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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成長時間表 

 
最近再次被邀請到「以諾團」分享1，今次不是說聖經，而是介紹自己，讓眾「老友記」初

步認識我的成長，藉此也讓自己對成長作了簡單整理及回顧。大家可看看以下的時間表； 
 

時間表 
 

70 年代 乖乖的弟弟 

80 年代 反社會的少年 

中學 9 年免費教育 

90 年代-前 大專生 

90 年代-中 神學生 

90 年代-後 入工場 

 進入婚姻 

2001 作父親 

2014 轉工場 

2020 轉崗位 
   
印象中，5 歲前仍是一位很乖巧的小孩，但那年的暑假開始決定不要在幼稚園內被欺

凌，並以為作壞孩子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在升上幼稚園最後一年就變壞了，其中之一

的改變就是上堂不聽書，只完成了功課就算了。由這年開始，成績很差，成績表上英文

科從未合格，每學年也是「試升」，而在小學時期的操行惡劣。到升讀英文中學後，中一

就留級，重讀那年才重新學習英文，如是者在這中學就讀了九年2，繼而升讀當時「浸會

書院」的工商管理課程。 
 
自己在升中時已開始返教會，年輕時未能習慣宗教聚會模式，只是斷斷續續參與，直到

升讀中五的暑假，感到這年紀要為日後的人生作重要選擇，就決定了恆常返教會，有穩

定的信仰生活直到今天。這決定也影響到大學畢業那年對將來職業的安排，在不同的探

索下，「蒙召」入讀了建道神學院。 
 
在神學院的 3 年，受訓作一位傳道，並在參與第 1 年暑期經由學院舉辦的國內短宣中，

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完成道學碩士課程，就進到宣道會筲箕灣堂事奉，共 17 年才轉到藍

田堂任職。在 1998 年的 10 月結婚，兒子在 2001 年 2 月出生，這幾年間身份及角式有不

同的轉變，在各方面也要努力學習。 
 
2014 年 12 月開始在藍田堂事奉，堂會的文化及牧養方法與之前的工場不同，所以在很

多地方也要重新學習。到今年的 10 月，崗位上有所改變，成為了堂主任，在事奉上進到

另一里程，在人生的成長時間表上，寫上了新的項目…  
 

陳志輝先生 

 
1 此文是簡化版本，可於 11 月 17 日上午的以諾團契分享中知道當中的細節。 
2 第一次 A-level 只有「嶺南書院」給予學位課程，所以重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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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廿四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西番雅書 1 章 14、7 上節 (舊約 1420 頁) 眾立 

14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 
 那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勇士必在那裏痛痛地哭號。 

7 上 在主耶和華面前要靜默無聲，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快到了。 

3. 讚美：讚美真神 (生命聖詩 20 首) 眾立 

1 真神所造萬象生靈，齊來歌唱讚美同聲，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金光燦爛火熱太陽， 
 清輝皎潔溫柔月亮，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3」 

2 搖撼山嶺強勁猛風，行雲任意浮萬里空， 
 讚美真神，哈利路亞！ 清早晨光雀躍歡欣， 
 晚照斜陽美韻妙音，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3」 

3 大地海洋寶藏無窮，時時供應我們享用， 
 讚美真神，哈利路亞！ 清香花果結實滿枝， 
 顯彰主榮輝滿全地，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3」 

 (間奏) 
4 萬物當讚美大主宰，也當謙卑向祂敬拜， 
 讚美真神，哈利路亞！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高聲讚美三一神明，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3」 

4. 祈禱：脫離罪惡 (生命聖詩經文選讀 30 篇) 眾立 

5. 歌頌：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眾坐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詩班：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脱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輭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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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西番雅書 1 章 14-18 節 (舊約 1420 頁) 

14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 
那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勇士必在那裏痛痛地哭號。 

15 那日是憤怒的日子，急難困苦的日子， 
荒廢淒涼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烏雲密佈的日子， 

16 是吹角吶喊的日子，要攻擊堅固的城，攻擊高大的城樓。 
17 我必使災禍臨到人身上，使他們行走如同盲人， 

因為他們得罪了耶和華； 
他們的血必倒出如灰塵，肉身拋棄如糞土。 

18 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自己； 
耶和華妒忌的火必燒滅全地， 
要向地上所有的居民施行可怕的毀滅。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11 節 (新約 316 頁) 

