陳麗樟姑娘到任，請為她的適應祈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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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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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ostlude by 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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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讀經: 張宏睿弟兄 陳明霞姊妹 張宏睿弟兄 周家揚弟兄 余愷迪姊妹 顧建德弟兄 余愷迪姊妹 彭秀群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陳卓恩姊妹 葉海婷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張潔綾姊妹 區惠娟姊妹 盧美玉姊妹 林碧蓮姊妹 何艷愛姊妹 鄭　琦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呂玉潔姊妹 鄭慧芝姊妹 温寶儀姊妹 連卓欣弟兄 柯思敏姊妹 邱頌詩姊妹 黃菁菁姊妹

當值: 莊偉棠弟兄 高燕萍姊妹 林志剛弟兄 丘嘉敏姊妹 甄志賢弟兄 李德恩弟兄 羅志威弟兄 惲保羅弟兄

影音: 陳貽添弟兄 陳卓欣姊妹 郭　宏弟兄 鄭心怡姊妹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林殷宏執事 柯綽瑤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月娥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何嘉熹小朋友 盧芷晴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廖煦瑤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何葦霆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穎珊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李燕怡執事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呂淑琼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杜小青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10月1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24日) 

本月累積奉獻: $408,737  (包括發展及購堂: $36,600) 上週奉獻總數: $5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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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珠姊妹、楊妙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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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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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711         373,161    6,300        10,500     17,400      4,500       44,850          

現金支出 584,202         524,897    1,000        9,929       -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127,491)       (151,736)   5,300        571          17,400      (500)         1,474            

固定資產 15,289,227    340,688    -                -               -                -               14,948,539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24,325      304,359    451,070    808,884   40,000      (17,750)    137,762        

其他資產 79,600           22,000      -                -               57,600      -               -                    

按揭貸款 (3,197,620)    -                -                -               -                -               (3,197,620)    

其他負債 (153,786)       (153,786)   -                -               -                -               -                    
淨資產 13,741,747    513,262    451,070    808,884   97,600      (17,750)    11,88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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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基

金

分

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