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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走上，為世人犧牲。 

 
上主日與大家分享到主耶穌成就的救恩，正正把神的慈愛與公義表明出來； 
 
「就正如救恩，因為神是愛，所以耶穌成為人，在地上成就救恩；又因為神是公義，所以

救恩的完成，是要耶穌釘在十架上，代世人受到刑罰。慈愛與公義，缺一不可。」 
 
聖經清楚地作出記述，當耶穌回到耶路撒冷，預備走完他人生的路，門徒是不明白(太

16:21-23)。及後耶穌更清楚指出；(太 17:22-23) 

 
22. 他們聚集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 

23. 他們要殺害他，第三天他要復活。」門徒就非常憂愁。 
 
門徒與耶穌生活了一段日子，耶穌已是他們終身跟隨的「夫子」，學生應當與自已的「夫

子」同負一軛，說「夫子」同一的教導，行「夫子」同一的路，情同父子。當一次又一次

聽到耶穌要走到人生的盡頭，要被捕，交在不義的官長手中，在沒有公平公義的審判下，

如耶穌所表示-死路一條，誰會不憂愁？但這就正正是耶穌成為人的使命。 

 

不義的政權，帶來不義的制度，如大祭司也是由統治者所指派，以完成所指派的「政治任

務」，聖經(當時已有舊約聖經)的教導也可以被取代。而耶穌所作的是要在這宗教及政治紛

亂的大環境中，行自己的路，那清楚領受的路，去完成救恩。 
 
成就救恩一定要流血，這是罪帶來的必然結果；(來 9:22) 

 

按著律法，幾乎每樣東西都是用血潔淨的；沒有流血，就沒有赦罪。 

 
從人的角度，會感到難於理解？是否不能說：你的罪都赦免了。十字架上成就了的救恩，

表明了神的慈愛與公義，兩者必須共存，一個都不能少。另外，受苦的基督，讓我們更明

白神對人的愛，及耶穌如何明白我們的處境、感受。身處香港，處於水深火熱當中，耶穌

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再一次加強我們對他的信心，知道祂與我們同行。 
 
在這小小的城市生活，要見證我們的信仰，並不容易。就正如上星期提及過的「講道應

用」； 

 

「評論，在日常生活不可避免，有甚麼因素阻礙自己作出「公平公正」的評論？」 

 

當我們清楚了自己是「屬神的子民」，就要回應所領受的「慈愛與公義」，甘心走上。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九年七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聚集主前 (恩頌聖歌 260 首) .............................. 眾  立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蒙祂賜聖靈，聯於一體， 

   蒙基督潔淨，是神教會。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3. 宣召 ........................... 詩篇 30 篇 1-2、12 節 (舊約 783 頁) ........................ 眾  立 

啓：1 耶和華啊，我要尊崇你，因為你救了我，不讓仇敵向我誇耀。 

應：2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合：12 使我的靈歌頌你，不致緘默。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 

4. 讚美 ................................... 先聖之神 (生命聖詩 37 首) ............................... 眾  立 

1 先聖之神，祢用全能聖手，造出星群，鋪張美麗宇宙； 

 榮耀光芒在太空中輝映，敬向寶座獻上感恩歌聲。 

2 天父慈愛，昔曾引導看顧，賜給我們自由美麗樂土； 

 願我聖父統領扶助保護，祢言，祢道，是我律法，道路。 

3 脫離戰禍，脫離病毒災殃，藉祢聖臂永作我們保障； 

 祢的真道在我們心滋長，祢的善良，使我們得安康。(間奏) 

4 求主甦醒艱辛途中百姓，離開黑夜，導入永遠光明； 

 使我生活充滿恩典，慈愛，榮耀，頌讚，歸主直到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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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述說主恩 (生命聖詩 8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0 章 1-11 節 (新約 107 頁) ....................... 眾  坐 

           加拉太書 6 章 1-6 節 (新約 291 頁) 

8. 獻詩 ............................ 謝主赦罪之恩 (普天頌讚 436 首） ......................... 詩  班 

9. 奉獻 ..... "Amistad Hymn" George W. Warren, 1892 arr. Tim Blickhan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詩篇 121 篇 (舊約 896 頁)................................. 眾  坐 

11. 信息 ................................................ 我眼目何在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Deck Yourself，My soul，with Gladness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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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斯帖記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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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蔭團契於 7 月 13 日下午 2:00-4:00 有專題講座，由潘嬿醫生主講，題

目：「認識紓緩治療及癌症病人照顧」，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4) 已報名參加 7 月 15 日至 20 日暑期聖經班之兒童，請於 7 月 15 日上午

8:45 準時到達教會出席課堂。（煩請各兒童必須穿著運動服飾、自備飲

用水一枝及餐具）。 

5) 暑期聖經班家長講座於 7 月 20 日(上午 9:00-10:00)舉行，講題：張力關

係中的「操控」與「放手」，邀請韓桂芬姑娘主講(中國基督教播道總會 

─ 基督教教育總主任)，歡迎各位家長出席參加，可留意海報有關詳情。 

6) 本堂詩班將開辦「基礎聲樂訓練班」，日期：20/7、27/7、3/8、10/8、17/8

及 31/8，下午 4:00-4:45 在 105 室舉行。歡迎所有人士參加，報名表已貼

於圖書閣對出的間板上。 

7) 本堂將舉辦「急救證書課程」，日期：27/7、3/8、10/8、17/8，上午 9:00

至 5:30。課程時數為三十小時，考試日期及時間：31/8-14:00-17:00。課

程除介紹急救原則外，學員可認識及練習急救處理方法，包括心肺復甦

法、不省人事、出血、休克、骨折及燒傷的處理等。完成課程後，學員

會被安排由聖約翰救傷隊進行考試。經考試及格後，可獲簽發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急救證書，有效期為 3 年。歡迎年滿 13 歲弟兄姊妹參

加，費用 420 元。請聯絡 Kammy 報名，只餘少量名額，7 月 14 日截止

報名。 

8) 會友林泳琛姊妹與夫婿麥錦浩先生於 7 月 3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感

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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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Prepare thyself，my soul；watch & pray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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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林湛基弟兄 周鈺貽姊妹 繆迺頌姊妹 方早晞姊妹 馬君蕙姊妹 方早晞姊妹 呂潔儀執事

司琴: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鄭　琦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黃香娣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黃嘉鳳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鮑慧賢姊妹 周家揚弟兄 邱頌詩姊妹 黃寶強弟兄 袁麗娟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家成弟兄

當值: 王炳生弟兄 呂幹雄弟兄 鄧民亮弟兄 曾詠琪姊妹 朱麗程姊妹 陳惠霞姊妹 劉嘉敏姊妹 呂君達執事

影音: 曾偉珩弟兄 周　溢弟兄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林殷宏執事 鄭穎心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貽添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潘燕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梁諾希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綠）(7月14日)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綠）(7月7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70,565  (包括發展及購堂: $60,215) 上週奉獻總數: $66,286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黃可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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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