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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日讀了聖經沒有？ 

 

 大家都知道做運動是為了保持身體健康，每天早上，筆者居所樓下就有不少

人做運動，雖然大多是較年長的，但大家都很努力的或慢跑、或步行、或跳動，

只是也有部份做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 

 

有一個年青一點的，穿著全身運動裝束—更突顯出他有一個大肚腩，運動鞋

是挺昂貴的那一種，先在路邊熱身：扭動手腳關節，伸展肩膀及大腿肌肉、然後

轉動頸項關節，經過一連串專業的動作之後，就從運動褲袋中抽出手機，開始撥

動手機屏幕，聚精會神於手機的內容，甚至在筆者跑完幾個圈之後，他還樂在其

中。雖然一點的熱身運動總比動也不動好，不過這怎麼也不算運動吧？可以想像

他回家之後，驕傲的對人說他已經做過運動了，不過當看見他的大肚腩時，這實

在令人難以置信他有做過運動。 

 

另一個中年人，穿一般悠閒服飾，戴著太陽眼鏡，明顯不會做什麼過於激烈

的運動，只見他悠閒的漫步花園中，毫無經意的拿出香煙來，點著了放在嘴中，

吞雲吐霧起來，當筆者跑過他的面前，他還是毫無歉意的，繼續他的抽煙運動，

心想有一天當他患上咳嗽時，他還好意思問醫生，為什麼他每天早上都做運動，

仍然會咳得上氣不接下氣的？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問題都不是有沒有做運動，而是怎麼做運動？運動的方法

錯了，就算每天都努力不懈，對他們都是沒有半點益處。做父母的大概也有這樣

的經驗，問子女做了家課沒有，是不能反映出子女家課的質素，惟有細心檢查才

可知道家課是否真的完成了。同樣，問信徒今天讀了聖經沒有，是不能反映出他

的屬靈追求如何？他可以一面撥弄手機，一面看聖經—或許聖經是在手機的應用

程式中，當然手機還有其他的內容更吸引他注目，這樣讀經相信對他的屬靈生命

沒有半點幫助，甚至有害—他自以為讀過聖經了，到遇上試煉時，卻不知如何從

聖經的教導中得到幫助，就以為讀聖經不過如是。 

 

你今日讀了聖經沒有？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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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85 篇 10-13 節 (舊約 848 頁) 眾立 

10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11 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12 耶和華必賜福氣給我們；我們的地也要出土產。 

13 公義要行在他面前，使他的腳蹤有可走之路。 

3. 讚美：應當記念 眾立 

你慈愛誠實作為本為大，我呼求的日子，你應允我， 

耶和華你名字大有榮耀，萬國向你聖山下拜， 

應當記念造你的主，他有憐憫與恩典，來敬畏他， 

才是智慧的開端，應當記念造我的主，他會守約到終點， 

來讚美他，一心稱謝他。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連於元首 眾坐 

心承認有一位救主，從罪裡爭戰得勝，並建設永生的國度， 

權柄能力與尊貴榮耀，全屬祢寶貴耶穌， 

唯一的救贖在國度裡升高，連於國度元首基督， 

全身各盡其職奉獻，羊羔已被呈獻，贏得聖殿重建， 

行走窄路勇往直前，連於國度元首基督，持守盼望同心合意，
城邑會被遺棄，時空會被忘記，耶穌國度永遠確立， 

連於國度元首，務要同心服侍，定意委身立志， 

同懷著主心意，蒙主恩賜，崇拜沒有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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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38 篇 (舊約 906 頁) 

1 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2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 
 我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頌揚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言語顯為大，超乎一切。 
3 我呼求的日子，你應允我，使我壯膽，心裏有能力。 
4 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 
 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語。 
5 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 
6 耶和華雖崇高，卻看顧卑微的人； 
 驕傲的人，他從遠處即能認出。 
7 我雖困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 
 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 
8 耶和華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耶和華啊， 
 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歌羅西書 2 章 6-15 節 (新約 309 頁) 

6 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要靠著他而生活， 
7 照著你們所領受的教導，在他裏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充滿著感謝的心。 
8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學和虛空的廢話，不照著基督，
 而是照人間的傳統和世上粗淺的學說，把你們擄去。 
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10 你們在他裏面也已經成為豐盛。他是所有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11 你們也在他裏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 
 而是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基督的割禮。 
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禮上， 
 因信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神的作為跟他一同復活。 
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卻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使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14 塗去了在律例上所寫、敵對我們、束縛我們的字據， 
 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15 基督既將一切執政者、掌權者的權勢解除了， 
 就在凱旋的行列中，將他們公開示眾，仗著十字架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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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願主國降臨 (普天頌讚 549 首) 眾坐 

