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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傳承教與學 

 
  猶記得看過一套電影「暴雨驕陽」其中一幕是學校開學日，校長在講台上一開始就講
出學校的教學理念和宗旨有四大支柱; 傳統、紀律、成就、卓越」並鼓勵一眾師生成為共同
目標同心追求。後來這四大支柱係劇中被新聘任來學校教學的老師一改傳統教學方法，以
發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用因材施教的方法，讓一群學生對沉悶的文學詩詞燃點興趣，令學
校校長和老師重新反思教學甚麼是最重要? 盼望藉此電影作為開場白分享在聖經的教導下
「屬靈傳承的教與學」如何實現! 
 
  從聖經申 6:1-7，由摩西所寫「妥拉」又稱為摩西五經其中的一卷，重點是按照上主吩
咐教導以色列民如何在地上生活，而摩西寫申命記目的為要提醒以色列民的下一代跟從約
書亞帶領入迦南應許之地前作好準備，並要持守神的聖約! 所以我們在申命記可以見到好
多誡命、律例、典章引領以色列民如何按照上主的心意生活，單單係申 6:1-7 短短經文入面，
遵行、遵守、謹守等字句重複出現有 4 次之多，可見神好想我們將祂的教導行在生活每個
層面; 正如: 申 6:7 「無論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所以聖經帶比
我們教導從來都不是離地或不合時宜，反而是信仰生活化。而我們活係後現代世界沒有絕
對真理、價值觀對錯不分的時代、個人自我澎漲到一個地步以自己為真理，聖經的教導成
為我們的重要行為和紀律準則，成為我們基督徒價值觀和生活的重要支柱。 
 
  此外，第二個支柱是傳統; 我們在教會生活都一同活係屬靈傳承及傳統之下，當我們細
心留意一下崇拜模式、主日學形式及團契生活都是依照聖經教導傳統實踐，雖然我們不是
猶太人，所以未必會依從他們所有文化傳統生活，甚至有一些猶太人獻祭儀式或守節期儀
式都沒有完全依從，可是其背後屬靈意義及聖經原則就不能不教導下一代去遵行; 就如獻
祭背後教導屬靈意義是將最好獻給神或分別為聖獻給神，這屬靈教導就主導了我們今日事
奉神及十一奉獻態度! 回看新一代以色列民都必須要遵守他們上一代從神而來的誡命、律
例、典章，當他們願意謹守遵行時，就能夠得著神應許過一個蒙福的生活; 如: 在地上得以
長久、子孫人數加增、係應許之地享福像神應許列祖一樣。 
 
  因此我們作為家長、教師面對最大挑戰是如何將傳統及屬靈知識用切合時代語言傳遞
給下一代各學生，提升他們學習興趣及有能力帶到去生活忠於聖經教導，喜見藍田堂主日
學及兒童崇拜老師團隊有這份創新教材能力，為各學生營造輕鬆愉快學習聖經的氣氛，以
生命影響生命履行聖經教導。 
 
  還有第三個支柱是成就; 還記得在電影其中的一幕看到老師帶領學生離開班房走到去
學校獎座飾櫃旁繞了一圈，然後老師向學生表示那些為學校奪得獎座的人全部都已經離開
世界，繼而老師在黑板上寫上「seize the day」鼓勵學生把握緊抓每一天為學習的成就加油努
力!  
 
  但願各位家長、老師和學生在這新一個兒童主日學年度齊心努力，為各兒童得著屬靈
教導，成為一位能忠心教導聖經的傳承者，並靠著聖靈引導形塑既有紀律又能緊抓每一主
日熱衷於學習聖經的新一代。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80 篇 7, 18-19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應：這樣，我們就不背離你；求你救活我們，讓我們得以求告你的名。 

合：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3. 讚美 ................................ 頌讚主聖名 (生命聖詩 63 首) ............................. 眾  立 

