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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 

 
利未記 19 章 

9「你們在自己的地收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莊稼所掉落的。 

10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園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們留給窮

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這是神為以色列人設立的一種「社區關懷」，以律例的形式去教導祂的子民，目

的是要富有及足夠有餘的人，留下部份莊稼予有需要的貧窮者及寄居者。經文

提及「不可割盡田的角落」，「角落」可理解為邊緣或某一邊，甚至是田間任何一

個地方。經文沒有指明這「角落」的大小，也沒有限定留下莊稼的份量，這只是

對農田的主人作出指示，成為原則，他可按個人的領受，留下部份的收成，給予

其他有需要幫助的人。而得到幫助的人，自己也可以在有尊嚴下用自己的勞力，

在田地上尋找及收取遺下的莊稼。同樣的原則再次用在葡萄園的主人身上，他

們不拾取掉落的葡萄，可讓需要的人自己來尋覓，用勞力得到所需。這律例能

否幫助到所有的貧窮及寄居者？就要看田地及葡萄園的擁有人，這些足夠、富

有的人，有多少履行神的教導。 

 

「社區關懷」是聖經賦予地上教會行使的使命，在新約聖經的使徒行傳中，使

徒所建立的地方及家庭教會，都履行這天職；就連聖殿銀庫的收入，也有照顧

孤兒、寡婦的責任。或許今日我們處身的香港，貧窮問題也相當嚴重，地方教會

的資源只是杯水車薪，真的可以帶來改變嗎？這令我想起環保的問題，每次收

集起可以回收的塑膠物品時，都有人提出這是沒有功效的，改變不了大量塑膠

掉棄在堆田區的事實。但如上面引用的經文，只要有更多的人響應神的律例，

就更多貧窮的以色列人得到照顧。如果更多的堂會、更多的市民參與「社區關

懷」，就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香港的疫情在本年初轉差，宗教場所在 1 月初就要停止會眾的進入，就連一般

聚會都不容易舉行，但這期間，本堂已轉送出接近 1200 個快速抗原測試包及小

量防疫物資予數十個有需要的家庭，與及轉送 6500 多個外科口罩予個人、社會

組織，再由這些組織轉贈予有需要的家庭。由小做起，積小成多，事情就會改變

起來，正如聖經提出的「社區關懷」，也需要信徒按自己的領受，讓社區教會的

使命可以建立起來。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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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五日聖餐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紅）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神聖之靈（生命週期 82 頁) 眾坐 

神聖之靈居此間，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來讚美敬拜主，阿利路亞。 

3. 宣召：詩篇 104 篇 1 上、35 下節 (舊約 866、868 頁) 眾立 

1 上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至大！ 

35 下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哈利路亞！ 

4. 讚美：頌揚聖靈 (生命聖詩 151 首) 眾立 

** 今天快樂時辰，信徒應當歡欣同歌頌； 

 神是我們力量，頌揚榮耀主尊名！ 

 

   1 頌揚聖靈恩澤多，祂臨到正等待的門徒， 

    房內充滿風聲火舌，主賜他們新生命。   ** 

   2 門徒從前灰心喪膽，今彰顯神的大能， 

    眾目明察他們剛毅，勇於見證基督。    ** 

   3 頌讚祂大愛無盡，湧流信奉祂的人心中， 

    從前被罪分隔的人，於今和睦情誼深。   ** 

詩班：4 天父賜下大權能，門徒奮勇齊往萬邦， 

    傳揚基督好消息，不懼怕死亡險境。    ** 

   5 求真理聖靈臨格，與我永相偕，住我心中， 

    懇求指引生活道路，賜我靈力奔天路。   ** 

   6 聖靈，求助我生活，堪配主美德與榮耀， 

    願我有勇氣信念，願主顯能力威嚴。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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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求聖靈惠臨 (生命聖詩 153 首) 眾坐 

1 我眾謙恭求聖靈，施恩惠降臨我身； 

 像溫柔馴良鴿子，進每顆等候的心。 

2 求聖靈進入我心，治死我犯罪心意； 

 將我心污穢渣滓，全在十架上釘死。 

3 舊心既已釘十架，求聖靈賜我新生； 

 藉聖靈生命能力，不再受死亡控制。  (間奏) 

4 求聖靈來充滿我，充滿我全部生活； 

 使我心滿溢主愛，見證主甜蜜同在。 

5 聖靈使地上如天，以重生之印印我； 

 負我在祂愛翼上，直飛往榮美家鄉。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43 篇 (舊約 910 頁) 

