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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教會失焦？ 

 
建道神學院梁家麟院長（現在應該是榮休院長）在去年初發表了一篇《教會失焦》

的文章，本意討論現今教會，在面對社會上一些輿論壓力時方寸大亂，以至連教會事

工也失去焦點，結果引來不少的批評，照統計大部份是來自互聯網上不同的獨立媒

體，他們的焦點大都放在文中第三點：「教會輿論被政治騎劫」上，有評論認為教會

談政治天公地道，甚至某程度上教會應參與大幅改革社會，教會不談又指責別人是霸

權表現，提出這些觀點的大概非常熱衷於政治，認為這是教會責無旁貸的責任。 

 首先我們得弄清楚教會的焦點應在那裡，簡單來說就是教會應有什麼功能、弟兄

姊妹為何要「返教會」？任何一本講及「教會論」的書，都不離開三個教會主要的功

能，那就是：敬拜、傳揚和團契，要留意這三個功能都同樣重要，偏重那一方都會做

成失衡，這點在討論到教會與政治議題上尤為重要。 

 敬拜神是充滿整本聖經的行為，一個相信神的人，自然要來敬拜神，對神表達景

仰、感恩和順服，雖然敬拜有很多型式，個人不受時空限制的敬拜，即是隨時隨地向

神表達感恩、景仰也可算為敬拜的一種，不過教會提供的集體敬拜重要性在於正統，

除了維持敬拜的質素，也保證敬拜的主體不落在真神以外，敬拜可以有眾多方式：傳

統、活潑、甚至載歌載舞，不過主體始終是神，不因為人喜好而以詩歌、型式來相就，

否則教會就會失焦了。 

 關於傳揚，梁院長集中討論大型佈道會成效和植堂模式轉型，其實聖經在這方面

似乎更強調信仰群體的見證，初期教會其中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們天天同

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裏敬拜，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坦誠的心用飯，讚美神，得全

體百姓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 2:46,47），若教會只強調增長為佈

道的目的，那麼我們才會著眼於佈道會成效、樓價貴買不到物業擴堂；傳揚應該是信

仰生命的自然流露，所以每一個信徒其實都在傳揚福音，教會要教導信徒如何得「百

姓喜愛」，這才是佈道的焦點。 

 團契並不是指教會的小組聚會，而是整個群體的互動相處，保羅喜歡用身體各肢

體相連的關係來比喻（參林前 12:12-26），這種彼此關顧除了靈命相交，也包括肉身

的照顧：病痛、生死和生活困苦—包括政局環境，所以教會也會談論政治，不過是在

關顧的層面，對社會不公表示關注、教導，至於抗爭、革命並非教會的焦點，就留給

其他政治團體去執行好了。教會失焦是因為不務正業或傾斜於某一方，特別在這多元

化社會，信徒所面對的處境越趨複雜，教會也會迷失於眾多聲音之中。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聖樂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向上主高唱新歌 (崇拜樂章 1 頁) .......................... 眾  立 

3. 宣召 ..................................... 羅馬書 11 章 33，36 節 ................................... 眾  立 

33 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4. 讚美 .................................. 獨一真神 (普天頌讚 23 首) ............................... 眾  立 

  1) 智慧源，永長存，獨一的真神，不可見大光明，人豈能靠近？ 

 自有神，亙古存，極榮耀尊貴，祢凱旋， 顯大能，聖名當敬畏。 

  2) 不休歇，不急忙，如光般悄靜，不缺乏，不浪費，以威權執政； 

 祢公義必矗立如高聳山巔，天上雲—祢泉源傾福澤恩典。 

  3) 眾生靈皆蒙祢賜生機、榮形，讓主神居心中始得真生命； 

  人生好比花草，萎枯瞬息間，主大能不減退，至終不改變。 (間奏) 

  4) 天父榮光完全，明亮且璀璨，昔天使尊崇祢，齊掩目歌讚， 

 仰瞻華暉聖容，存敬畏心靈，今眾站寶座前讚美主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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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6 章 63-69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6 章 10-20 節 

8. 獻詩 .............................神完美妙韻 (教會樂圃 2，18 頁) .......................... 詩  班 

9. 奉獻 ................................. 活着為主 (普天頌讚 513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100 篇 1-5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愛的團契 ............................................... 眾  坐 

12. 回應 ................................. 愛屬於主 (普天頌讚 669 首) .............................. 眾  立 

  1) 愛乃屬主，神愛其中彰顯，樂施慈愛者，主仁愛展現。 

  2) 喜樂屬主，上主乃喜樂源，主內之樂乃天國喜樂泉。 

詩班： 3) 平安屬主，如溫柔甘露降，愛主朋友蒙主平安保障。 

  4) 光明屬主，凡在主光中行，雖經幽谷，主必導引、同行。 

  5) 榮耀駐居聖靈所選子民，神愛神光遠超世間比擬。  (間奏) 

  6) 愛乃屬主，神愛其中彰顯，樂施慈愛者，主仁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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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黎本正傳道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申命記 25 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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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堂現招聘兩位傳道，牧養家庭、男士、婦女團契，策劃推動聖樂事工。

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麥牧師或尚牧師查詢詳情。 

5)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徵者

須中學畢業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及製作簡報；主動盡責，善

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弟兄姊妹可向行政

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6) 今日兒童主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學員$12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

生除外），請家長到圖書閣前辦理登記及繳費事宜。 

7) 以諾團將於 8 月 28 日(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題目為

「慎防跌倒」，歡迎有興趣肢體依時赴會。 

8) 10 至 12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崇拜職事人員

季會將於 9 月 9 日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肢體預留時間出

席，共商聖工。 

9)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7 日開始，共有六堂，時間是下午 1:00-2:00。凡

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10) 2018-2019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開始，上課時

間為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日開始報讀。各課

程簡介可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釋經原理與應用 江慕慈姑娘 

中級 摩西五經 麥志成牧師 

進深 福音與社會 周家邦弟兄 

初中主日學 不一樣的生命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高中主日學 超凡生命力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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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Dialogue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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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黎本正先生 黎本正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梁麗珠姊妹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蘇雅妍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林文蓮姊妹 高燕麗姊妹 葉翠蓮姊妹 周家揚弟兄 林瑞馨姊妹 區惠娟姊妹 黎美滿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蔡月媚姊妹 呂玉潔姊妹 呂進雄弟兄 丘嘉敏姊妹 陳景安弟兄 辛列卿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麗梅姊妹

當值: 方艾洲弟兄 呂幹雄弟兄 劉柏堅弟兄 羅志威弟兄 莊偉棠弟兄 陳惠霞姊妹 呂君達弟兄 劉嘉敏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鍾穎嵐姊妹 徐俊榮弟兄 陳希婷姊妹 李建業弟兄 李芷珊姊妹 吳兆隆弟兄 陳其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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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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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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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趙修培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綠）(9月2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8月26日) 

本月累積奉獻: $395,688  (包括發展及購堂: $36,550) 上週奉獻總數: $13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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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柏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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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