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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是一卷不容易讀明白的書卷，單就書卷的作者，2 千年來都未能有單一的結論。

書卷的收信人應該是猶太族有猶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已經信主有一定的年日，居於羅馬地

區一帶。要明白這書卷，必須要對舊約的不同書卷也當相的認識，才能了解到書卷中架構

與不同的重點。 

 

不少聖經學者都提出以「榮辱文化」來理解收信人的掙扎。希伯來書的寫作時期，正於羅

馬的管治下，猶太教(即舊約中描述的以色列人宗教)是被政府認可，這認可的宗教信仰，

不但可如常作宗教活動，沒有受到限制(即是今日的「結社及宗教自由」)，與及可以豁免

向君王崇拜。而且當期時的猶太會堂得到達官貴人的財力支持，有充裕財力，以推行社會

福利，照顧參與猶太會堂中的弱勢社群。 

 

一旦改信新興的基督信仰，以上提及的也全部失去；會失去社會地位及社交，窮困的更會

失去從會堂而來的所有福利，信仰自由受限、受監管，對於當時的信徒而言會如何選擇？

(社會問題千年都不變！) 

 

保持舊有的思想，擁護體制既有的權力，他們可以同時保持猶太人的信仰，及在社會中被

肯定，在信仰及社會的利益上(魚與熊掌)兩者兼得，符合人期望的榮耀。但堅持跟隨基

督，而不是人的傳統，在信仰上切底被基督改變，就要接受失去人的榮耀，被既有的權力

派系攻擊，失去社團的福利，政治上被當權者打壓，甚至宗教上被侮辱。 

 

希伯來書卻要鼓勵信徒，耶穌基督就是那位遠超過一切的神，比天使更美(1-2 章)、比大祭

司更美(3-7 章)，是神與人更美的約(8-10 章)，是更美的信心(11-12)，基督是永恆不變的(13

章)。正因為這些，基督信仰顛覆了當時的「榮辱文化」，人看為羞恥、侮辱；卻可帶來人

永遠的福樂。第 11 章提及一系列「因著信」的偉人，經文最後是這樣總結；(來 11:39-40) 

這些人都是因信獲得了讚許，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好的事，若沒有我們，他們就不能達到完全。 

 

在 12 章作出總結，回應居於羅馬地區信徒要忍受因改信基督的苦難；(來 12:1-2)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

罪，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耶穌，他因那擺在

前面的喜樂，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陳志輝傳道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 篇 1-2 節 ......................................... 眾  立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讚美 .................................. 上主之靈 (普天頌讚 85 首) ............................... 眾  立 

1) 懇求主聖靈降臨在我心；潛移而默化，消除凡俗情； 

垂憐我卑弱，賜主力振興；使我愛上主盡所有愛心。 

2) 我不求異夢、先知火熱情，不求此身軀頓然超凡塵， 

 亦不望天開，天使忽降臨；但從我靈魂，求主除幽蔭。 

3) 教我常感覺恩主在身旁；訓練我心靈痛苦能擔當； 

 使不發怨言，無疑慮反抗；禱求雖未應，耐心存盼望。 (間奏) 

4) 教我能愛神像天使一般，聖潔的熱情充滿全軀幹； 

 聖靈的火舌如鴿從天降，主愛如烈燄燃點我心壇。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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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耶穌呼召 (普天頌讚 72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9 篇 7-14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9 章 38-50 節 

7. 獻詩 ................................. 願神施恩 (普天頌讚 693 首) .............................. 詩  班 

8. 奉獻 ...............................如今更愛主 (普天頌讚 72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腓立比書 4 章 10-20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我靠主大大喜樂 ......................................... 眾  坐 

11. 回應 ................................. 你當歡欣 (普天頌讚 489 首) .............................. 眾  立 

1) 歡欣，我主為君，你當叩拜至尊！ 

世人，感謝主恩，凱歌永遠歡欣。 ** 

2) 救主執掌權柄，真理、慈愛之神， 

成就救恩─潔淨，榮登寶座執政。 ** 

3) 神國永世光輝，權柄統治天下。 

地獄、死亡之鑰已交基督執拿。 **  (間奏) 

4) 滿心盼望、歡欣：審判之主再臨， 

引導從主僕人同歸天上家庭。 ** 

** 振發你心！提高你聲！歡欣，歡欣，你當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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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約書亞記 13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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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週一）為國慶日公眾假期，該天教會暫停開放。 

4) 本年度兒童主日學結業暨頒獎典禮感恩崇拜將於今天上午 10:20-11:15 舉

行，誠邀各位 2017-18 年度兒童主日學老師及助教、兒童主日學學生及家

長出席典禮！ 

5) 崇拜部舉辦「崇拜主席培訓班」，將於 10 月 6 日(六)及 13 日(六)下午 2:15-

4:15 於本會禮堂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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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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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開始報讀，並參閱電子

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相關課程簡介。 

8) 會友大會及 2019 及 2020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8 日早上 10:15 舉行，

請會友準時出席，會友大會議程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隔上。當天青成

年主日學暫停一次。 

9)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年度專題培靈會將於 11 月 2 日(五)及 9 日(五)晚上 8:00-

9:00 舉行，題目為「約瑟人際關係的歲月神蹟」，費用全免，歡迎報名參

加。海報及報名表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的間隔上。 

10) 為推展學生福音事工，誠邀弟兄姊妹於今年 11 月至明年 1 月期間擔任興

趣班導師，於主日下午 2:30-4:30 教授下列其中一項活動，如美食製作、

DIY 飾物、手繪漫畫、體感運動、體適能訓練等，每項興趣班 2-3 堂，弟

兄姊妹可向陳志輝傳道查詢相關詳情。 

11) 會友林殷宏夫婦於 9 月 27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起名允悅，感謝主！ 

12) 麥志成牧師於 10 月 5 日至 9 日放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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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齊來謝主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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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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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佘惠蘭姑娘 佘惠蘭姑娘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李燕怡執事 林恩庭姊妹 陳其銘弟兄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楊妙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黎美滿姊妹 梁淑敏姊妹 楊美美姊妹 高燕麗姊妹 黃嘉鳳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袁麗娟姊妹 黃家成弟兄 盧麗銀姊妹 陳景安弟兄 顧建德弟兄 譚建偉弟兄 雷瑞玉姊妹

當值: 黃香娣姊妹 温麗儀姊妹 林志剛弟兄 余文耀弟兄 馬君蕙姊妹 王炳生弟兄 招楚筠姊妹 馬志國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姊妹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許偉賢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余文耀弟兄 林禮標弟兄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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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林洛琛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楊展昀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司事: 劉卓瑋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馬曉詠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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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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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葉翠妍姊妹 許嘉玲姑娘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趙修培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趙修培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綠）(10月7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九主日（綠）(9月30日) 

本月累積奉獻: $442,594  (包括發展及購堂: $46,900) 上週奉獻總數: $1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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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惠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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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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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146         390,005    6,900        1,297       2,200        5,497       47,247          

現金支出 589,255         536,879    1,000        -               3,000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136,109)       (146,874)   5,900        1,297       (800)          497          3,871            

固定資產 14,725,781    341,052    -                -               -                -               14,384,729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51,387      616,793    506,935    912,971   70,200      3,684       440,803        

其他資產 64,200           21,00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739,868)    -                -                -               -                -               (2,739,868)    

其他負債 (130,936)       (130,936)   -                -               -                -               -                    
淨資產 14,470,565    847,909    506,935    912,971   113,400    3,684       12,08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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