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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背後、忘記光輝歲月 

保羅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腓 3:13)」，關於這八個字，許多人認為保羅是

勸勉人忘記過去的失敗和失意，努力奔向面前的美好明天！然而，保羅當時正被囚禁

在監獄裡，他所要忘記的「背後」反而是他的「光輝歲月」！保羅的「光輝歲月」包

括他的出身，他是正統的希伯來人，第八天受割禮 (腓 3:4-6)，更出自名師教導，是熱

心的法利賽人，又擁有當時超級大國羅馬公民的身份 (徒 16:37 )，可謂人生勝利組，

前途一片光明。 
 

在這時候，主耶穌忽然在大馬色路上向保羅顯現，領他悔改，更呼召他去宣揚主

的名，並為主受苦難。自此保羅的「面前」又是甚麼呢？當保羅蒙召以後，他立即就

被視為異端叛徒，由追捕異己入獄，變成被人追殺並成為階下囚！保羅四處奔波勞碌，

年紀漸大，不但身體欠佳，長期面對那一根刺 (林後 12:7)，而且教會內也有不少人攻

擊他 (林後 10:10)。後期保羅眾叛親離，被軟禁在羅馬，他也深知自己離死期不遠 (提

後 4:6, 16-17)。 
 

無論蒙召前或蒙召後，保羅其實擁有相當的成就和可誇口的事情，例如保羅帶領

多人歸主，並在宣教旅程中建立多間教會。然而他卻選擇誇耀自己的軟弱，好向眾人

見證是基督的能力覆庇他 (林後 12:9)！他寧願成為愚妄人，甚至被人視為失敗者，甘

心過著最簡僕的生活，甚至在卑賤、飢餓、缺乏中，真真實實地經歷「恩典夠用」(林

後 12:9)的真理。 
 

保羅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並非要勉勵人要從失敗中重新振作，反而在逆境或

人生走下坡、身體情況衰退的情況下，不再緬懷光輝的過去，靠著主夠用的恩典，拿

出勇氣努力面前的艱苦歲月！作為宣教士的保羅，信主和蒙召之後經歷各種挫折和打

擊，從他身上我們領會到一些關於「失敗」的神學，去面對我們當下的困難和困局。 
 

陳麗樟姑娘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我心等候上主 (國度期 46 頁) ............................. 眾  立 

我心等候上主勝於守夜者等黎明，勝於守候黎明曙光，守候晨光。 

 

3. 宣召 .............................. 詩篇 122 篇 6-9 節 (舊約 897 頁) ........................... 眾  立 

主席： 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願愛你的人興旺！ 

會眾： 7 願你城中有平安！願你宮內得平靜！」 

主席： 8 為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你平安！」 

同誦： 9 為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4. 讚美 ................................... 神愛無量 (生命聖詩 29 首) ............................... 眾  立 

1 日月星宿，上主鋪陳，大地是祂造成，神愛世人，厚賜宏恩，差遣愛子臨塵。 

2 被造生靈，何等蒙福，上主恩賜豐盈，基督賜下公義和平，啟廸蒙昧心靈。 

3 道成肉身，被人拒絕，卻為罪人捐軀，無量大愛以信體驗，永活贏取宇寰。 

(間奏) 

4 完全大愛，輝煌真光，超越人間思想，今夜臨格萬眾羣生，醫治心靈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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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生命聖詩 106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2 章 1-5 節 (舊約 998 頁) ......................... 眾  坐 

           羅馬書 13 章 11-14 節 (新約 243 頁) 

8. 獻詩 .......................... 期待主耶穌 (A&O 單頁合唱曲選） ....................... 詩  班 

9. 奉獻  .......................... All praise to Him who came to save ......................... 眾  坐 

            by Philipp Nicolai (1506-1608) 

10. 見證 ......................................... 陳志立弟兄 (早堂) ....................................... 眾  坐 

              鍾慧嵐姊妹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21 章 25-36 節 (新約 128 頁) ...................... 眾  坐 

12. 信息 ................................................ 黑暗的昐望 ............................................. 眾  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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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聖餐 .........................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 眾  坐 

          求聖靈教導 By Frederick C. Atkins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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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李英聰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詩篇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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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定於 12 月 8 日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

關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

在 105 室練習。。 

5)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 (三) 舉行，有意申請轉

會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截止日期：

12 月 8 日下午 2: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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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接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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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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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錢創其弟兄(錢惠如姊妹父親)於 11 月 24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9) 現試行以「二維碼」讀取程序表及大字版，歡迎會眾使用並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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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殿樂 ................ 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By Hugo Gehrke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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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李英聰先生 李英聰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賴文湘姊妹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蘇雅妍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潔頤姊妹 陳醮英姊妹 何艷愛姊妹 唐建寛姊妹 葉翠蓮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羅志威弟兄 連卓欣弟兄 張滿嬌姊妹 何美蘭姊妹 吳友蓮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王炳生弟兄 余穎欣姊妹 鍾志堯弟兄 朱麗程姊妹 麥永佳姊妹 古海劍弟兄 林志剛弟兄

影音: 劉焯凡弟兄 李芷珊姊妹 郭　宏弟兄 鄭慧芝姊妹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美珍姊妹

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永祐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吳綺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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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譚梓泓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盧穎言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余凱琳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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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8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2月1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59,542  (包括發展及購堂: $44,257) 上週奉獻總數: $10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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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榮夫婦、葉慧靜姊妹、何遠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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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