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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感恩之見證主愛、主恩大能 

 
  在剛過去 10 月尾被應邀往以斯帖團分享我在藍田堂事奉前的信仰成長歷程，讓我不禁
想起在過往八年神學生涯所修讀額外的課程; 就是在中神所遇到突如其來修讀的一科:神聖
的生命課程 (Divine Life Program) 。 雖然這科目修讀起來相當艱辛，可是在學習過程中卻
發現神在這歷程中為我所面對一切，處處都留下了不能磨滅的恩典痕跡 ! 現在回憶起面對
這額外的一科所經歷主愛和主恩的片段，仿如電影一幕一幕的依然歷歷在目； 尤其是在進
修神學至初入職作傳道事奉期間，不論是自己家中成員患病危機，抑或是自己身體患病威
脅，均充份見證主在我家中所施行的醫治與拯救大能。 
 
  第一幕：猶記得起初在中神進修碩士課程時，由於父親突然患上抑鬱症，我急需要找
一間教會以半職身份事奉及應付部分時間在中神進修，於是便入職了屯門一間教會事奉，
同時神的愛並沒有離棄我父親，祂藉著那教會一次福音旅行打開了父親封閉三十多年沒有
教會生活的大門，隨後神的慈愛恩手牽引父親在那間教會重建敬拜主的生活。而且神還醫
治父親的抑鬱症，他在三個月內病情穩定下來沒有自毀念頭。 
 
  第二幕：未想到父親患病同年的七個月後自己一次身體檢查，發現身體患上癌症需要
立即做手術，那時十分擔心疾病會讓我失去事奉主的夢想，再加上那時剛神學畢業很想回
饋母會宣恩堂二十多年來給我信仰上的栽培，當想到事奉主的機會大受威脅時，在痛哭流
淚之際向神呼求醫治讓疾病得痊癒，結果手術後三個月便恢復事奉，轉眼間事奉至今已過
度了六年，感謝神重燃我的事奉夢想和機會。 
 
  第三幕：在我手術後一個月家母便輕微中風入院，然後在我電療完結前一個星期，她
再度患上膽石入院，那時媽媽對基督教信仰冷淡，仍記得她一直向我表示她是屬於佛教有
緣人，認為自己不屬於基督，但是奇妙拯救的主在她第二度入院做手術前，她跟父親去我
事奉的教會崇拜後，牧者為她手術代禱，後來她在手術前一晚向我表示經歷神所賜下的平
安及面對做手術的勇氣，於是願意決志相信主基督，能夠見證等了廿六年才信主的媽媽，
當時我感動得喜極而泣！ 
 
  最後謝幕：當想到神為我和家人的生命旅程所留下的恩典痕跡，我就想起了一首詩歌
作為總結 ; 詩歌歌名 <感恩> 轉載至客西馬尼音樂專輯，歌詞分享如下 :- 
 

「歲月悄悄地流逝又一年，走過歡笑嚐過淚水，冷暖在心間， 
人生如夢如幻，生命總有波瀾，路是這麼纏繞那麼遙遠， 
好想飛到那想念的天，看看大海感覺陽光讓生命燦爛， 
人生每一小站多少艱難危險，浪再怎麼兇猛擋不住前進的風帆。 
每一個腳步是渴望，每一滴淚水是期待，每一次的吶喊是掙扎，  
如果前方的路可以讓我再選擇，我仍然選擇這愛，感恩! 感恩!  
數不盡一生主的恩典，如果我還有明天，將自己獻在祭壇。」  

 
  願各位弟兄姊妹在 2017 年結束前也被主感動同來獻上感恩祭!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 眾  立 

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 ................. 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二主日) ............... 眾  立 

啟：我們燃點燭光，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應：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啟：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應：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4. 讚美 ........................ 新郎近了！歡欣！ (普天頌讚 138 首) ...................... 眾  立 

1) 歡欣！歡欣！眾信徒，讓你明光照耀，日落西山漸暗晦，漆黑長夜相繞， 
那新郎動身出發，不久快將駕臨，振起！儆醒復期待！午夜召喚聲音。 

2) 你燈是否已點亮，把它添滿燃油？趕快尋求主救拯，終結勞苦、罪尤。 
婚姻宴席早預備，城門已經打開，興起！榮光眾後嗣，新郎快將到來。 
(間奏) 

3) 我眾期待與盼望—耶穌今快顯現，萬眾渴望的紅日，光照黑暗世間， 
高舉雙手獻心靈，求主容我看見—全地得贖釋放日，永遠仰瞻主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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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神子賜給我們 (普天頌讚 159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0 章 1-11 節 ................................... 眾  坐 

彼得後書 3 章 8-14 節 

8. 獻詩 .............................神聖喜樂之光 (普天頌讚 130 首) .......................... 詩  班 

9. 奉獻 ................................................. 是何嬰孩 ............................................... 眾  坐 