1 請看，雲霧積聚遮天，審判的火焚燒，人墮落犯罪！ 

 上主詫異世界抗拒，主愛之律受嘲，生命多破碎！ ** 

2 普世和平之鴿何往？雙翅折斷難展，無濟於邦國； 

 各處孩童無以充飢，軍備武器累增，糧食遭掠奪。 ** 

3 惡魔圖謀毒恨、恐慌，黑暗勢力擴張，信眾當甦醒！ 

 求主以愛重建生命，驅走歪理邪念，願主國降臨！ ** 

4 十架高聳萬國仰望，可見凱旋榮光，向罪惡誇勝！ 

 教會曾歷熬煉，凱旋彰顯基督榮光：頌讚聲呼應！ ** 

 滔滔不息湧流。 
 
** 願主憐憫，赦免百姓，救贖我眾，使祢教會復興！ 

 但願看見公義滔滔，公平滾滾，湧流不息似大江。 

8. 奉獻：The Old Rugged Cross 古舊十架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44 篇 9-18、23-26 節 (舊約 802 頁) 眾坐 

9 但如今你丟棄了我們，使我們受辱，不和我們的軍隊同去。 

10 你使我們在敵人前轉身撤退，使那恨我們的人任意搶奪。 

11 你使我們如羊當作食物，把我們分散在列國中。 

12 你賣了你的子民也不獲利，所得的並未加添你的資財。 

13 你使我們受鄰國的羞辱，被四圍的人嗤笑譏諷。 

14 你使我們在列國中成了笑柄，在萬民中使人搖頭。 

15-16 因辱罵者和毀謗者的聲音，因仇敵和報仇者的緣故， 

 我的凌辱常常在我面前，我臉上的羞愧將我遮蔽， 

17 這些事都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卻沒有忘記你， 

 也沒有違背你的約； 

18 我們的心並未退縮，我們的腳也沒有偏離你的路。 

23 主啊，求你睡醒，為何儘睡呢？求你醒來， 

 不要永遠丟棄我們！ 

24 你為何轉臉，不顧我們所遭的苦難和所受的欺壓呢？ 

25 我們俯伏在塵土上，我們的肚腹緊貼地面。 

26 求你興起幫助我們！因你的慈愛救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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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詩歌中的禱告 眾坐 

11. 回應：我知誰管著明天 (青年新 31 首) 眾立 

1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只會管今天怎過； 

我不借天邊紅太陽， 這是因天可轉灰。 

我不憂前路將怎走，因我知主的應許； 

 我今天跟主的身邊，我知祂掌管未來。  ** 

2 我正攀奪目金階梯，越提步，光輝加倍； 

 背重擔，感覺漸輕省，見亮采輕染雲霞。 

 那處總有陽光照耀，淚兒再不沾雙眼； 

 青天碧空廣闊壯麗，長虹盡山巔之處。  ** 

3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或貧苦，困乏難言； 

 深知祂必會顧惜我，有若祂看顧麻雀。 

 我所走過此生窄路，或途經兇險、災困； 

 祂領我一起走這路，我得祂寶血遮蓋。  ** 

 

** 不可測，下一秒未來，不知曉，世事難料， 

 但我知主牽我的手，我也知前路祂領。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常住愛中 (普天頌讚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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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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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黃敬熙先生 黃敬熙先生 雷翊揚牧師 雷翊揚牧師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黃翰濤弟兄 陳　諾弟兄 陳朝發弟兄 陳　諾弟兄 周家揚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瑞馨姊妹 文玉玲姊妹 李敏池弟兄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周寶頤姊妹 林耀尊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辛列卿姊妹 邱頌詩姊妹 盧麗銀姊妹 陳景安弟兄 何少鳯姊妹 文玉玲姊妹 袁麗娟姊妹

當值: 沙韋琪姊妹 朱麗程姊妹 曾建恆弟兄 黃香娣姊妹 王月珊姊妹 鍾志堯弟兄 陳惠霞姊妹 彭秀群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呂進雄弟兄 鄭慧芝執事 葉德誠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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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韋樂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鍾溢恩 林祉瑤 蔡紫晴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7月31日)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綠）(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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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總數: $142,655 本月累積奉獻: $288,288  (包括發展及購堂: $20,600)

