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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懸案 
 

我們看聖經時，總有說不盡的疑問，不知大家曾否想過有沒有書藉可以一一作出解答？歷世歷代

也有信徒努力去解答不同的問題，甚至有「護教學」的產生，希望盡所能作回應。這期間大家看

「撒母耳記上」的經文，會遇到甚麼難解的經文呢？這星期的經文(13-19 章)，大家曾否問過或被

人問及以下的問題：約拿單與大衛之間是甚麼的愛？ 
 

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

母耳記上 18:1) 
 

經文緊接 17 章的內容，當掃羅問及打敗了非利士人歌利亞的大衛身世後，掃羅兒子約拿單的回

應。這千古懸案就是對這「愛」作出了存疑的解釋，而支持理句是隨後經文中，約拿單通知大衛

逃走，大衛的生命得以保留，也成了日後作為以色列王的重要伏線；「同志神學」的擁護者，更指

到這是有如男女之間的愛情。這經文出現這樣的推想，與「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的問題相

仿，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控。 
 

在同一章聖經的第 3、16、20 節； 

3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立約。 

16 但以色列和猶大眾人都愛大衛，因為他領他們出入。 

20 掃羅的女兒米甲愛大衛。有人告訴掃羅，這件事在掃羅眼中看為合宜。 
 

當中的「愛」字 (ו ַאֲהָבת ֹ֥ ב/18:3 בְּ ֵ֖ ה  使用時可以指到神對人的愛及人與人或男女的，(20、16、18:1 א 

愛，不是單一指到某種愛，並指到大衛得到不同群體及個別人的愛。而且在第 3 節很清楚地指出

「約拿單愛大衛…就與他立約」，學者用結盟來形容這立約的關係。在今年第 90 屆「港九培靈研

經會」的講道會中，講者也回應了這立約的關係。在經文的 18:4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把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 
 

「把戰衣、刀、弓、腰帶」給了對方就是「立約」的過程，這約代表著主權交替，由作為王子(君

王的繼承者)約拿單交給新王朝的新君王：大衛。作為戰士，戰衣、刀、弓、腰帶是戰士的裝備，

裝備仍在，仍可作戰；現在把裝備交予對方，戰士戰鬥的使命，也交予對方。試問，這與情慾的

愛有何關係？ 
 

講道會的講員為著這「千古懸案」作出講解，讓我們可以不受那些「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的

解釋所混淆，明白到約拿單如何降服神的主權，而不是個人的榮辱。今日信徒的生活準則，能否

不斷的被神、被聖經的話語所更新，甘願降服，取代人的偏執、個人的榮辱。但願我們都持守著

讀經的生活，更明白神藉聖經對信徒的教導，降服於聖經的教導，遠離那些人誤解下的偏執。 

 

陳志輝傳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二十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6 篇 5、11 節 ........................................ 眾  立 

啟：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應：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3. 讚美 .................................... 榮耀歸於真神 (青年新歌 3) ................................. 眾  立 

1) 同來榮耀獻神，讚祂成美工，為愛人間罪人，甘犧牲兒子— 

成為贖罪祭流血死亡捨身；願相信，可進入永生的大門。 

 頌讚主，頌讚主，蒼生聽主聲音！ 

  來頌讚，來頌讚，眾民歡呼快樂！ 

同來榮耀獻神，讚祂成美工—現今一起靠藉聖子到父前。 

2) 前來，憑藉我神愛子同歡欣，獲啟示衪真理，衪工作完臻。 

 一天能面見榮美主耶穌；歷改變，多奧妙，眾心必驚訝。 

 「頌讚主，頌讚主，蒼生聽主聲音！ 

來頌讚，來頌讚，眾民歡呼快樂！同來榮耀獻神， 

讚祂成美工—現今一起靠藉聖子到父前。」x 2  

「現今一起靠藉聖子到父前。」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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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一生當讚美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可福音 13 章 5-13 節 ..................................... 眾  坐 

希伯來書 10 章 19-25 節 

7. 獻詩 .............................. 基督可靠、可誇 (普天頌讚 650 首) .......................... 詩  班 

