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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主題 
 
曾在崇拜的講道跟大家分享過，聖經學者提醒我們，只有中文聖經把舊約第一卷書的
名字定為「創世記」1，原文聖經是以經文的第一個字作為書卷的名字。 
 
為何中文會把舊約第一卷書的名字定為「創世記」，這點我未能找到資料，估計因為
書卷中，有部份的內容(主要在第一及第二章)提及到神用「說話」來創造世界及照自
己的形像造人。第一個我們可以思想的問題，在舊約第一卷書當中，直接與神創造世
界的經文佔全卷書的百份比？ 
 
這卷書的第三章已進入人如何以自己的標準，代替神給予人的標準(創 2:16-17)，我們
稱為「人的犯罪」。這事件的發生，人被逐出伊甸園，世世代代「必汗流滿面才得餬
口」，也要經歷死亡。往後出現人的後代，如該隱、亞伯、塞特等。我們不難從經文
中，看到人對神的回應，是不斷重覆亞當、夏娃在伊甸園的問題，就是以人的準則代
替神的標準，人僭越了神的角色。人的惡令至神要洪水滅世；人又要建塔，塔頂要通
天、傳揚人的名聲，又令至神要變亂口音。及至被稱為「先祖」的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出現，我們又如何看他們的人生？他們有表現出對神的信心，也有失見證的時
候，是功多？還是過多？ 
 
聖經學者2很細心的去分析整卷書，提出不同的導向去明白這聖經的第一卷書。其中
我最深刻的是神如何在混亂及罪惡中，為世界及人建立秩序。 
1 起初神創造天地。 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5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當最初神造眾天及大地(宇宙)，地的狀況是空盪、虛無，並被罪與黑暗充斥，神的靈
在這境況上運行。在黑暗中，神說要有光，這光不一定指太陽，而是為著這混亂境況
把光與暗分明，光為晝、暗為夜，各從其類，不是取締，而是建立秩序。天地的混沌、
黑暗，神為天地建立秩序，人的僭越、犯罪，神為人在地上的生活建立秩序！神建立
秩序與標準，同樣應用在挪亞至雅各不同的先祖身上、不同的世代當中，貫穿整卷「創
世記」。 
 
在藍田堂的讀經計劃中，大家應該正正在看「創世記」，趁著這次的讀經，大家又嘗
試去思想整卷書的主題吧。 
 

陳志輝先生 
                                                 
1 中文的翻譯可能也影響著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聖經翻譯。英文聖經用 Genesis 為名，其意思是

beginning。 
2 這不是單一學者的見解，但筆者對李思敬博士的講解最為深刻。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聖善主垂憐 (普天頌讚 821 首) ............................ 眾  立 

聖善主，聖善而全能，聖善永恆主宰，求祢垂憐我眾。 

3. 宣召 ......................... 詩篇 51 篇 1-3, 1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按你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應：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潔除我的罪！ 

啟：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應：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4. 讚美 ................................. 畢生愛主 (普天頌讚 223 首) .............................. 眾  立 

   1) 我愛我主，深印於心，非慕天堂榮望， 

 更非恐怕不愛我主，後必失喪淪亡。 

   2) 思念救主十架之上，擁抱宿敵像我！ 

 短釘長槍為我忍受，承擔羞辱苦楚。 

   3) 千種憂思，萬般折磨，痛苦血流如注， 

 捨身成仁，為念罪人，哀我背道叛主！ 

詩班：4) 恩主耶穌仁義深情，我能不愛我主？ 

 忠貞非為天堂福樂，逃脱地獄沉淪； 

   5) 非為期望贏取獎賞，非為搜覓寶藏， 

 只因主祢先愛我們，慈愛信實久長。 

   6) 今願畢生愛祢忠誠，讚頌恩惠深廣， 

 只因祢作我主、我神、我心永遠君王。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僅似芥種一粒 (普天頌讚 221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約翰福音 12 章 23-33 節 .................................. 眾  坐 

