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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的鄰舍？（誰不是我的鄰舍？） 
 

二次大戰荷蘭淪陷之後，被納粹暴政統治期間，有幾名猶太人為逃避納粹黨追捕

而來到一個基督徒家庭門外叩門。如果他們幫助這些猶太人，一家人有機會被牽連；

但如果拒絕他們，他們極可能被殺死！因情勢危急，這家庭認為不能見死不救，於是

把他們藏在一個狹小的密室當中度過了多日，並且協助多名猶太人平安離開。不過，

事件最終被納粹德軍發現，全家人被捉拿至集中營，男戶主及長女都死在集中營內。

直至二戰結束，小女兒獲救後把這段經歷記錄成《密室》一書，見證一家人如何憑著

基督的愛去戰勝怨恨。大屠殺事件中，這家庭原本可以置身事外平安度日，但因為公

義和愛鄰舍的緣故犧牲了自己，這樣做值得嗎？ 
 

有一個律法司要探試耶穌，於是耶穌講述「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 10:25-37）。

祭司及利未人因著律法禁止他們為死人沾污自己，所以離開那個重傷不能確定是死是

活的人，有解經家認為在這情況下他們應該是不必受到指責的。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

經過，竟成為這個傷者的鄰舍，將他的需要承擔在身，不但向這個傷者提供急救援助，

更安排他康復的需要，送他到旅店，更承諾日後繳付餘款。這個撒瑪利亞人為何要把

一個陌生人的需要承攬在身？這個傷者甚至可能是一個痛恨撒瑪利亞人的猶太人！

但這個撒瑪利亞人因為「動了慈心」而向這個半死的人伸出援手！ 
 

在耶穌的比喻中，被猶太人所鄙視和恨惡的撒瑪利亞人，竟然活出了連宗教領袖

也沒有顯示出的「上帝的慈心」，甚至全力扶助傷者直至對方走出陰霾步向光明。耶

穌的比喻令我們反省到，熟悉聖經或事奉主耶穌的人，當看見有人落在患難、不公義

或無助之中的時候，有否「動了慈心」多走一里，即使要付上代價，成為別人的鄰舍，

向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立場的人伸出援手，而不是去區分和定義誰

是我的鄰舍、誰不是我的鄰舍，那怕只是給別人一杯涼水或一個休息的地方，相信都

能夠讓人在香港感受到愛、看見耶穌！ 

 

 

陳麗樟姑娘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阿摩司書 8 章 11 節 (舊約 1376 頁) ......................... 眾  立 

「看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而是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 讚美 .................................. 快樂崇拜 (生命聖詩 22 首) ............................... 眾  立 

1 快樂，快樂，我們崇拜榮耀慈愛大主宰； 

  心靈開啟在主面前，如同花朵向日開。 

  愁霧疑雲，罪惡憂驚，懇求救主盡除清， 

  萬福之源，永樂之主，求賜光明滿我靈。 

2 環繞主座萬物同歡，天地反映主榮光； 

  天使，星宿繞主歌唱，不住崇拜永頌揚； 

  四野森林，低谷高山，青翠草原及海洋， 

  清歌小鳥，輕注流泉，喚醒我們同歡唱。 

3 主願給予，主喜赦罪，永受祝頌永施恩； 

  主是生活喜樂源頭，賜人安息海般深； 

  神是父親，基督是兄，愛中生活皆主民； 

  求教我們相愛相親，同享神聖大歡欣。 

4 晨星引起偉大歌聲，普世萬民都響應； 

  天父慈愛統治我們，弟兄友愛繫人群； 

  一同前進，歌唱不停，忠勇爭戰勝利軍； 

  歡欣樂曲，導向光明，同唱凱歌慶永生。 

4. 祈禱 ........................ 主的公義在地成就 (普天頌讚 571 首) ...................... 眾  立 

5. 歌頌 .............................這是天父世界 (生命聖詩 51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0 章 38-42 節 (新約 108 頁) ...................... 眾  坐 

歌羅西書 1 章 15-28 節 (新約 307 頁) 

7. 獻詩 ........................ 求主引領我 (A&O 合唱曲集(一) 21 頁) ..................... 詩  班 

8. 奉獻 ................................天父的聲音 (生命聖詩 515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5 章 1-13 節 (舊約 1371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這是險惡的時候 ......................................... 眾  坐 

 

 



 

 

11. 回應 .................................... 主活著 (生命聖詩 413 首)................................. 眾  立 

1 我所事奉復活主，祂今在世活著，我知道祂確活著，不管人怎麼說， 

  我見祂手施憐憫，聽聞祂安慰聲，每次當我需求祂，總必答應。  ** 

2 在我所處環境中，主愛常在我旁，我雖有時心煩惱，但卻永不失望， 

  我知救主引領我，衝破暴風狂濤，一日我主必再來，大顯榮耀。  ** 

3 歡欣，聖徒當歡欣，大家高聲讚揚，不息的“哈利路亞”，歸於基督我王， 

  尋祂的人有盼望，祈求者得幫助，無人有祂的愛心，仁慈，善良。 ** 

** 基督，耶穌，今天仍然活著，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窄路同過。 

  基督，耶穌，救恩臨到萬邦，若問我怎知祂活著，祂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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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約伯記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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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將於 7 月 23 日(二)上午 10 時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主題為 

 「退化性膝關節炎：護理及運動」，歡迎 60 歲或以上弟兄姊妹參加。 

4)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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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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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 眾  坐 

           天父世界真美麗 (生命聖詩 514 首)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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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袁熙群先生 袁熙群先生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連卓鴻弟兄 陳卓欣姊妹 蘇雅妍姊妹 柯綽瑤姊妹 李燕怡執事 柯綽瑤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文蓮姊妹 趙惠蘭姊妹 黎美滿姊妹 梁淑敏姊妹 陳惠霞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連卓欣弟兄 鄭穎儀姊妹 雷瑞玉姊妹 丘嘉敏姊妹 辛列卿姊妹 柯思敏姊妹 李靜賢姊妹 黎鳳英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馬君思姊妹 楊彼得弟兄 黃香娣姊妹 方艾洲弟兄 馬君蕙姊妹 余穎欣姊妹 羅志威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陳其銘弟兄 郭浩賢弟兄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永祐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蔓菲姊妹 鄒念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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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梁穎心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李卓恩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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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鑾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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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7月28日) 聖靈降臨期第六主日（綠）(7月21日) 

本月累積奉獻: $369,796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400) 上週奉獻總數: $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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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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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6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3,985,488       573,632         489,536    5,350        3,715       14,815      60,215          

現金支出 3,558,244       498,964         443,439    1,000        -               11,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427,244          74,668           46,098      4,350        3,715       3,815        16,690          

固定資產 14,468,825     14,468,825    474,123    -                -               -                13,994,702   

銀行及現金結餘 2,743,928       2,743,928      639,875    568,981    953,570   89,422      492,080        

其他資產 60,376            60,376           31,576      -                -               28,800      -                    

按揭貸款 (2,352,057)     (2,352,057)    -                -                -               -                (2,352,057)    

其他負債 (711,536)        (711,536)       (711,536)   -                -               -                -                    
淨資產 14,209,536     14,209,536    434,037    568,981    953,570   118,222    12,13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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