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陳志輝先生、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麥呂曼珍師母（義務）、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只是我告訴你們」 
 

  已故的耶魯大學教牧學教授盧雲神父在 1972 年所寫的《負傷的治療者》一書中
提及，「我們不是治療者，我們不是復和者，我們不是生命的賜與者。我們是有罪的、
破碎的、容易受傷的人。……牧養職事的奧秘就是讓我們這群被揀選的人，把自己非
常有限、非常有條件的愛成為上帝無限、無條件的愛的通道。」這段說話一直貼在我
辦公桌前，提醒著我，我不是完全人，我得承認自己的缺乏，我是如何的不足，這提
醒我不可單靠自己的能力，去度我的事奉、人生。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一句話：「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太 5：48）真的教人摸不著頭腦。「像天父完全」—是主耶穌的命令，又看似一個
無可能達到的目標，但我同時相信，主耶穌不會對祂的跟隨者定下一個不切實際，永
遠不能達標的標準，不過，在我們這些有罪的、破碎的、容易受傷的人，究竟我們怎
樣可以「完全」，像生命的賜與者呢？ 

 

  這問題對那些信仰路上認真追尋的信徒們，帶來不少的思考，耶穌在登山寶訓中
的教導，人又如何實踐呢？當然，在踐行信仰的同時，很多人會用盡他一切的力量，
去作耶穌的吩咐，這態度是好的，但當他把達至完全的責任、成敗得失只歸他個人的
努力，這就不切合主耶穌在山上寶訓的要求了，因為靠自己力量達致完全是不可能，
而且這只會帶來一種惡性循環。這惡性循環帶來因著人一直不能達到標準，故人就一
直提升自己責任，慕求與「完全」更加接近。若主耶穌是這意思，祂又何須在山上說
祂的寶訓？祂只要直接引用舊約律法便可以，何須說「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
給她休書。』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
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足證明祂所說的
與舊約律法有不同。 

 

  盧雲神父的說話為處於這惡性循環光景中的人帶來安慰，「把自己非常有限、非
常有條件的愛成為上帝無限、無條件的愛的通道。」上帝是永活的，祂在我們日常生
活中與我們一起，這不就是馬太福音的重要主題嗎？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我
們這有限的不應也不需單靠自己能力達至完全，感謝上帝，因著主耶穌的緣故，祂看
我們是完全了（我們被完全了）。不管我們有幾多的缺陷，讓我們靠著那加給我們力
量的上主，與耶穌同行，繼續活出信仰。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羔羊垂憐 (普天頌讚 855 首) .............................. 眾  立 

除去世人諸罪孽的上主羔羊，懇求祢垂憐。上主羔羊，求賜平安。 

3. 宣召 .......................... 詩篇 22 篇 26-28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 

應：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合：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他是管理列國的。 

4. 讚美 ............................讚美主奇妙救贖 (生命聖詩 79 首) ......................... 眾  立 

   1) 但願萬民都來歌唱，讚美救主聖名， 

 讚美上主君王榮耀，頌揚主恩豐盈。 

清唱：2) 耶穌聖名能除驚惶，慰我心中憂傷， 

 好像妙樂進入耳中，使我平安健康。 

   3) 祂已消滅罪惡權勢，解脱罪人捆鎖， 

 惟主寶血能除罪跡，也洗淨我罪過。 

   4) 懇求恩主慈愛父神，助我到處宣揚， 

 將主聖名奇妙救恩，傳遍地極四方。   (間奏) 

   5) 但願榮耀，頌讚，大愛，永遠歸與真神， 

 天上地下教會信眾，一同稱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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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17 章 1-7, 15-16 節................................. 眾  坐 

羅馬書 4 章 13-25 節 

8. 獻詩 ..............................頌讚受辱耶穌 (生命聖詩 78 首) ........................... 詩  班 

9. 奉獻 ................................. 時刻蒙恩 (生命聖詩 339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8 章 27-38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你們説我是誰 ........................................... 眾  坐 

12. 回應 .............................主，我願像祢 (生命聖詩 391 首) .......................... 眾  立 

