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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 
 
上次分享到在升中五的那年，立定心志學習聖經、穩定上教會，當時主要參與崇拜及主

日學。因為受到聖經中對「神愛世人」的教導深深的感動，所以想進一步去明白聖經當

中豐富的人生智慧。 
 
在主日學的學習上，我是一位風雨不改的勤到學生，但也是一位「問題學生」，每事問-

「打爛沙盆璺到豚」，唔明白就問，主日學老師說了課堂的引言，我就開始發問，很多

時引致未能完成當日預備教授的內容。同班的主日學同學也好學，但也希望在指定的課

堂時間完成當日的內容，但卻被我這位「問題學生」防礙了。 
 
中五會考之後，開始返團契，問題就更嚴重。主日學的時間在一小時之內，扣除零碎的

雜務，及上堂地方的安排，餘下不足 45 分鐘，之後房間又有另一組別使用；但團契的

時段會較長，場地也不須要在聚會後隨即作另一聚會之用，有充裕的時間及地方安排，

在團契的查經聚會可讓我「查根究底」，甚至挑戰既有的解釋，例如「原罪」、「一次得

救、永遠得救」等觀念。 
 
因為對聖經不明白的問題不斷增多，主日學及團契查經已不能回應到自己總多的疑問，

當年的資訊科技限制，沒有大眾可以使用的互聯網去尋找多方的答案，聖經講座又不能

透過互聯網作宣傳，在弟兄姊妹指引下，於堂會附近的基督教書樓申辦了借書證，借的

不是書本，而是當時十分流行的專題講座卡式錄音帶。每星期一套，兩年內差不多聽盡

80 年代有名的專題錄音。進到大學後，在主科以外的選修科，全都是報讀有關宗教或哲

學的學科。 
 

你這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沒有用的嗎？(雅 2:20) 
 
聖經知識增長的同時，也學會參與事奉，在大學那幾年於堂會內參與的事奉：影音控制

員、圖書館理員、團契職員及小學級主日學老師，及每年堂會營會的總務事奉，另外不

定時參與香港大型佈道會作培談員；在事奉及日常生活中，以知、情、意、行去體現聖

經的教導。 
 
大學最後的一年，思想到畢業後的路向，希望可以在工作上實踐信仰(現在回想，差不多

任何職業都可以實踐到)，當時最先想到在基督教機構工作，及後問及不同的意見，了解

深入一點，就擱置了這方向。在一次公開給予大專生的培靈會中，回應講員的呼召，開

始探討一直拒絕1的方向-進入神學院修讀，及日後當傳道牧者，這亦成了最後的選擇。 
 

陳志輝先生

                                                 
1 拒絕的原因須要較多筆墨作講述，今次未能涉及到；有沒有發現在兩次的分享中，也沒有提及任何的傳道牧者？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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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以賽亞書 12 章 1-2 節 (舊約 1014 頁) ....................... 眾  立 

1 在那日，你要說： 

「耶和華啊，我要稱謝你！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3. 讚美 ...............................求大君王來臨 (生命聖詩 3 首) ............................ 眾  立 

1 求大君王來臨，容我讚美祢名，高聲稱頌。 

 惟祢尊榮至聖，惟祢完全得勝，懇求萬古之神，治理統領。 

2 懇求化身之道，佩着真理寶劍，垂聽禱告。 

 施恩與眾百姓，使主聖道昌盛，聖潔公義的靈，使我成聖。 

3 求保惠師聖靈，此刻臨近見證，顯出神聖。 

 祢是全能主宰，今住眾人心內，統治永不離開，聖靈同在。 (間奏) 

4 三一真神至上，當受萬民頌揚，世世無疆。 

 願榮耀中得見真神尊貴威嚴； 

 敬愛，尊崇，奉獻，永恆不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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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歡欣 (美樂頌 2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21 章 5-19 節 (新約 127 頁) ....................... 眾  坐 

帖撒羅尼迦後書 3 章 6-13 節 (新約 320 頁) 

7. 獻詩 ..............................頌祂！頌祂！ (恩頌聖歌 101 首) .......................... 兒童詩班 

8. 奉獻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8 章 1-14 節 (舊約 1375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初一幾時過去？ ......................................... 眾  坐 

 

 



 

 

11. 回應 ................................求聖靈教導 (生命聖詩 154 首) ............................ 眾  立 