10. 見證 ......................................... 呂浩然弟兄 (午堂) ....................................... 眾  坐 

吳麗珍姊妹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1 章 1-8 節 ..................................... 眾  坐 

12. 信息 ..................................................... 預備 ................................................... 眾  坐 

13. 回應 ................................. 歡迎新郎 (普天頌讚 136 首) .............................. 眾  立 

1) “沉睡，速醒！”遠處呼聲，聆聽守望者高喊遍聞， 
“振興！耶路撒冷，甦醒！”夜半歡呼打破安寧， 
迫切召喚清晰的指明：“童女儆醒！此刻回應！ 
興起！燈火點燃，新郎此際顯現，阿利路亞！ 
燃油備妥，趕緊赴宴，同享上主豐盛婚筵。” 

2) 錫安聽見守望歌唱，滿心愉快歡欣湧希望，立即動身迎接良人。 
榮耀新郎前行威震，權柄、宏恩、真理終得勝，晨星高升，明光永恆。 
君尊上主來臨，神子聖道親近，唱和散那！ 
回應召喚，眾心嚮往，喜登上主婚宴殿堂。 (間奏) 

3) 上主羔羊，諸天尊崇，繞主寶座天使皆歌頌，眾聖、鐃鈸、讚美聲喧。 
十二珍珠城門寬宏，內進同覲永生三一神，眾聖、天軍主座圍沿。 
此景無人曾見，此聲無人曾聽，阿利路亞！ 
無窮喜樂迎迓君王，頌聲遍響萬世萬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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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事大會上午 10 時 15 分召開，請所有參與職事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共

商聖工。 

3) 執事會於 12 月 13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新舊執事依時出席，並求

主賜智慧商討聖工。 

4) 12 月聖誕節活動和聚會如下-- 

12 月 23 日下午 2 至 4 時詩班和基督少年軍探訪兩間護老院 

12 月 24 日下午 2 至 4 時聖誕感恩見證及音樂呈獻分享會 

12 月 25 日上午十時聯合聖誕崇拜及洗禮 

請肢體記念，並預留時間出席，同向為我們降生的基督獻上感恩。 

5) 請參與聖誕節崇拜中聖景演出的主日學生及兒童詩班員於 12 月 17 日及

12 月 24 日上午 10:15 到禮堂綵排；並於 12 月 25 日上午 9:15 到教會報

到。請家長依時帶同子女出席。 

6) 本年度第二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者請

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7) 2018 年崇拜的年題為「同心合一崇敬永活神」。為配合年題，崇拜將有一

些整合：逢單月的第一主日，午堂將與青崇合一崇拜；逢雙月第三主日，

早、午堂將與兒崇合一崇拜。敬請肢體/家長留意。 

8) 2017-2018 年度第二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開始，上課時

間上午 10:30-11:15，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下主日開始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舊約概論 陳麗樟姑娘 

中級 保羅書信(二) 麥志成牧師 

中級 普通書信(一) 孔啟源先生 

進深 約翰福音中的七個神蹟(記號) 周家邦弟兄 

初中主日學 愛家書簡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耶穌我救主(暫定) 梁小儀姊妹 

9) 本堂會友麥穎珊姊妹於 12 月 4 日誕下兒子，母子平安，感謝主！ 

10) 本堂會友胡偉亭弟兄與夏麗婷姊妹於 12 月 23 日下午 1:30 在鑽石山鳳德

道 52 號鑽石山浸信會 1 樓大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11) 麥牧師於 12 月 14 至 17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12) 公禱事項：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

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 

* 為 12 月洗禮、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的肢體禱告 

* 為消褪不同種族、信仰矛盾衝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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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Verse by Giovanni Maria Trabaci (c.1575-1647)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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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李錦洪先生 李錦洪先生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連卓欣弟兄 周鈺貽姊妹 梁麗珠姊妹 張宏睿弟兄 區惠娟姊妹 張宏睿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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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溢輝弟兄 葉海婷姊妹 林溢輝弟兄 葉海婷姊妹

招待: 區惠娟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菁菁姊妹 張慧清姊妹 張潔綾姊妹 何玉燕姊妹 康　全弟兄 黎美滿姊妹

司事: 孫俏娟姊妹 賴文湘姊妹 黃佩貞姊妹 盧麗銀姊妹 連卓欣弟兄 呂玉潔姊妹 麥寶儀姊妹 李靜賢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王炳生弟兄 惲保羅弟兄 林禮標執事 陳惠霞姊妹 高燕萍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張宏睿弟兄 許偉賢弟兄 鄭穎心姊妹 陳朝發弟兄 李育如姊妹 郭　宏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潘燕玲姊妹 趙惠蘭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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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盧穎君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何葦霆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陳可媚姊妹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7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10日) 

本月累積奉獻: $215,377  (包括發展及購堂: $41,200) 上週奉獻總數: $21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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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佩儀姊妹、林仲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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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