希伯來書 5 章 5-10 節 

8. 獻詩 ........................ 永活主，求憐憫 (普天頌讚詩 51a 首) ...................... 詩  班 

9. 奉獻 ................................. 惟遵父旨 (普天頌讚 243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羅馬書 12 章 3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青蛙」基督徒 ......................................... 眾  坐 

12. 回應 ................................. 俯伏認罪 (普天頌讚 632 首) .............................. 眾  立 

1) 如今俯伏在主座前，招認所犯罪愆，教我覺悟罪惡虧欠，悲傷痛恨交煎。 

2) 求主憫憐憂傷之靈，使我痛悔真誠；求主向我煥發光明，賜我希望之心。 

3) 當我禱告求主賞賜，願主隨時指示；求使我心所生意念，無一非主意旨。 

4) 微聲祈求：信心賞賜，禱告上達天聽；無論允否，教我深知主愛總是豐盈。 

阿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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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創世記 17 至 23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教育部於今日至 4 月 22 日(日)上午 10:30 開辦「福音研經課程(I)」，由郭

小姬姊妹任教，歡迎初信者及對福音信仰感興趣之朋友參與，弟兄姊妹請

參海報有關詳情。 

4) 執事會於 3 月 22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商討聖工。 

5) 2017 年至 2018 年度奉獻收據截數日定為 3 月 25 日(下午 1:00 前)，往後

所收的奉獻將撥入下一年度計算。 

6) 3 月 25 日下主日兒成合一崇拜(早午堂)，請家長老師留意。 

7) 2018 年藍田堂記念主受苦的聚會如下： 

3 月 30 日晚上 6:00 至 7:00 默想祈禱會，同日晚上 7:30 至 9:30 聖餐崇拜。 

4 月 1 日早、午堂復活節崇拜(兒青成合一崇拜) 

請肢體預備心依時出席，默念主恩！ 

8) 2018 年神學主日學將於 5 月逢星期四晚上 7:45 至 9:45 於本堂舉行，題目

為「馬太釋讀」(共 5 堂)，由信義宗神學院黃漢輝博士任教，歡迎弟兄姊

妹報讀及參閱海報有關詳情。 

9) 孔啟源傳道已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向本堂請辭，並於 2018 年 4 月 15 日

正式離任，孔先生將由 3 月 26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孔先生一直以來

對弟兄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他往後的事奉。 

10) 藍田堂現須招聘三位傳道人，分別牧養家庭團契、婦女團契、男士團契，

策劃推動基督教教育，及聖樂事工。弟兄姊妹如有適合人選，請推薦予藍

田堂。 

11) 會友區贊容姊妹安息禮定於 3 月 28 日晚上 8:00 在沙田寶福紀念館，求主

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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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禮拜完畢 (生命聖詩 531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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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周弘毅牧師 周弘毅牧師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陳永祐弟兄 陳永祐弟兄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林燕芬姊妹 雷書昊弟兄 張金生弟兄 林恩庭姊妹 陳朝發弟兄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招待: 楊美美姊妹 趙惠蘭姊妹 黃菁菁姊妹 温寶儀姊妹 鄭倩雲姊妹 張潔綾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孫俏娟姊妹 袁麗嬋姊妹 鄭慧芝姊妹 黃曉媚姊妹 譚富霖弟兄 呂玉潔姊妹 李麗梅姊妹 林碧蓮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甄志賢弟兄 鄧民亮弟兄 劉柏堅弟兄 麥淑容姊妹 戴志遠弟兄 黃香娣姊妹 劉嘉敏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芷珊姊妹 郭　宏弟兄 鄭穎心姊妹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林殷宏執事 陳喜洋弟兄

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楊明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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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陳雋明弟兄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許智朗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盧穎君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司事: 廖煦謙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信實: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區惠娟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李寶玲姊妹 陳可媚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楊曉欣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鍾偉貞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美儀姑娘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棕枝主日（紅）(3月25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3月18日) 

本月累積奉獻: $370,574  (包括發展及購堂: $31,700) 上週奉獻總數: $186,966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謝月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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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