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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臨別之數算恩典 

 

不經不覺時間像指頭隙縫中流逝; 本人將於 9 月尾在藍田堂牧職事奉劃上六年的

句號。還記得在六年前來到藍田堂事奉，神賜給我一段經文來鼓勵和提醒我在事奉

上當要實踐歌羅西書 1:28-29 所言「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

人，要把各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在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

盡心竭力。」 

 

在這六年事奉期間; 確實經歷了從神而來數之不盡的恩典啊! 首先神的恩典將我

一個從癌病經歷了康復的軟弱生命能從返事奉崗位，能有十一年時間在兩間堂會實

踐牧職事奉，若不是神藉著醫生的手來給我大能醫治，根本無法有這十一年時間與

神同工。此外，十分感謝藍田堂執事們給我信任; 讓我能在兒童事工服侍兒童上有莫

大自由創作和發揮空間牧養兒童及關顧家長們，這也是經歷神讓我們有這寶貝放在

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 4:7) 

 

還有在過去參與兒童事工當中令我依依不捨的是一群在主裡滿有愛心和長期忠

心教導各兒童的主日學老師、家長、兒崇和暑期聖經班的事奉人員; 她們的事奉心志

和盡心竭力的事奉態度時常激勵我事奉的原動力，因為她們不是擺上有餘的，而是

在百忙中努力抽空將緊有的來獻上事奉; 猶記得有個別老師或事奉人員在家還要照顧

體弱多病年老母親、妹妹、兒子或是患病丈夫、有些是照顧家中年幼子女、有些是

在工作上作管理、專業人士或作老板階層出錢出力帶著一份謙卑事奉主的心來牧養

各兒童和家長，從他/她們的生命當中看見主的謙卑形像和榮耀主的好榜樣，十分感

謝你們與我同行事奉主，令我感動非常! 

 

再者，歷經了六年事奉有幸見證一群家長敬虔下一代能起來事奉主，也是我感

到安慰之處，他們大部分由幼稚園開始來藍田堂參與兒童聚會，經過天父悉心栽培

及以真理建造了新生命之後; 卻願意主動來參與兒童崇拜司琴、兒童主日學助教和兒

童暑期聖經班各項的事奉崗位，祝福你們像提摩太般被神重用及發揮恩賜建立神的

教會，與及為真理作福音的使者。 

 

最後，本人現向各位曾與我一起走過事奉的日子及分擔喜與悲的同工、家長和

一眾弟兄姊妹說聲萬分感謝! 我將會在另一所以堂校福音工作為本的教會繼續履行那

未完成的福音使命。祝福各位弟兄姊妹愛主更深、榮神益人! 再見! 

 

朱美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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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3 篇 1-2 節 (舊約 881 頁) 眾立 

1 哈利路亞！耶和華的僕人哪， 

 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 

2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3. 讚美：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眾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間奏)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說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你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眾坐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 

2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 

 (間奏)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祢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 
 
**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3 

 

6. 誦讀經文 眾坐 

阿摩司書 8 章 4-7 節 (舊約 1376 頁) 

4 你們這些踐踏貧窮人、使這地困苦人衰敗的， 

 當聽這話！ 

5 你們說： 

「初一幾時過去，我們好賣糧；安息日幾時過去， 

 我們好擺開穀物；我們要把伊法變小， 

 把舍客勒變大，以詭詐的天平欺哄人， 

6 用銀子買貧寒人，以一雙鞋換貧窮人， 

 把壞的穀物賣給人。」 

7 耶和華指著雅各的驕傲起誓說： 

 「他們這一切的行為，我必永遠不忘。 

 

路加福音 16 章 1-13 節 (新約 119 頁) 