1 求上主聖靈，降臨我心中；潛移又默化，消除世俗情； 

垂憐我輭弱，彰顯主大能；使我愛上主，盡力又盡心。 

2 我不求異夢，或先知異象；不求此肉身頓然脫凡塵； 

  亦不望天開，天使忽降臨；但求從我靈把幽暗除清。 

默想：3 教我常感受聖靈在我旁；訓練我擔受心靈的掙扎， 

   使我能勝過疑惑與歎息，禱告未蒙允，仍耐心等候。 

4 教導我愛主，像天使一樣，聖潔的熱誠，充滿我身心， 

  聖靈的施洗如鴿降我身，主愛成烈火燃於我心壇。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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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6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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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元旦大旅行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三）舉行，行程包括海下灣海

岸公園、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西貢市集。今日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如

下： 

* 成人：每位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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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元 

    弟兄姊妹請參閱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之海報上有關詳情。 

4) 會友葉慧靜姊妹及何遠鵬弟兄訂於本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00 在本會禮堂舉 

 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5) 2020 年佈道會定於 3 月 28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主題：「變幻中的平安」，

講員為余德淳博士。請弟兄姊妹一同為講員的信息、籌備及邀請來賓的工

作祈禱。 

6) 會友李淑蓮姊妹父親（李繼燕弟兄）之安息禮拜，定於 11 月 22 日 (五)晚

上 7:30 在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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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佳美腳蹤 (生命聖詩 270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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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靖紀牧師 楊靖紀牧師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連卓鴻弟兄 連思樺姊妹 徐俊榮執事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陳其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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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林笑寶姊妹 黎翠琼姊妹 黃盛霞姊妹 李敏池弟兄 陳惠霞姊妹 林碧蓮姊妹 張元娜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袁麗嬋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菁菁姊妹 陳詩韻姊妹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麥寶儀姊妹 莫綺湘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温麗儀姊妹 劉嘉敏姊妹 沙韋琪姊妹 余國培弟兄 張漢榮弟兄 楊彼得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林殷宏執事 夏振傑弟兄 葉德誠弟兄 梁睿熙弟兄 呂進雄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殷宏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楊明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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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卓言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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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可媚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陳可媚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仁愛: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基督君王節（白／金）(11月24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三主日（綠）(11月17日) 

本月累積奉獻: $362,843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050) 上週奉獻總數: $16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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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楚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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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19年10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6,159,195       517,334         445,483    4,650        3,437       13,207      50,557          

現金支出 5,733,429       521,152         454,907    1,000        1,000       11,000      53,245          

現金流入/(流出) 425,766          (3,818)           (9,424)       3,650        2,437       2,207        (2,688)           

固定資產 14,225,252     14,225,252    424,188    -                -               -                13,801,065   

銀行及現金結餘 2,742,449       2,742,449      597,593    587,981    969,881   85,503      501,491        

其他資產 60,986            60,986           32,186      -                -               28,800      -                    

按揭貸款 (2,195,012)     (2,195,012)    -                -                -               -                (2,195,012)    

其他負債 (700,103)        (700,103)       (700,103)   -                -               -                -                    
淨資產 14,133,573     14,133,573    353,863    587,981    969,881   114,303    12,10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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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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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靈齊獻上 
 
2. 宣召 ~ 以賽亞書 12章 1-2節 (舊約 1014頁) 

1 在那日，你要說： 

「耶和華啊，我要稱謝你！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 

  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3. 讚美 ~ 求大君王來臨 (生命聖詩 3首) 

1 求大君王來臨，容我讚美祢名，高聲稱頌。 

 惟祢尊榮至聖，惟祢完全得勝，懇求萬古之神，治理統領。 

2 懇求化身之道，佩着真理寶劍，垂聽禱告。 

 施恩與眾百姓，使主聖道昌盛，聖潔公義的靈，使我成聖。 

3 求保惠師聖靈，此刻臨近見證，顯出神聖。 

 祢是全能主宰，今住眾人心內，統治永不離開，聖靈同在。(間奏) 

4 三一真神至上，當受萬民頌揚，世世無疆。 

 願榮耀中得見真神尊貴威嚴； 

 敬愛，尊崇，奉獻，永恆不變。阿們。 
 
4. 祈禱 
 
5. 歌頌 ~ 歡欣 (美樂頌 26首)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2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2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21章 5-19節 (新約 127頁) 

5 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裝飾的，耶穌就說： 

6 「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日子將到， 

  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 

7 他們問他：「老師，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 

       這些事將臨到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8 耶穌說： 

「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9  當你們聽見打仗和動亂的事，不要驚惶； 
 因為這些事必須先發生，但終結不會立刻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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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是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11  將有大地震，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12  但這一切的事以前，有人要下手拿你們，迫害你們， 

 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關在監裏， 

 又為我名的緣故拉你們到君王和統治者面前。 

13  但這些事終必成為你們作見證的機會。 

14  所以，你們要立定心意，不要預先考慮怎樣申辯； 

15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和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16  連你們的父母、兄弟、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給官府； 