1) 頌讚榮耀都歸主宰，至高全能真神， 

祂愛世人，差獨生子為人受死捨身。  ** 

2) 主名超乎萬名之名，至高至尊至聖， 

今坐父神寶座右邊，天使崇拜奉敬。  ** 

3)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和平全能之君， 

統治天下萬國萬民，掌權無窮無盡。  ** 

**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頌讚與榮耀歸主名。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美哉主耶穌 (生命聖詩 6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5 章 1-7 節 ..................................... 眾  坐 

腓立比書 3 章 4 下-14 節 

7. 獻詩 .............................祂既看顧麻雀 (生命聖詩 337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詩格庫彌頌曲 22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21 章 33-4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鍥而不捨 ............................................... 眾  坐 

11. 回應 ...............................我一生目標 (生命聖詩 365 首) ............................ 眾  立 

1) 我一生目標，乃是神自己，非平安喜樂，亦非求福氣； 

不論何代價，要達這境地，是主引領我，不靠我自己。 

2) 我憑着信心，向着目標行，靠賴主慈愛，讓主來引領； 

我蒙主扶助，努力向前走，直到神成全這最深祈求。 

3) 不論要行走崎嶇黑暗道，不論要付出代價何等高； 

主會帶領我，達到這目標，引到主的路一定是窄小。 



 

 

 

12. 公禱、家事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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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開始，課程如

下，弟兄姊妹可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課室 

基礎 探索、成長、經歷主 郭小姬姊妹 102 

中級 保羅書信（一） 麥志成牧師 副堂 

進階 雅各書研讀 周家邦弟兄 104 

進階 同讀《壞鬼比喻：馬可福音篇》 孔啟源先生 101 

初中主日學 真理快遞 

李芷珊姊妹、 

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103 

高中主日學 異鄉流民 
梁小儀姊妹、 

黃麗堅姊妹 
105 

3) 本年第二次洗禮班將於今主日午堂後 1 時至 2 時於 103 室上課，凡已報

名於 12 月 25 聖誕日洗禮者請依時出席(長者除外)。 

4) 家庭團契蘆葦組將於今主日下午二時舉行教育講座，講題為「如何培育正

向積極的孩子」；講者為路得會家庭生活教育組的吳淑華社工。歡迎家長

及主日學導師參加。 

5) 10 月 14 日下午 2:00 福蔭團契有本堂陳永祐執事主講認識糖尿病，設血

糖測試，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兒童部於 10 月 15 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副堂舉行謝師宴暨教師交流祈禱

會，為表答謝各位老師的殷勤事奉，誠邀 2016-18 年度各兒童主日學老師

及助教出席，並於老師群組中報名。 

7) 本堂於 11 月 1 日至 7 日（星期三至二）一連七天晚上七時三十分直播第

23 屆培靈奮興大會，題目：「靈慾之爭：從羅馬書看基督徒成聖之路」，

由播道神學院郭文池牧師主講，詳情請參海報單張。 

8) 麥牧師於 10 月 6 至 11 日放年假。 

9) 公禱事項 

* 為會友大會及明年推動的聖工禱告。 

* 為各地恐襲禱告。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102 Praludium G-Moll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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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黃佩貞姊妹 連思樺姊妹 麥淑容姊妹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林瑞馨姊妹 楊妙玲姊妹 張元娜姊妹 張慧清姊妹 陳醮英姊妹 黃瑞玲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朱月萍姊妹 李笑歡姊妹 羅志威弟兄 莫綺湘姊妹 葉蔓菲姊妹 賴文湘姊妹 鄒念龍弟兄 譚慧冰姊妹

當值: 區惠娟姊妹 戴志遠弟兄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馬志國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育如姊妹 許偉賢弟兄 陳喜洋弟兄 魏成杰弟兄 周　溢弟兄 郭　宏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鄭穎儀姊妹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鍾慧嵐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蔡曉恩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林洛琛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梁振平弟兄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10月15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10月8日) 

本月累積奉獻: $264,059  (包括發展及購堂: $82,200) 上週奉獻總數: $264,059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陳偉文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