1 耶穌又對門徒說： 

「某財主有一個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費他的財物。 

2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 

『我聽到了，你做的是甚麼事？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清楚， 

  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 

3 那管家心裏說： 

『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甚麼呢？ 

  鋤地嘛，沒有力氣；討飯嘛，怕羞。 

4  我知道怎麼做，好叫人們在我不作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們家裏去。』 

5 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6 他說：『一百簍油。』管家對他說： 

『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 

7 他問另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 

 管家對他說：『拿你的賬，寫八十。』 

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精明， 

 因為今世之子應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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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遠的住處去。 

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11 若是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 

 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12 如果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 

 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13 一個僕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瑪門。」 

7. 詩班獻詩：永愛長存 (普天頌讚詩 136 c 首) 眾坐 

1 上主良善，感謝同心：主恩澤憐憫永存！ 

 慈仁、憐恤亙古立定：主愛保守到永遠！ 

 萬神之神，造化神明：子民同聲稱頌祢名： 

 主恩主愛永長存！ 

2 主，上主獨行大奇事：主恩澤憐憫永存！ 

 所有美善皆主所賜：主愛保守到永遠！ 

 諸天皆祢睿智造成，眾水之上大地成形： 

 主恩主愛永長存！ 

3 神造宇宙眾星拱耀：主恩澤憐憫永存！ 

 上主榮光諸天高照：主愛保守到永遠！ 

 月色清明夜空輝煌，太陽清晨放射光芒： 

 主恩主愛永長存！ 

4 仇敵手中救拯釋放：主恩澤憐憫永存！ 

 受造眾生得主供養：主愛保守到永遠！ 

 創生之神、榮耀真道：我眾稱謝頌聲悠悠： 

 主恩主愛永長存！ 

8. 奉獻：Concerted, Lord, to Thee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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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使徒行傳 4 章 5-20 節 (新約 184 頁) 眾坐 

5 第二天，官長、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集， 

6 又有亞那大祭司、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 

 和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裏。 

7 他們叫使徒站在中間， 

 問他們：「你們憑甚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事呢？」 

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民間的官長和長老啊， 

9 倘若今日我們被查問是因為在殘障的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就是這人怎麼得了痊癒， 

10 那麼，你們大家和以色列全民都當知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在十字架、 

 神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11 這位耶穌是：『你們匠人所丟棄的石頭， 

 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13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平民，
 就很驚訝，認出他們曾是跟耶穌一起的； 

14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駁。 

15 於是他們吩咐他們兩人從議會退出，就彼此商議， 

16 說：「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 

 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 

 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們也不能否認。 

17 但為避免這事越發在民間傳揚，我們必須威嚇他們， 

 叫他們不可再奉這名對任何人講論。」 

18 於是他們叫了兩人來，禁止他們， 

 再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或教導人。 

19 彼得和約翰回答他們說：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判斷吧！ 

20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我們不能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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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聽從你們，不聽從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眾坐 

11. 回應：與神同行 (青年新歌 37 首) 眾立 

1 心坎深處聽到主溫暖呼聲召喚，是父上帝恩慈的呼聲。 

 祂叮囑我順服委身，要撇棄惡行，路上盡見凱旋、喜樂透。 

2 此間所有虛空宴樂，似過眼浮雲，光采漸暗，不能牽我心； 

 今只想走天家旅程，獻此生為神，萬事願靠主靈親導引。 

3 一天安抵天家，一切重擔得卸下，祂召喚我，使我心感恩， 

 忠心跟主，得賞冠冕，得永遠產業，歡欣樂唱不停，心頌讚。 
 
** 浮華撇下，與神並肩雙偕，與神共行，在神福杯滿溢。 

 無悔決定，踐行美好旨意，我要與祂，一起踏上窄路。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Joyful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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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林湛基弟兄 林湛基弟兄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連卓鴻弟兄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 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張頴明姊妹 張慧清姊妹 林耀尊弟兄 區惠娟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譚建偉弟兄 何美蘭姊妹 柯思敏姊妹 何少鳯姊妹 李思敏姊妹 邱頌詩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沙韋琪姊妹 鄧民亮弟兄 余文耀執事 鍾志堯弟兄 溫燕玲姊妹 古海劍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黃曉媚姊妹 鍾穎嵐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錢惠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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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朱美儀傳道 朱美儀傳道

