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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我的小兄弟 

聽聞你要走了，當然有十萬個不捨得，本來想跟你話別，起碼鼓勵你一兩句，可

惜現在連說再見的機會也沒了，當然你也身不由己，大概你的父母忙於應付更重

要的事，畢竟到一個陌生環境去生活，實在不容易，有太多的東西要帶走，也要

選出一些帶不走的東西，我們之間的事相對來說就不太重要了，雖然我們認識的

時間也不短，甚至陪伴你整個童年了。 

說起適應，其實我也要適應，當星期天早上，在教會門口再遇不見你，我會感到

很失落，不可以再撫弄你的頭髮，問你吃過早餐沒有，因為我小時候是沒有早餐

吃的，恐怕你也會餓著肚子來上主日學。不過你要適應的比我更多，雖然有人說

小孩子很快會適應，我也希望是這樣，你可能要習慣再不能到牧師辦公室去倒亂，

踫見牧師也不一定有糖果給你，雖然你的父母對此絕不會感到可惜。教會不希望

小朋友隨處奔跑，不過牧師還是與你玩捉迷藏，新的教會大概也不希望小朋友隨

處奔跑，你就要聽話服從了，因為那個新牧師可能跑不動了。 

小朋友你要聽話，或許再沒有像這樣的兒童信息時間，教你們一些不大有用的東

西，但你仍然要留心上主日學，記著聖經的教導，因為這是我和所有教導過你的

哥哥、姊姊最大的安慰，知道你沒有放棄信仰，那麼愛你的神必定會在你左右保

護你。當然你也要聽父母話，雖然有時候他們缺乏耐性，你又實在令他們失望，

我又來不及嬉皮笑臉的充當和事老，記著父母都是愛你的，你就給他們一點面子，

以後你會明白他們的苦心。新環境大概不像這裡生活忙碌，既要應付學業，又要

補習、學這個、那個的，正是這樣你要好好運用時間，多認識當地文化特色，好

好欣賞別人的長處，多點結識當地人，畢竟你以後就要與本地人一起生活了。 

故然我也期望有一天你會回來探望我們，到時候你已經長大成人，滿口熟練的外

國口音了。或許你已把我們拋諸腦後，這也不要緊，只要給我們知道你平安，並

且仍然有上教堂，把那個牧師氣得半死就夠了。 

再見，我的小兄弟。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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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申命記 5 章 12-14 節上 (舊約 245 頁) 眾立 

12 當守安息日為聖日，正如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 

13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14 上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的神當守的安息日。 

3. 讚美：主愛在心燃起 (生命聖詩 160 首) 眾立 

1 真神賜大權能，在我輭弱心中， 

 時刻蒙主保守，恩典不斷湧流； 

 自有聖靈在心，一切歸主管理， 

 奇妙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 

2 在十架前跪下，我今樂意奉獻， 

 全放在祭壇上，從今直到永遠； 

 救主代付贖價，慈聲呼喚我名， 

 活祭今獻壇上，聖火燃燒不停。  ** （間奏） 

3 我無善行可取，惟靠救主應許， 

 在主裏蒙收留，藉主恩得拯救。 

 榮耀全歸真神，哈利路亞高唱， 

 主愛澆灌心中，心靈火焰挑旺。  ** 

 

**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聖靈充滿心靈，榮耀全歸主名， 

救主慈愛火焰，在我心裏燃起。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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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聖靈奇工 (生命聖詩 155 首) 眾坐 

詩班：1 懇求聖靈進我心中，施行感動奇工； 
  真愛之源，生命水泉，先知能力所宗。 

2 懇求聖靈展開真理，顯明聖經奧祕， 
 如同當年感動先知，言談表彰聖旨。 
3 屬天聖鴿求張翅膀，停留昏暗心上， 
 煩擾心靈頓得平靜，重見白晝光芒。 
4 神藉聖靈在我心中，顯明光照奇工， 
 地上眾聖與我高歌，唱頌聖愛無窮。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3 篇 (舊約 758 頁) 

1 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增多！許多人起來攻擊我。 
2 許多人議論我：「他得不到神的幫助。」 
3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又是令我抬起頭來的。 
4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允我。 
5 我躺下，我睡覺，我醒來，耶和華都保佑我。 
6 雖有成萬的百姓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懼怕。 
7 耶和華啊，求你興起！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因為你打斷我所有仇敵的腮骨，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8 救恩屬於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 

 

加拉太書 4 章 1-7 節 (新約 288 頁) 

1 我說，雖然那承受產業的是整個產業的主人， 
但在未成年的時候卻與奴隸毫無分別， 

2 仍是在監護人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3 我們也是一樣，在未成年的時候， 

被世上粗淺的學說所奴役，也是如此。 
4 等到時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5 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兒子的名分。 
6 因為你們是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 
7 可見，你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既然是兒子， 
 就靠著神也成為後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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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我主無比珍貴 (普天頌讚 643 首) 眾坐 

1 如甘泉為解乾渴、美景悅目舒暢， 

 如軟弱重振剛強、以真理正虛謊， 

 如春夏顯生機、如歌婉轉優美： 

 好比我主─永生之主─於我無比珍貴！ 

2 如喧嚷復得恬靜、痛苦過後安寧， 

 如分隔後又重逢、陽光雨後放晴， 

 如朗月、明星耀、湖海閃爍生輝， 

 好比我主─永生之主─於我無比珍貴！ 

3 如金光代替灰暗、疾病癒後安睡， 

 如捆綁後得釋放、晨曦驅逐暗晦， 

 如客旅回家鄉，投奔想慕之最， 

 好比我主─永生之主─於我無比珍貴！ 

8. 奉獻：靜候聖靈 (生命聖詩 159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2 章 40-47 節 (新約 182 頁) 眾坐 