 你們中間也將有被他們害死的。 

17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憎恨。 

18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不會損失。 

19  你們憑著堅忍，就必保全性命。」 
 
帖撒羅尼迦後書 3章 6-13節 (新約 320頁) 

6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懶散， 

不遵守我們所傳授的教導，要遠離他。 

7  你們自己知道該怎樣效法我們。 

因為我們在你們當中從未懶散過， 

8  也從未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 

免得使你們中間有人受累。 

9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而是要給你們作榜樣， 

好讓你們效法我們。 

10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飯。 

11 因為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懶散，甚麼工都不做， 

反倒專管閒事。 

12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並勸戒這樣的人， 

要安分做工，自食其力。 

13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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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兒童詩班獻詩 ~ 頌祂！頌祂！ (恩頌聖歌 101首) 

1 頌祂！頌祂！來稱頌救贖主耶穌！眾生同聲宣揚主愛豐盛！ 

高天萬軍榮光中歡呼同響應︰權威尊貴都屬於祂聖名！ 

耶穌牧人親保護祂的羊群，在祂懷中他們日夜安穩。 

2 頌祂！頌祂！來稱頌救贖主耶穌！被釘羊羔當受頌讚稱揚！ 

代擔罪愆，耶穌受苦親嘗死亡；救恩基石，我們永生盼望！ 

愛心無窮，祂為人擔當憂患，頌祂宏恩，深摯、奇妙、不變。 

3 頌祂！頌祂！來稱頌救贖主耶穌！請聽頌聲︰ 

「和散那」震天庭！ 

榮冠獻祂，耶穌作王，當得榮光， 

同尊救主、先知、祭司、君王！ 

祂必再來，威權榮耀必歸祂，世間萬邦屈服在祂足下！ 

** 頌祂！頌祂！來稱頌救主的偉大！ 

同聲歡唱！不停地歌頌祂！ 
 
8. 奉獻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首) 
 
9.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8章 1-14節 (舊約 1375頁) 

1 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哪，有一筐夏天的果子。 

2 他說：「阿摩司，你看見甚麼？」我說：「一筐夏天的果子。」

耶和華對我說： 

「我子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我必不再寬恕他們。 

3  那日，宮殿裏的詩歌要變為哀號；必有許多屍首拋在各處， 

  安靜無聲。」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4 你們這些踐踏貧窮人、使這地困苦人衰敗的，當聽這話！ 

5 你們說： 

「初一幾時過去，我們好賣糧；安息日幾時過去， 

  我們好擺開穀物；我們要把伊法變小，把舍客勒變大， 

  以詭詐的天平欺哄人， 

6  用銀子買貧寒人，以一雙鞋換貧窮人，把壞的穀物賣給人。」 

7  耶和華指著雅各的驕傲起誓說： 

「他們這一切的行為，我必永遠不忘。 

8  地豈不因這事震動？其中的居民豈不悲哀嗎？ 

  全地必如尼羅河漲起，如埃及的尼羅河湧起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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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到那日，我要使太陽在正午落下，使這地在白晝黑暗。」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0 「我要使你們的節期變為悲哀，你們一切的歌曲變為哀歌； 

  我要使眾人腰束麻布，頭上光禿； 

  我要使這悲哀如喪獨子，其結局如悲痛的日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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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他們必飄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 

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 

13 「當那日，少年和美貌的少女必因乾渴而發昏。 

14  那些指著撒瑪利亞的罪孽起誓的，說： 

  『但哪，我們指著你那裏的神明起誓』， 

   又說：『我們指著通往別是巴的路起誓』， 

 這些人都必仆倒，永不再起。」 
 
10. 信息 ~ 初一幾時過去？ 
 
11. 回應 ~ 求聖靈教導 (生命聖詩 154首) 

1 求上主聖靈，降臨我心中；潛移又默化，消除世俗情； 

  垂憐我輭弱，彰顯主大能；使我愛上主，盡力又盡心。 

2 我不求異夢，或先知異象；不求此肉身頓然脫凡塵； 

  亦不望天開，天使忽降臨；但求從我靈把幽暗除清。 

默想：3 教我常感受聖靈在我旁；訓練我擔受心靈的掙扎， 

 使我能勝過疑惑與歎息，禱告未蒙允，仍耐心等候。 

4 教導我愛主，像天使一樣，聖潔的熱誠，充滿我身心， 

  聖靈的施洗如鴿降我身，主愛成烈火燃於我心壇。阿們。 
 
12. 家事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14. 殿樂 ~ 佳美腳蹤 (生命聖詩 270首)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福音證主恊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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