1 弟兄們，關於那時候和日期，不用人寫信給你們， 
2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知道， 
 主的日子來到會像賊在夜間突然來到一樣。 
3 人正說平安穩定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陣痛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逃脫不了。 
4 弟兄們，你們並不在黑暗裏，那日子不會像賊一樣臨到你們。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 
 我們不屬黑夜，也不屬幽暗。 
6 所以，我們不要沉睡，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慎。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8 但既然我們屬於白晝，就應當謹慎， 
 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9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懲罰， 
 而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救。 
10 他替我們死，讓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勉，互相造就，正如你們素常做的。 

7. 奉獻：偉大的愛 (生命聖詩 329 首) 眾坐 

 

 



 

 

4 

 

8.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9 章 1-4、10-15 節 (舊約 657 頁) 眾坐 

1 這些事完成以後，眾領袖來接近我，說： 
 「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沒有棄絕迦南人、赫人、 

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亞捫人、摩押人、 
埃及人和亞摩利人等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 

2 因他們為自己和兒子娶了這些外邦女子， 
 以致聖潔的種籽和列邦民族混雜， 
 而且領袖和官長在這事上是罪魁。」 
3 我一聽見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了頭髮和鬍鬚，驚惶地坐著。 
4 凡為以色列神言語戰兢的人，都因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 
 聚集到我這裏來。我驚惶地坐著，直到獻晚祭的時候。 
 
10 「我們的神啊，既然如此，現在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因為我們離棄了你的誡命， 
11 就是你藉你僕人眾先知所吩咐的，說： 
 『你們要去得為業之地是污穢之地， 
 因列邦民族的污穢和可憎的事， 
 叫這地從這邊到那邊都充滿了污穢。 
12 現在，不可把你們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為你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 
 這樣你們就可以強盛，吃這地的美物， 
 並把這地留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業。』 
13  我們因自己的惡行和大罪，遭遇這一切的事， 
  但你－我們的神懲罰我們輕於我們罪所當得的， 
  又為我們留下這些殘存之民。 
14  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誡命， 
  與行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結親呢？若我們這樣行， 
  你豈不向我們發怒，將我們滅絕， 
  以致沒有一個餘民或殘存之民嗎？ 
15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公義的， 
  我們才能剩下這些殘存之民，正如今日的景況。 
  看哪，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 
  因此無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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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外邦妻兒與奧古斯丁 眾坐 

10. 回應：潔淨我 (青年新歌 43 首) 眾立 

1 測透我心，今天透析罪我； 
 救主我禱告，私意願祢知。 

 體察我心，若內藏污罪惡； 
 淨化我心離開羞辱罪過。 

2 稱讚我主，洗清我身罪過； 
 以祢的真理，請潔淨我心。 

 請以祢火，燒燬蒙羞舊我； 
 教我渴想這一生榮耀祢。 

3 主，我一生，但願全都屬祢； 
 願我的心裡，主愛日倍添。 

 管理我心，不驕傲、不自我； 
 我今降服，要將心全屬祢。  (間奏) 

4 懇賜復興，願聖靈挑旺我； 
 此刻復興我，施美善聖工。 

 今日所需，主應許必念記； 
 向主謙卑求恩福臨在我。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Marche de Procession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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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麥淑容姊妹 林洛琛弟兄 梁麗珠姊妹 李芷珊姊妹 連卓鴻弟兄 李芷珊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潘裕圖弟兄 楊穎君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黎翠琼姊妹 鄭　琦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鄒小敏姊妹 張頴明姊妹 林碧蓮姊妹 周寶頤姊妹 唐建寛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陳翠珍姊妹 邱頌詩姊妹 雷瑞玉姊妹 廖文華弟兄 何少鳯姊妹 李敏池弟兄 李麗梅姊妹

當值: 陳惠霞姊妹 麥永佳姊妹 徐潔玲姊妹 彭秀群姊妹 余國培弟兄 馬君蕙姊妹 羅志威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梁睿熙弟兄 黃曉媚姊妹 鄭慧芝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二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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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　- -　-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　- -　- -　- -　-

司事: -　- -　- -　- -　-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吳綺薇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基督君王日（白／金）(11月22日) 聖靈降臨後第廿四主日（綠）(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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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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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何西阿書 9-14 章、約珥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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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11 月 19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4) 兒童部： 

i) 已開始在早及午堂成人崇拜後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入學登

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學生$6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生

除外），請各位家長到門口電視報告板前向會計文員 Kammy

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ii) 於 11 月 22 日 (上午 9:00-10:20 及 11:30-12:40)於康樂室舉

行兒童佈道會，並邀請「好好丑丑佈道隊」帶領福音信息，

歡迎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及家長邀請新朋友出席佈道會。請

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海報有關詳情。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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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