40 彼得還用更多別的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 

 「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42 他們都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和彼此的團契，擘餅和祈禱。 

43 眾人都心存敬畏；使徒們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44 信的人都聚在一處，凡物公用， 

45 又賣了田產和家業，照每一個人所需要的分給他們。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裏敬拜， 

 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坦誠的心用飯， 

47 讚美神，得全體百姓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10. 信息：我的教會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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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應：願我為主活 (青年新歌 19 首) 眾立 

1 願我為主活，歷真意每天， 

 一切手所作，願蒙主悅納；  

 願放下己意，甘欣然順服， 

 蒙福的旅程，我天天走上。   ** 

2 願我為主活，主甘為我死， 

 釘身於苦架，背罪污羞恥； 

 是這樣的愛，喚我降服主， 

 寧跟主牽引，獻給祂一切。   **   (間奏) 

3 願我為主活，在世每一天， 

 心最想得到是蒙祂欣喜； 

 助軟弱心靈到主裡安息， 

 尋找失喪羊，因祂施拯救。   ** 
 
** 全然將身心給你，獻予基督恩主， 

 你受死把我救贖，甘犧牲寧捨己； 

 唯求恩主居心裡，完全執掌管理， 

 立志奉獻每天為你基督只全為你。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ostlude in C 眾坐 

     by J.Christian Heinrich Rinck 1770-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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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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林恩庭姊妹 黃佩貞執事 方早晞姊妹 陳迪麟弟兄 方早晞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耀尊弟兄 李淑蓮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周潔頤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陳翠珍姊妹 袁麗嬋姊妹 辛列卿姊妹 李敏池弟兄 黃曉媚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馬君蕙姊妹 彭秀群姊妹 馬君思姊妹 王炳生弟兄 甄志賢弟兄 余文耀執事 陳惠霞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劉樂琳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葉德誠弟兄 林秋霞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慧芝執事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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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　- -　- 劉卓曈姊妹 劉卓曈姊妹

讀經: -　- -　- 鄔瑜正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　- -　- 蔡紫晴 林晞瑤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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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翠妍姊妹 周敏儀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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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綠）(6月26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綠）(6月19日) 

上週奉獻總數: $105,206 本月累積奉獻: $278,690  (包括發展及購堂: $26,100)

本週獻花:  周耀寰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020 主知名 200 *1021 主知名 1000 *1022 主知名 17400 *1023 主知名 200 *1025 主知名 4000
*1026 主知名 3200 R786 主知名 500 S051 主知名 1000 S980 主知名 11000 T758 主知名 2000
U965 主知名 200 U969 主知名 11730 U970 主知名 9000 V011 主知名 500 V776 主知名 3000
V798 主知名 100 V875 主知名 200 X035 主知名 5000 X722 主知名 2000 X860 主知名 500
Y084 主知名 1200 Y087 主知名 2000 Y149 主知名 1500 Y194 主知名 5000 Y195 主知名 3300

慈惠 : V664 主知名 1200
感恩 : *1020 主知名 200 *1025 主知名 2000 T869 主知名 200 T905 主知名 1000 V006 主知名 2000

V011 主知名 500 V680 主知名 1000 V776 主知名 1000 X469 主知名 1000 X713 主知名 100
發展 : *1020 主知名 200 P914 主知名 1000 U966 主知名 500
差傳 : U968 主知名 200
鮮花 : *1027 主知名 300 W169 主知名 500
其他 : R222 主知名 7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May-22 全年累積 2022年5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3,124,774       718,969         635,394    26,275      16,400        6,700        34,200          

現金支出 3,210,980       469,361         421,461    4,000        -                 14,000      29,900          
現金流入/(流出) (86,206)          249,608         213,933    22,275      16,400        (7,300)       4,300            

固定資產 12,657,664     12,657,664    156,277    -                -                 -                12,501,387   

銀行及現金結餘 5,125,141       5,125,141      3,841,618 786,706    1,159,241   89,984      (752,408)       
其他資產 49,900            49,900           20,000      -                -                 -                29,9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71,360)        (671,360)       (661,160)   -                -                 -                (10,200)         
淨資產 17,161,345     17,161,345    3,356,735 786,706    1,159,241   89,984      11,76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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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基

金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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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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將讀《約拿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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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5) 「聖約翰急救續證課程 - 急救重溫課程 ODRC」定於 9 月份 

(六)下午 1:00 至晚上 9:00 在藍田堂舉行(課程及考試日期待確

認 ) 。 請 有 意 續 證 的 弟 兄 姊 妹 可 登 入

https://forms.gle/owtEBjYdY25Et7yi9 了解詳情及報名，費用

$320；6 月 20 日下午 1 時截止報名。 

6) 2022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8 月 15 至 17 日舉行，主題：「Big 

Big Hero 大作戰」名額 36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

地點：藍田堂及出外探索之旅，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22 

年 9 月升讀年級），請各位家長密切留意宣傳及報名詳情。如

有查詢可致電教會朱姑娘聯絡。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owtEBjYdY25Et7yi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