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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都互相效力 
 
 

 二零零七年，筆者休假兩年，往美國進修，那時教會遷到新址之後，剛站穩陣

腳，很多工作都在發展，所以需要增聘傳道來填補，當然能找到一個經驗豐富的就

最好不過，但這實在可遇而不可求，有經驗的又不一定願意來小堂會打拼，完全要

看神怎麼安排了，果然一位有多年牧養經驗的女傳道，一口就答應我們，她接受的

原因竟然是多年前已認識藍田堂，那時她一家搬到附近居住，周日到藍田堂聚會，

當時教會也曾探訪過她，只是她們很快就搬離開了，事隔幾年才搬回來，踫上我們

招聘，就感到是神的帶領，還告訴當年探訪她一家的就是筆者，只是筆者已完全沒

有印象了。 

  

 就這樣，尚佩冰牧師就開始在藍田堂的事奉，到筆者從美國回來，教會各方面

都走上軌道，要關顧的弟兄姊妹多了，尚牧師明顯在這方面發揮很大的作用，因為

她有慈母一般的心腸，對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的姊妹有深切的認同感，完全補足

筆者在姊妹的關顧上的缺欠。以後「福蔭團」的牧養也順理成章，落在她身上，因

為她有一個身患殘障的兒子，多年來艱苦的與他面對各種治療和居家照顧，使她更

比筆者更有資格去關心困苦的病人，而福蔭團也因此得到很大的祝福。 

  

 二零一四年，教會一方面基於牧養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尚牧師的確表現出牧者

最高尚的委身心腸，於是就決定向區聯會申請按立尚牧師，二零一五年順利通過並

進行按立儀式，這樣尚牧師就可以分擔筆者執行聖禮的角色，想不到同年筆者被驗

出患上癌症，立時間分擔聖工變成完全承擔，也幸而適時按立尚牧師，教會在筆者

養病期間，一切事工不受影響，回想起來果然是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著益

處。 

   

 如今尚牧師榮休在即，筆者百感交集，除衷心多謝她多年的事奉之外，還要多

謝尚牧師背後的男人—梁先生每主日默默推兒子上來聚會，不單是對尚牧師最大的

支持，也是眾弟兄無聲的典範。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基督君王節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基督為王(崇拜短頌集 22 頁) .............................. 眾  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 

是初，也是終；是初，也是終；是開始為首也為終。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宣召 ................................. 基督為王 (普天頌讚 328 下) .............................. 眾  立 

主席: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出來。 

會眾: 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祂。阿們！ 

4. 讚美 .............................高唱榮耀之歌 (普天頌讚 324 首) .......................... 眾  立 

1) 齊來高唱榮耀之歌，普世全地酬應諧和：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基督開闢新道永活，高升榮登真神寶座。(阿利路亞！X 5) 

2) 聖徒群體列隊頌唱，橄欖山岡同立其上，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忠心信徒舉目仰望，基督高升威儀堂皇。(阿利路亞！X 5) 

3) 上主！導我歸家路向，振奮我心嚮往天鄉，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基督與父寶座同享，至高獨一萬王之王。(阿利路亞！X 5)(間奏) 

4) 復活基督榮升高天，全地同心讚美呈獻，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基督國度恆存永遠，三一：父、子、聖靈同尊。(阿利路亞！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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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威嚴神聖之名 (普天頌讚 323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但以理書 7 章 9-10,13-14 節 ............................... 眾  坐 

啟示錄 1 章 4 下-8 節 

8. 獻詩 ..............................遠超萬名之名 (普天頌讚 71 首) ........................... 詩  班 

9. 奉獻 ................................. 基督再臨 (普天頌讚 329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馬可福音 4 章 35-41 節 ................................... 眾  

11. 信息 ............................................. 祂來平靜風浪 ........................................... 眾  坐 

12. 回應 ...........................主，我願祢來！ (普天頌讚 604 首) ........................ 眾  立 

1)  基督再來！受造萬物困苦嘆息終告停， 

 榮耀宣告頒布天下：盼望重建信心盈！ 

 基督再來！基督再來！君尊和平今重臨！ 

2) 我們竭誠宣主聖蹟：痛苦十架捨性命， 

   信徒將見光榮景象，恩主再來掌權柄； 

   基督再來！基督再來！每顆心靈響頌聲！(間奏) 

3)  寶貴盼望擺設眼前，絲弦琴瑟正當響應， 

   主民歌聲彼此唱和，浩蕩行列進行， 

   基督再來！基督再來！我主快來掌權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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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堂萬得康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是撒母耳記上 27 至 31 章、撒母耳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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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9 年 1 至 3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初稿)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將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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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為在 105

室練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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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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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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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錢敏琪姊妹之父親錢富先生於 11 月 19 日離世，定於 12 月 3 日下午 5 時

於萬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守夜；12 月 4 日在哥連臣火葬場進行安葬。求主

安慰其家人。 

9) 陳志輝先生將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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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擁戴我主為王 (生命聖詩 第 9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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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萬得康牧師 萬得康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鄧民亮弟兄 雷書昊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書昊弟兄 蔡小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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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銘章弟兄 林義妹姊妹 黎美滿姊妹 方子仁弟兄 鄭　琦姊妹 何艷愛姊妹 康　全弟兄 周潔頤姊妹

司事: 張淑敏姊妹 張滿嬌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菁菁姊妹 蔡月媚姊妹 賴文湘姊妹 文玉玲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陳惠霞姊妹 高燕萍姊妹 余穎欣姊妹 楊彼得弟兄 馬君思姊妹 莊偉棠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志剛弟兄

影音: 葉蔓菲姊妹 周鈺貽姊妹 林殷宏執事 鄭慧芝姊妹 陳朝發弟兄 王月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美珍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王偉樂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蔡加德弟兄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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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李俊翹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盧穎君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梁諾希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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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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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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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寶姊妹 葉翠蓮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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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2月2日) 聖餐基督君王節（白／金）(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