司琴: -　- -　- 余泳恩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司事: -　- -　- 陳頌諾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仁愛: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朱美儀傳道 周寶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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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綠）(9月25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綠）(9月18日)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上週奉獻總數: $97,432 本月累積奉獻: $277,413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600)

本週獻花: 徐潔玲姊妹, 麥淑容姊妹, 楊妙玲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常費 : *1120 主知名 13100 *1121 主知名 500 *1122 主知名 200 *1123 主知名 200 *1124 主知名 1000
*1125 主知名 5000 *1126 主知名 500 *1127 主知名 3200 *1128 主知名 4000 Q365 主知名 6000
R770 主知名 200 R891 主知名 200 T587 主知名 1000 T999 主知名 500 V709 主知名 100

W874 主知名 1600 X324 主知名 500 X721 主知名 2000 X806 主知名 300 Y017 主知名 2600
Y337 主知名 2000 Y451 主知名 3000 Y517 主知名 8700 Y525 主知名 2000 Y603 主知名 1000
Y607 主知名 1000 Y609 主知名 100 Y613 主知名 500 Y614 主知名 3500 Y615 主知名 11000

慈惠 : R891 主知名 100 Y017 主知名 100 Y451 主知名 1000 Y529 主知名 225

感恩 : *1128 主知名 2000 C003 主知名 300 P203 主知名 1000 Q299 主知名 1000 R891 主知名 200
S342 主知名 100 T847 主知名 500 V116 主知名 500 V468 主知名 6400 V709 主知名 100
Y017 主知名 100 Y451 主知名 1000 Y613 主知名 500

發展 : *1122 主知名 200 R891 主知名 200
教育 : R891 主知名 100
鮮花 : *1120 主知名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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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22 全年累積 2022年7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803,850       720,779         701,749          3,120        -                 4,300        11,610          
現金支出 4,543,223       427,908         403,908          4,000        -                 20,000      -                    

現金流入/(流出) 260,627          292,871         297,841          (880)          -                 (15,700)     11,610          

固定資產 12,538,400     12,538,400    123,011          -                -                 -                12,415,389   
銀行及現金結餘 5,471,973       5,471,973      4,196,229       792,387    1,161,691   50,684      (729,017)       

其他資產 72,290            72,290           42,390            -                -                 -                29,900          
按揭貸款 -                     -                    -                     -                -                 -                -                    

其他負債 (672,746)        (672,746)       (672,546)        -                -                 -                (200)              
淨資產 17,409,917     17,409,917    3,689,084       792,387    1,161,691   50,684      11,716,071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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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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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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崇拜後進行本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
填妥表格放入收集箱或登入以下連結填寫，今日下午 1 時截
止。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5) 兒童部於本年 9 月 25 日 (上午 10:30-11:20) 在本禮堂舉行兒
童主日學嘉許禮暨升班禮，屆時邀請本堂陳家興先生及李寶
玲老師分享見證。歡迎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家長、老師及助
教出席。可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海報有關詳情，如有查詢請
聯絡朱姑娘。 

6) 馬利亞團將於 9 月 29 日(四)上午 9:30 於本會禮堂舉辦婦女講
座，主題為「預防肌肉流失」，由衛生署健康外展隊呂倩雯姑
娘主講，歡迎有興趣的姊妹參加。 

7)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連結
https://bit.ly/3Ni8qhX。 

8) 朱美儀傳道已向本堂請辭，並於 10 月 14 日正式離任。她將
由 9 月 25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朱傳道一直以來對弟兄姊
妹的牧養，求主引領她往後的事奉。 

9) 會友徐敏慧姊妹、徐開萍弟兄之父親徐雲桃先生於 9 月 8 日
離世，求主安慰其家人。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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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https://bit.ly/3Ni8q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