   1) 榮耀的救主，我深願像祢，這是我禱告，我的盼望； 

 我甘願捨棄世上的財寶，披戴主基督完美形像。     ** 

姊妹：2) 主，我願像祢，有憐憫心腸，温柔和寬恕，慈愛善良； 

 幫助孤苦者，鼓勵灰心者，領人歸基督，尋找亡羊。   ** 

弟兄：3) 主，我願像祢，謙遜俯就人，忍耐且勇敢，聖潔柔順； 

 遇苦待辱罵，能逆來順受，寧自受痛苦，使人得救。   ** 

   4) 主，我願像祢，聽我懇求聲，以愛與聖靈充滿我心； 

 使我作聖殿，合乎祢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府。    ** 

   ** 主，我願像祢，主，我願像祢，榮耀的救主，像祢純潔； 

 願祢的甘甜，願祢的豐盛，願祢的聖形深印我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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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羅馬書 12 至 16 章及創世記 1 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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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福蔭團契(癌關)於 3 月 10 日(六)下午 2:00 至 4:00 於副堂有專題講座，講

員：黃曉恩醫生，題目：癌症的基因檢測及個人化治療，歡迎弟兄姊妹參

加。 

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將於 3 月 11 日上午 10:1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

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是日主日學及兒童詩班暫停。 

5) 教育部於 3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日)上午 10:30 開辦「福音研經課程(I)」，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對福音信仰感興趣之朋友參與，弟兄姊

妹請參海報有關詳情。 

6)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11 日下午開始，凡有意於 5 月 20 日洗禮者

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7) 會友梁銘章弟兄父親梁樹弟兄安息禮定於 3 月 10 日由家人以簡單儀式進

行，求主安慰家人。 

14. 三一頌、祝福 (同應阿們) ............................................................................ 眾  立 

15. 堂慶月詩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 首) ...................... 眾  立 

3) 永恆之君，求前導，我眾毫無憂驚，何處主聖容顯現，歡樂就如黎明， 

輝煌十架高高擧，光照我們旅程，華冠等待得勝者，懇求真神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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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李燕怡執事 陳　諾弟兄 邱頌詩姊妹 周　溢弟兄 陳可媚執事 周　溢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葉海婷姊妹 周　悠姊妹 葉海婷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林瑞馨姊妹 何艷愛姊妹 張元娜姊妹 黃盛霞姊妹 高燕麗姊妹 李燕怡執事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譚富霖弟兄 蔡月媚姊妹 麥寶儀姊妹 莫雪貞姊妹 連卓欣弟兄 李翠碧姊妹 呂進雄弟兄 文玉玲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林景輝弟兄 彭秀群姊妹 招楚筠姊妹 方艾洲弟兄 莊偉棠弟兄 羅志威弟兄 余文耀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劉焯凡弟兄 夏振傑弟兄 曾偉珩弟兄 李雪葵姊妹 徐俊榮弟兄 鄭美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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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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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劉卓曈小朋友 陳曉晴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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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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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美玉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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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三主日（紫）(3月4日) 聖餐預苦期第二主日（紫）(2月25日) 

本月累積奉獻: $406,094  (包括發展及購堂: $53,087) 上週奉獻總數: $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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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夫婦、鍾巧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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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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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778         516,753    13,500      44,475     1,700        5,375       100,975        

現金支出 554,363         475,311    16,000      2,406       3,000        5,000       52,646          

現金流入/(流出) 128,415         41,442      (2,500)       42,069     (1,300)       375          48,329          

固定資產 15,041,584    328,199    -                -               -                -               14,713,386   

銀行及現金結餘 2,129,926      383,282    474,885    895,458   50,800      375          325,126        

其他資產 95,200           22,600      15,000      -               57,600      -               -                    

按揭貸款 (3,008,222)    -                -                -               -                -               (3,008,222)    

其他負債 (160,460)       (160,460)   -                -               -                -               -                    
淨資產 14,098,028    573,620    489,885    895,458   108,400    375          12,03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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