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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 

 
  下主日 2 月 4 日立春了，新年伊始，引用英國首相邱吉爾戰時名句：「成功並非
終極，失敗亦非致命」（Success is not final，failure is not fatal），作為應對未知的一年，
開局打氣。 
 
  在面對困難的日子，人生失去方向或心靈處於低谷時，我們要回到上帝的呼召，
那一個呼召？同樣，在一帆風順、事事如意的日子，我們也要回到上帝的呼召，那一
個呼召？ 
 
  1995 年夏天，我跟隨母會牧師到浙江省蕭山探訪農村教會，該次已是那年第二
次去浙江及上海了。在沒涼風，西湖湖水仍散發著昨天熱氣的早晨，我們一行數人，
坐著麫包車從旅館出發，前往蕭山的農村，儘管太陽一大清早已猛烈地照射，但當車
駛至郊區，車外涼涼的清風把車內的鬱悶一吹而散。在經過一望無際的稻田，陣陣稻
香更撲面而來，那稻田香氣至今我仍能記起。 
 
  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
去，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加福音 10:1-2）這是上主呼召我全時間事奉的經文，我一直
沒有告訴別人這個領受，直至一年後的九月，再度探訪蕭山農村教會，然後回上海，
再經上海坐船前往青島，就在漆黑但被滿天星光照著的甲板上，經過一年的驗證，我
回應了上帝的呼召。經過大半年的準備後，我進入神學院全時間受訓。在面對自己人
生種種的重要時刻，我總回到上主在 1995 年給我的呼召。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9） 
 
  上主不會向屬祂的人沉默，祂經常向我們說話，關鍵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去聽、
去跟從。無錯，我們並不完全，亦不能完全掌握上主的心意，但這也不應成為我們不
聽不跟從的藉口，主說「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
5:48），同時借用電影《戰雲密佈》 （The Post）的一句對白彼此勸勉，‘We are not 
perfect, we may not be right. But we just keep on⋯⋯’ ，就讓我們以行動回應上主的呼召。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
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哥林多後書 13:11）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11 篇 1-2, 9-10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哈利路亞！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和會眾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應：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被所有喜愛的人所探尋。 

啟：他向百姓施行救贖，頒佈他的約，直到永遠；他的名聖而可畏。 

應：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有美好的見識。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3. 讚美 ............................樂哉，救主為王 (生命聖詩 66 首) ......................... 眾  立 

   1) 樂哉，救主為王，齊來叩拜崇敬，快樂歌唱謝恩，永遠凱旋歡慶。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2) 救主耶穌為君，真理慈愛之神，洗淨我眾罪過，榮登天上寶座。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清唱：3) 神國永不衰敗，統管天地萬眾，死亡地獄鑰匙，皆在耶穌手中。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間奏) 

   4) 歡欣榮耀盼望，救主必再顯現，引領屬祂僕人，進入永遠家園。 

 提高你聲，振奮你心，歡欣，歡欣，應當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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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救主耶穌，仁者之樂 (生命聖詩 70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申命記 18 章 15-20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1 章 21-28 節 

7. 獻詩 .................................. 救主的愛 (生命聖詩 71 首) ............................... 詩  班 

8. 奉獻 ...............................信徒要儆醒 (生命聖詩 355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希伯來書 10 章 19-25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從破裂到合一 ........................................... 眾  坐 

11. 回應 ...............................時代的挑戰 (生命聖詩 383 首) ............................ 眾  立 

1) 興起，基督哨兵！守望，儆醒，時代前鋒，注視天上異象， 

持守信仰，認定路向，點起先知的火把，啟蒙，明瞎，暴露虛假； 

投入時代的洪流，伸出援手，拯溺釋囚。 

2) 興起，基督使者！純良如鴿，靈巧似蛇，表彰基督榮形， 

離罪成聖，仁愛，剛勇；傳揚基督的福音，普世得聞十架救恩； 

見證基督的真理，心口一致，力行不息。 

3) 興起，基督僕人！事主忠心，以誠以勤，關心基督聖工， 

憂喜與共，同建靈宮；流露基督的慈仁，服務人羣，悲天憫人， 

緊隨基督的腳踪，與主同行，與主同工。 

4) 興起，基督戰士！如虹士氣，再接再勵，分享基督勝利； 

非靠才勢，惟主可恃。順從基督的角聲，請纓效命，陷陣衝鋒， 

等候基督的凱旋，萬民頌讚，永遠，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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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六) 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題目：「誰是你的護心天使?」，講

員：余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是日所

有團契參加佈道會。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使徒行傳 12 至 18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

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4) 2018 年教會事奉人員招募於今天(1 月 28 日)及下主日(2 月 4 日)進行，請

肢體按感動填妥事奉招募表，放回收集箱內。求主使用我們在合適的事奉

單位中同心學習、彼此服事。 

5)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

$10 連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初領取。 

6) 由於下週初天氣嚴寒，原定於 1 月 30 日早上 10:00 的健康講座將會取消。

請肢體留意。 

7) 為推動閱讀屬靈書籍，教育部邀請了基道書樓於 2 月 4 日及 11 日崇拜後

於教會門外走廊設有書攤。現場基道出版書籍 8 折，其他書籍及禮品 9

折，另有精選書籍享有更多折扣優惠，鼓勵弟兄姊妹挑選合適的屬靈書

籍，紮根信仰。 

8) 本堂會友呂浩然弟兄和吳麗珍姊妹於 2 月 3 日上午 11:00 在本堂舉行婚

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9) 會友黃錫潤弟兄於 2 月 4 日在香港殯儀館守夜，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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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樂頌神恩 (生命聖詩 307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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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連卓欣弟兄 陳　諾弟兄 梁麗珠姊妹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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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楊妙玲姊妹 林義妹姊妹 方子仁弟兄 張慧清姊妹 張穎明姊妹 林燕芬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張淑敏姊妹 袁麗娟姊妹 羅志威弟兄 黎鳳英姊妹 黃寶強弟兄 張滿嬌姊妹 麥寶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王月珊姊妹 張金生弟兄 楊彼得弟兄 黃翠屏姊妹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朱麗麗姊妹

影音: 蔡加德弟兄 何淑怡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穎心姊妹 梁志強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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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戴紀君小朋友

司事: 廖煦瑤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廖煦謙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朱美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朱美儀姑娘 呂淑琼姊妹 施慧君姊妹 陳敬蓮姊妹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4日) 聖餐顯現期第四主日（綠）(1月28日) 

本月累積奉獻: $479,155  (包括發展及購堂: $42,975) 上週奉獻總數: $112,787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何少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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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