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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時 

 
2014 年 12 月到任藍田堂，當時大家都不認識我，所以曾到部份團契作自我介紹，不經

不覺快將 5 年。或許仍有不少會眾未曾聽聞我的成長、信主及入神學院的點滴，藉這機

會與大家分享成長的片段。 
 

對自己童年的印象已十分模糊，只淨下零碎片段。還記得幼稚園初期的成績理想，是一

個很乖巧的小孩，但在校園中被欺凌，卻沒有向家人傾訴，所以升上 K3(當時稱為「高班」)

就立定決心-不要再被欺凌。因為家人不知情，而是自己想法子解決，就用了錯誤的方法，

反成為了一個搗蛋的小孩。由這學年開始，同學欺負我，就會還手；課堂不聽書，課堂

的功課及考試，就偷偷抄寫身旁的一位女同學，依樣畫葫蘆。就這樣完成了這學年，成

績是全班第 4 名，因為隔鄰的女同學是考第 4！一年沒有上課的幼稚園生，在報考小學

時，甚麼題目也不懂回答，但因為成績表上的第 4 名，尚可入讀到屋邨內最好的一所小

學。 
 

小學的成績當然會非常不濟，記憶所及，所有的英文測驗、考試的成績都是單位數字，

但因為小聰明，其他科目的成績尚可合格，每年的成績表也寫上-「試升」。這年代的課餘

很少課外活動，雖然活躍，但個子矮小，未能在運動比賽中被選上受訓；加上很少溫習

書本，所以放學後就無所事事，終日想著如何「探索世界」，與屋邨內一些同樣處境的小

孩，如童黨般行了不少「反社會行為」。 
 

早在幼稚園時期，媽媽由家庭主婦改為雙職母親，因為父母都要外出工作，生活起居及

學業成績由兄姐照顧-即缺乏照顧，生活起居還可以，學習成績就慘不忍睹；奇怪地，小

學畢業後又被派到一所不算差的英文中學。連英文字母都未能順序寫出的我，在一所英

文中學就讀，當年的分班試成績也曾成為佳話。第一年的成績表，只有三科合格，其他

都是「染紅」的。中一的留級，激發自己開始學習英文，語文資質不佳的自己，尚算可以

追得上，如是者在同一所中學完成了中學及預科課程。 
 

在中學時期，兄姐都分別相信耶穌，有見他們每星期日早上也到所屬的堂會，在好奇及

羨慕的感覺下，提出要求他們帶到教會，這就落下了福音的種子。較為活躍的自己，對

堂會的活動當然提不起興趣，在頑皮的背後，內心卻是尋求著「愛」；看似不感興趣的聚

會，又被聖經的教導觸動了心靈的深處，回應了自幼未嘗到的「愛」，但一直到升中五的

那年，才下決心，穩定回到教會、學習聖經、學習與主同行。 
 

既然下定決心，就風雨不改，在公開考的期間，也不會停止聚會。對聖經的說話，有未

能看得明、解得通，仍然看得津津樂道，反覆思想。所以在今時今日的講道中，常常提

及一些聖經的問題，已存放在心中二、三十年之久，等待更好的解釋。耶穌與聖經，改

變了我的人生，至於日後如何走上全時間事奉，留待下次分享。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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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03 篇 19-20 節 (舊約 866 頁) ......................... 眾  立 

19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國統管萬有。 

20 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你們都要稱頌耶和華！ 

3. 讚美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 眾  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女聲：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男聲：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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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祢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03 篇 1-18 節 (舊約 865 頁) .......................... 眾  坐 

           提摩太前書 6 章 6-12 節上 (新約 327 頁) 

7. 獻詩 ............................ 榮耀歸主名下 (普天頌讚 115a 首) .......................... 詩  班 

8. 奉獻 ................................. 靠主有福 (生命聖詩 272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6 章 1-14 節 (舊約 1373 頁) ....................... 眾  坐 

10.信息 ............................................. 仔係俾人教的 ........................................... 眾  坐 

11. 回應 ................................... 速發光 (生命聖詩 267 首)................................. 眾  立 

1 有呼喊聲從洶湧浪中傳來：＂速發光，速發光。＂ 

  許多靈魂需要拯救脫苦海，速發光，速發光。** 

女聲：2 我們今天聽到馬其頓呼聲：＂速發光，速發光。＂ 

   十字架前快來將自己獻呈，速發光，速發光。** 

男聲：3 當祈求主，使救恩早日傳遍，速發光，速發光。 

   基督完美品格使人人看見，速發光，速發光。** 

4 不可厭倦，愛心工作要勤勉，速發光，速發光。 

  收聚珍寶來鑲嵌天上榮冕，速發光，速發光。** 

** 速發光，速發福音真光，讓這光普照四方； 

  速發光，速發福音真光，讓這光永遠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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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李可珊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 14-20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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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三)查經祈禱會將提前在 9 月 30 日(一)晚上 7:30 舉行，敬請留意。 

5) 10 月 1 日(二)及 7 日(一)為公眾假期，藍田堂暫停開放。 

6) 兒童部於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上午 10:30-11:20) 在本堂「103 室」

開辦「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課程」，由兩位客席講員及本堂資深教師授

課，歡迎各兒童主日學老師、助教及家長參加，報名表及有關詳情已貼

在圖書閣對出的間板。 

7) 高中主日學於 10 月 6 日改往 102 室上課。 

8) 會友大會及 2020 及 2021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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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6/10、13/10、20/10、27/10、3/11 及 10/11 在「104 室」

進行，共六堂，上課時間為是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

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10) 會友李劉惠珍姊妹(李燕怡執事之母親)安息禮定於 10 月 9 日(三) 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二樓永寧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陳麗樟姑娘於 10 月 2 至 4 日放假。 

12) 麥志成牧師於 10 月 2 至 6 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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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願祢名為聖 (生命聖詩 39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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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李可珊姑娘 李可珊姑娘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方早晞姊妹 麥淑容姊妹 方早晞姊妹 呂潔儀執事 周鈺貽姊妹 馬君蕙姊妹 周鈺貽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林文蓮姊妹 張慧清姊妹 張元娜姊妹 李燕怡執事 張穎明姊妹 康　全弟兄 黃菁菁姊妹

司事: 顧建德弟兄 張滿嬌姊妹 黃曉媚姊妹 盧麗雯姊妹 連卓欣弟兄 袁麗娟姊妹 周家揚弟兄 李靜賢姊妹

當值: 李美琼姊妹 方艾洲弟兄 沙韋琪姊妹 古海劍弟兄 溫燕玲姊妹 莊偉棠弟兄 林志剛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周　溢弟兄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曾偉珩弟兄 陳卓欣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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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李卓恩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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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朱美儀姑娘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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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香娣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趙修培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黃香娣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七主日（綠）(10月6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綠）(9月29日) 

本月累積奉獻: $503,639  (包括發展及購堂: $47,340) 上週奉獻總數: $7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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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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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