8. 奉獻 .................................. 你必須重生 (生命聖詩 18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以弗所書 2 章 8-1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保羅的神學 ............................................... 眾  坐 

11. 回應 ................................ 惟主永遠長存 (生命聖詩 292 首) ............................ 眾  立 

1) 我聞慈愛之言，注目救主寶血， 

 主作祭物犧牲功效，使我與神和好。 

2) 平安永遠長存，像主聖名不變， 

 穩固猶如上帝寶座，永遠堅定不移。 

3) 黑雲飄來逝去，暴雨橫掃天空， 

 主血印證永不改變，十架常在心中。 

4) 我愛心會冷漠，喜樂如潮起伏， 

 耶和華神永不變更，祂賜永遠平安。 

5) 你我容易改變，惟主永遠長存， 

 主愛才是安居之處，真理永繫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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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是撒母耳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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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研經課程」已經開課，共 8 堂，時間為上午 10:30-11:15，地點於 104

室，歡迎初信者及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之朋友參加。 

4) 會友莫麗賢姊妹於浸信會神學院修畢神學學士，定於今天下午 3:30 假座九

龍亞皆老街 206 號九龍城浸信會大禮堂舉行畢業典禮，本堂謹此祝賀，並願

神使用姊妹之牧養事奉。 

5) 尚牧師榮休晚宴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五)晚上 7:30 舉行，席設啟田百匯

酒家，座位名單已張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上。 

6) 教會元旦大旅行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二）舉行，行程包括大澳文物酒

店、新基橋、小食街及東涌古炮台。今天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如下： 

*成人：每位 200 元  

*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18 年歲或以下學生：每位 100 元 

*兩歲或以下幼童（佔車位、不佔餐位）：每位 100 元 

弟兄姊妹請參閱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上之海報。 

7) 以諾團將於 11 月 20 日(二)上午 10:00 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題目為「長

者常見皮膚問題及護理」，歡迎有興趣肢體依時赴會。 

8) 本堂將於 11 月 24 日(六)晚上 8:00-9:45 舉辦神學講座，主題是「希伯來書 

─ 真像與影子」，由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何善斌博士主講，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可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9)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及嬰孩奉

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10) 本堂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現正招募初級組隊員（8 至 11 歲兒童），集隊時間

為星期六下午 2:00 - 4:30，活動包括步操、靈修和技能訓練，以促進兒童的

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家長可聯絡陳志輝傳道/雷偉勝執事查

詢。 

11) 2019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額為$300 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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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astorella(by J.S.Bach)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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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萬得康牧師 萬得康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麥淑容姊妹 林恩庭姊妹 葉佩鈴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鄧民亮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林瑞馨姊妹 鄭倩雲姊妹 林碧蓮姊妹 陳其銘弟兄 梁銘章弟兄 林義妹姊妹 黎美滿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何少鳳姊妹 譚慧冰姊妹 莫雪貞姊妹 張淑敏姊妹 張滿嬌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菁菁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方艾洲弟兄 呂君達弟兄 鄧民亮弟兄 陳惠霞姊妹 高燕萍姊妹 余穎欣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陳貽添執事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穎心姊妹 葉蔓菲姊妹 周鈺貽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執事: 余文耀弟兄 呂潔儀執事 陳貽添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楊彥君姊妹 林二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司事: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信實: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潘結琼姊妹 葉翠蓮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葉翠蓮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基督君王節（白／金）(11月25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六主日（綠）(11月18日)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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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905         437,070    3,600        2,595       2,950        6,695       64,995          

現金支出 538,685         468,890    1,000        -               6,000        5,000       57,795          

現金流入/(流出) (20,780)         (31,820)     2,600        2,595       (3,050)       1,695       7,200            

固定資產 14,668,805    373,240    -                -               -                -               14,295,564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22,566      565,820    513,675    916,916   65,150      5,379       455,627        

其他資產 73,600           30,40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662,822)    -                -                -               -                -               (2,662,822)    

其他負債 (158,395)       (158,395)   -                -               -                -               -                    
淨資產 14,443,754    811,066    513,675    916,916   108,350    5,379       12,08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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