1 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 

 側耳聽我的懇求，憑你的信實和公義應允我。 

2 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前， 

 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 

3 因為仇敵迫害我，將我打倒在地， 

 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 

4 我的靈在我裏面發昏，我的心在我裏面顫慄。 

5 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為，默念你手的工作。 

6 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乾旱之地盼雨一樣。 

7 耶和華啊，求你速速應允我！我的心神耗盡！ 

 求你不要轉臉不顧我，免得我像那些下入地府的人一樣。 

8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的聲音，因我倚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當走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 

9 耶和華啊，求你救我脫離我的仇敵！我往你那裏藏身。 

10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 

 願你至善的靈引我到平坦之地。 

11 耶和華啊，求你為你名的緣故將我救活， 

 憑你的公義，將我從患難中領出來， 

12 憑你的慈愛剪除我的仇敵， 

 滅絕所有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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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2 章 1-4、14-21 節 (新約 180 頁) 

1 五旬節那日到了，他們全都聚集在一起。 
2 忽然，有響聲從天上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座屋子； 
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分開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 
4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向眾人說： 
 「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這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的話。 
15 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想的喝醉了，因為現在才早晨九點鐘。 
16 這正是藉著先知約珥所說的： 
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之軀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 
 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 
18 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靈澆灌， 
 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他們要說預言。 
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 
20  太陽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光榮的日子未到以前。 

21  那時，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8. 詩班獻詩：願我心頌揚（頌禱新歌 65 頁） 眾坐 

1 願我心頌揚，齊發讚美，頌讚祂榮名，來獻詩和唱。 

歡呼歌頌神，妙韻奏遍，用角聲、詩歌揚聲稱謝祢。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稱謝讚美永不休歇，因祂慈愛信實深廣。 

2 願我心頌揚，齊發讚美，頌讚祂榮名，來獻詩和唱。 

歡呼歌頌神，妙韻奏遍，用角聲、詩歌揚聲稱謝祢。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稱謝頌歌直到永遠，直到永遠，到永遠。 

9. 奉獻：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眾坐 

求聖靈教導 (生命聖詩 154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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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4 章 36-49 節 (新約 135 頁) 眾坐 

36 正說這些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 

 說：「願你們平安！」 

37 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魂。 

38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為甚麼驚恐不安？為甚麼心裏起疑惑呢？ 

39 你們看我的手和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 

 摸摸我，看，因為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40 說了這話，他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 

41 他們還在又驚又喜、不敢相信的時候，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這裏有甚麼吃的沒有？」 

42 他們給了他一片烤魚， 

43 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 

44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和你們同在時所告訴你們的話：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一切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46 又對他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47 並且人們要奉他的名傳悔改、使罪得赦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面來的能力。」 

11. 信息：彼得與門徒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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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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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O sacred head, sore wound by Johann Pachelbel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主愛在心燃起 (生命聖詩 160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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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

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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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麥子強先生 麥子強先生

主席: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賴文湘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呂浩然弟兄 周鈺貽姊妹 李燕怡姊妹 周鈺貽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繆迺頌姊妹 文玉玲姊妹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康　全弟兄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何少鳯姊妹 盧惠旋姊妹 莫雪貞執事 李翠碧姊妹 柯思敏姊妹 劉惠雯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鍾志堯弟兄 沙韋琪姊妹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張錦雲姊妹 麥永佳姊妹 古海劍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執事 鍾穎嵐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黃曉媚姊妹 雷君昊弟兄

執事: 李婉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 蔡頴鈞執事 陳貽添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錢惠如姊妹 趙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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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司琴: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盧穎言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劉子民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三一主日 (金)(6月12日) 聖靈降臨節（紅）(6月5日) 聖餐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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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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約翰福音》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

在生活中實踐。 

4) 福蔭團契於 6 月 11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周振權醫生主

講：鼻咽癌病人的耳專科健康講座，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有興趣參加

者請於網上報名： 

 
 

 

 

課程名稱  真假信徒──雅各書解讀 

課程簡介 

 

雅各書可從不同角度探討，包括信徒如何面對試煉（1:2）、信

徒的完全（1:4）、信行合一（2:14）。本課除了介紹前人的成果，

更會從雅各如何引用舊約入手，更深入了解雅各書的精髓。 

課程導師 - 黎永明博士 

- （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日期、 

時間及地點 

- 7/6，14/6，21/6（週二，3 堂），晚上 7:30-9:15 

- 本堂禮堂 

報名連結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https://www.wwbible.org/%E7%B6%B2%E4%B8%8A%E5%A0%B1%E5%90%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