本週獻花: 鍾禮文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047 主知名 12800 *1048 主知名 200 *1049 主知名 4000 *1051 主知名 500 *1052 主知名 2000
*1053 主知名 200 *1054 主知名 20000 *1055 主知名 1700 *1056 主知名 4000 *1057 主知名 20000
F363 主知名 500 F955 主知名 1500 F960 主知名 11730 F962 主知名 200 I032 主知名 2000
P899 主知名 200 S118 主知名 1000 U022 主知名 1500 U023 主知名 100 U028 主知名 10000
V144 主知名 3300 V145 主知名 100 V169 主知名 3500 V628 主知名 650 V699 主知名 500
V725 主知名 1300 V777 主知名 3000 W837 主知名 100 W969 主知名 500 X528 主知名 500
X723 主知名 2000 X780 主知名 1000 X881 主知名 2500 Y214 主知名 500 Y274 主知名 1000

Y356 主知名 100 Y371 主知名 500 Y373 主知名 500
慈惠 : V725 主知名 600 X881 主知名 100
感恩 : *1056 主知名 2000 F961 主知名 3000 P803 主知名 113 T864 主知名 200 T906 主知名 1000

V146 主知名 500 V777 主知名 1000 W563 主知名 500 W969 主知名 500 Y188 主知名 200
發展 : *1048 主知名 200 U025 主知名 6000 V168 主知名 4000 W068 主知名 200
教育 : X881 主知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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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22 全年累積 2022年6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3,518,042       393,268         333,931          9,061        300             5,100        44,876          
現金支出 3,620,210       409,231         391,231          4,000        -                 14,000      -                    

現金流入/(流出) (102,168)        (15,962)         (57,299)          5,061        300             (8,900)       44,876          

固定資產 12,601,695     12,601,695    148,213          -                -                 -                12,453,482   
銀行及現金結餘 5,109,178       5,109,178      3,784,319       791,767    1,159,541   81,084      (707,532)       

其他資產 50,390            50,390           20,490            -                -                 -                29,9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76,596)        (676,596)       (675,896)        (500)          -                 -                (200)              
淨資產 17,084,667     17,084,667    3,277,126       791,267    1,159,541   81,084      11,775,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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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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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5) 2022 年新一季的成人聖經課程，分別於這星期二晚(26/7)和

星期日(31/7)早上開課，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留意。 

6) 以諾團將於 8 月 2 日(二)上午 10 時於本會禮堂舉辦健康講

座，主題為「滋養幸福快樂人生」，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參加。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及形

式 

報名連結 備註 

成人- 進階聖經課程

【「無論是希臘人、

未開化的人」--適切

時代的讀經法】 

麥志成牧師 7 月 31 日(日)開課，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 

11:15  (共 8 堂) 

形式：實體上課 

https://forms.gle/vjVU
BY4hWgPtjHGy6  

上課地點：副堂 

成人--初級(週二網上

聖經課程) 

【心累了怎麼辦？】 

江慕慈姑娘 7 月 26 日 (二) 開

課，逢星期二晚上 

8:30 - 9:30 
(共 6 堂)  

形式：網上上課 

https://forms.gle/Yv4D
ryAiKGuf5mef8  

導師已透過電郵

把上課連結

(ZOOM)和筆記傳

送給學員。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bit.ly/3Ni8qhX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vjVUBY4hWgPtjHGy6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https://forms.gle/Yv4DryAiKGuf5me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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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培養藍田堂青少年之間的團隊合作，加強弟兄姊妹之間的關

係，青少年部將於 8 月 19 日(五)舉辦「青少年團隊合作及領

袖訓練射擊工作坊」，歡迎就讀中學至大專弟兄姊妹參加。時

間：下午 1:45 至晚上 7:00，地點：油塘四山街 22 號美塘工業

大廈 4 樓（射擊工作室 S.W.S）。參加費用為每位$100，名額

20 人，先報先得。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請用以下連結

報 名 並 繳 交 費 用 ，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為 8 月 14 日 。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8) 會友大會暨 2023 - 24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3 日舉行。本

堂將發信邀請合資格的會友成為執事候選人。獲選執事將被邀

請過渡成為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有限公司的首任董事。有關董

事責任指引, 可參閱「公司註冊處_董事責任指引」。獲選執事

若不願意成為有限公司的董事，其任期將於有限公司正式運作

時終止。詳情已列印於邀請信件內。 

9)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 半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

處理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

支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當值。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

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經驗、熟悉電腦中文 輸

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

推薦予本堂，並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0)藍田堂現招聘行政部實習生一名, 負責協助行政同工於 8月份

週六、日在堂會處理兒童崇拜/兒童主日學行政項目及協助 8 

月 15-17 日兒童暑期聖經班行政工作。歡迎應屆考生 / 年滿

16 歲或以上學生應徵。截止日期: 7 月 31 日下午 1 時。可向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https://forms.gle/4KhF3HxTutyMhuat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