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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 
 
「利未記」一卷我們都可能讀過，但又讀不完的書卷；讀不完不是它的編幅很長，而是
我們不認識當時的文化及處境，不能代入以至明白字句的教導，更不能一一應用於今日
的處境。或許因為立志要讀完整本聖經，或聖經學習與教學的原故，才讀畢這書卷。 
 
書卷中先以 7 章的經文介紹到神為以色列人設立的祭祀，第 8 至 10 章是訂立祭司與要
求。第 11-15 章是潔淨與不潔的定義，涉及食物、物件及人，當中的準則，可能已令我
們摸不著頭腦。（在 2017 年的講道也有分享過一些學者的見解，在此也重覆說出一些重
點。） 
 
以色列民族於埃及地區形成，他們只是寄居者，受當地的文化深深影響。離開埃及，在
礦野的 40 年受到最小的文化衝擊；一旦進入迦南，定居於這多民族的地區，歷史文化
仍薄弱的以色到民族，很容易被異邦的習俗影響，更大的問題是連信仰也會偏差。 
 
為了讓以色列人可以與其他民族分別出來，特別是宗教上的分別為聖，神在他們的生活
起居上，訂立一些與別不同的規條，讓他們在日常守規的同時，時刻謹記以色列民是「神
子民的身份」，必須要與外邦分別出來。 
 
這獨特的規條就是「單一」就潔淨，「混合」就不潔。動物、鳥、昆蟲、魚類等，單一的
外在特性就可以吃，多於一種類的外在特徵，如兩棲類，有混合的情況，就要視為不潔。
這食物的規條，時刻提醒在迦南生活的以色列民，他們在信仰上只可以單一。甚至連流
血和患病，與健康來比較，也算為混雜了，也作為不潔的提醒。衣服、物件，甚至是房
屋出現發霉，也是混雜，也作為不潔的提醒。 
 
規條能叫以色列民時刻醒覺，就必須用日常出現的處境，好像四圍也貼上「分別為聖」
的標語，他們再沒有借口與外邦信仰混雜。對今日的信徒，甚麼是我們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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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章，因亞倫兩位犯罪的兒子死了，經文就潔淨與不潔再作補充。18-20 章是道德的
規條，是犯罪的條文，世代也要遵從

2
。21-27 章最後 7 章也是宗教的條例，要他們有屬

於自己的宗教禮儀。 
 
簡單的分類  1-7 章：祭祀 
    8-10 章：祭司行為 
     11-17 章：潔淨與不淨 
    18-20 章：德道行為 
       21-27 章：禮儀 
 

陳志輝先生 
                                                 
1 聖靈及聖經作為今日我們的提醒。 
2 遵從是指到不可犯罪，而不是代表今日的信徒可以用獻祭來處理。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30 篇 5-6 節 ....................................... 眾  立 

啟：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應：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合：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3. 讚美 ..............................來敬拜榮耀王 (生命聖詩 33 首) ........................... 眾  立 

   1) 大家同敬拜天上榮耀王，主權能，慈愛，應感謝頌揚， 

 祂是我們盾牌，是永遠保障，榮光是祂宮殿，歌頌永繞環。 

   2) 主權能，慈愛，我們當頌讚，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滿佈雷電密雲，當作主車乘，瀰漫暴雨風狂，深藏主路徑。 

清唱：3) 人何能盡説，主眷顧恩情，主使風吹拂，主使光照明， 

 主使高山泉源，傾注遍平原，主命雨露甘霖，潤澤各田園。 

 (間奏) 

   4) 我原是塵土，懦弱無力量，專心依靠主，才能常堅強， 

 主慈愛又温良，愛我到永久，造我，贖我，護我，我救主，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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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我愛我主國度 (生命聖詩 21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3 章 8-15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3 章 20-35 節 

7. 獻詩 ................................. 我主作王 (生命聖詩 297 首) .............................. 詩  班 

8. 奉獻 ............................. Prelude XII, Per-Olov Kindgren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羅馬書 8 章 12-1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聖靈同在的寶貴果效 ..................................... 眾  坐 

11. 回應 ......................... 天父兒女何等安全 (生命聖詩 53 首) ....................... 眾  立 

   1) 天父兒女何等安全，在父懷中團聚一起， 

 天上星辰，巢中雀鳥，未能獲得如此覆庇。 

   2) 神在聖殿保護兒女，他們都得餵養看顧， 

 隔離一切惡毒災害，祂大膀臂扶持保護。 

默想：3) 神的兒女無論生死，永遠不會與祂分離， 

 他們愁苦祂全明瞭，祂會賞賜豐富恩慈。 

   4) 愛主信徒應當歡喜，大能主宰時刻護庇， 

 祂的旨意必要成就，一切仇敵盡都低頭。 

   5) 無論賞賜，無論收回，神的兒女不被撇棄， 

 保守他們全然成聖，是神唯一慈愛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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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利未記 11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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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暑期聖經班(7 月 16 至 21 日上午 9:00 至 12:30)主題 : 「地球小管

家」已開始接受報名，名額 80 人，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之家長盡早為子

女報名參加，費用$250，截止日期為 6 月 17 日；聖經班報名表已擺放接

待處，歡迎索取及填寫後交回。 

4) 查經祈禱會由 5 月 29 日起查考出埃及記。 

5) 7 至 9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崇拜職事人員季

會於今主日上午 10:15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共

商聖工。是日主日學及兒童詩班暫停一次。 

6) 執事會於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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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暑期大專學生內地體驗，參觀教會、探訪、農耕、兒童工作等，日期為 8

月 3 至 7 日，費用每位 500 元，包車費、食宿(不足額教會津貼)，查詢及

報名請聯絡麥牧師或陳志輝傳道。 

8) 麥牧師於 6 月 7 至 10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9)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已向執事會請辭，離職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25 日。 

10) 公禱事項： 

 為暑期事工包括兒童暑期聖經班及國內服務團的籌備及參與者禱告。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願他們渴慕尋求惟一能賜永生的那位主，並求主

差派更多工人進入穆斯林中間傳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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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Dearest Jesus, we are here by J. G. Walther (1684-1748)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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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甄志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朱麗麗姊妹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林溢輝弟兄 潘裕文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招待: 梁銘章弟兄 林笑寶姊妹 康　全弟兄 李淑蓮姊妹 鄭　琦姊妹 張穎明姊妹 温寶儀姊妹 黃嘉鳳姊妹

司事: 柯思敏姊妹 辛列卿姊妹 李麗梅姊妹 吳友蓮姊妹 譚富霖弟兄 呂玉潔姊妹 文玉玲姊妹 黃家成弟兄

當值: 戴志遠弟兄 高燕萍姊妹 林禮標弟兄 張金生弟兄 余文耀弟兄 蔡文嫦姊妹 馬志國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陳貽添執事 周　溢弟兄 雷偉勝執事 楊芷瑩姊妹 郭浩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可媚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葉玉娥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周素瑩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陳可媚執事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葉佩鈴姊妹 黃麗堅姊妹 許嘉玲姑娘 林溢敏姊妹 朱美儀姑娘

喜樂: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葉翠妍姊妹 葉翠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鍾偉貞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淑容姊妹 趙修培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綠）(6月17日) 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綠）(6月10日) 

本月累積奉獻: $173,954  (包括發展及購堂: $24,300) 上週奉獻總數: $17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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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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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