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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民數記 

 

「民數記」滿載令人要反思的歷史，由 12 章開始，權力的爭奪叫米利暗和亞倫指控摩西，事

件平息後，13-14 章就進入由出埃及到入迦南的分水嶺，12 個來自不同支派的領袖，照摩西從

神而來的指示； 

「你要派人去窺探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每個父系支派要派一個人，是他們中間的族

長。」(民 13:2) 

這些領袖代表自己所屬的支派，窺探迦南地的人「是強是弱、是多是少」，「地是好是壞」，

「城鎮是營地還是堡壘」。12 人照安排由南至北來回一次，並「從那裏砍下葡萄樹枝，上面有

一掛葡萄，兩個人用槓抬著，又帶了一些石榴和無花果。」，要兩人才可以把那「有一掛葡

萄」葡萄樹枝抬回來，回應了迦南地是如何「流奶與蜜之地」，但領袖的眼光，卻帶來極嚴重

的後果！ 

他們 12 人有兩類的看法，10 人為一組的領袖，匯報指出「那地的百姓很強悍，城鎮又大又堅

固。」另一組的迦勒及約書亞即時向會眾指出「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必能征服

它。」10 人為一組的領袖，思量到以色列人的能力，也即時回應「我們所走過…之地是吞沒

居民之地…百姓都身材高大…在那裏看見巨人…我們在自己眼中像蚱蜢一樣…」 

他們的話是真心話，也是會眾的心聲，所以「全會眾大聲喧嚷…哭號…向摩西和亞倫發怨

言…說：『我們寧願死在埃及地，寧願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為甚麼要把我們領到那地，讓我們

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成為擄物。我們回埃及去豈不更好嗎？』他們彼此說：『我

們不如選一個領袖，回埃及去吧！』」 

他們由神帶離埃及為奴的生活，以神蹟去拯救他們脫離追兵，在礦野得到充充足足的供應，

走到應許地的邊陲地，但他們心中竟沒有神，只有自己！以人的眼光，他們都有道理；但用

人的眼光，他們世世代代都只可作奴隸。 

迦勒與約書亞「撕裂衣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走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

愛我們，就必領我們進入那地…也不要怕那地的百姓，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耶和華卻與

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領袖就是要帶領會眾歸回神，用神給人的眼光去衡量事物；繼續用世界的標準行事，就只有

經歷與世界一同被滅的結果，這也是 10 位領導及群眾的結果
1
；我們都可以史為鑑。 

 
                                                                             陳志輝傳道 

 

                                                 
1 經文提到「你們要擔當你們的罪孽四十年…我必這樣對待這一切聚集對抗我的邪惡會眾。他們必在這曠野中消滅，

死在這裏。」」(民 14:34-35)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85 篇 1-2,7 節 ......................................... 眾  立 

啟：1 耶和華啊，你已經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擄的雅各。 

應：2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蓋了他們一切的過犯。 

合：7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3. 讚美 ............................. 三一真神奧祕難描 (普天頌讚 15 首) ......................... 眾  立 

1) 上主聖靈指引、守護，火舌天來，靈鴿飛，生命氣息、 

 先知聲音，恩福記號、愛能力。懇賜祢僕領導才能， 

 更新膏抹，沐聖恩；差遣剛勇忠心使徒，各方教會事奉神。 

2) 基督救主─良牧、君王，道成肉身，十架釘，夫子、醫生、 

 受苦忠僕，罪人良朋，行和謙：教祢牧人學效、實踐，愛顧、 

 養育民靈命，懇賜勇氣、憐憫心腸，言行一致祈禱殷。 

3) 創造主宰厚賜生命，高超真理難臆測，憐憫發源、智慧湧泉， 

 施恩、赦罪永復和。教會領導，效主牧養：識羊軟弱、 

 羊能力─監督扶持，錯失正視，看守群羊按主旨。      (間奏) 

4) 三一真神─莫測奧祕，豐富多元卻合一，高深、奇特難以申述， 

 遠超信念能解釋；恩賜不同、呼召各異，靠主幫助共事奉， 

 各盡職責，彼此建立，榮歸主名顯神工。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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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廣大慈悲 (普天頌讚 41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85 篇 8-13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1 章 3-14 節 

7. 獻詩 .................................. 主道不變更 (普天頌讚 414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聖靈來臨 (普天頌讚 79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提摩太後書 4 章 13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保羅的書 ................................................. 眾  坐 

11. 回應 .................................... 緊靠上主 (普天頌讚 659 首) ................................ 眾  立 

1) 惟願與主緊密同行，蒙赦、得享平安， 

主光照亮人生道路，指引天國方向。 

2) 柔和信差，懇求回歸，聖潔鴿子親臨， 

我恨罪惡使主痛悲，辜負主愛深恩。 

默想： 3) 除滅我心所慕偶像，靈魂今得釋放， 

使能專一敬拜上主，心中尊主為王。 

4) 如此與主緊密同行，饒我不羈本性； 

因此主光示我前路，指引安抵天庭。阿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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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是民數記 19 章至民數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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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報名參加 7 月 16 日至 21 日暑期聖經班之兒童，請於明天上午 8:45 準

時到達教會出席課堂。（煩請各兒童必須穿著運動服飾、自備飲用水一枝

及餐具）另暑期聖經班家長講座於 7 月 21 日(上午 9:00-10:00)舉行，主

題：「父母如何傳承信仰給子女」，並邀請何錦昌先生主講(資深社工及心

理輔導員)，歡迎各位家長出席參加，可留意海報有關詳情。 

4) 暑期大專學生內地體驗，參觀鶴山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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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應徵者

須中學畢業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及製作簡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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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可向行政

主任周錦照弟兄查詢詳情。 

6) 會友李蘇弟兄安息禮拜訂於 7 月 19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402 室舉

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7) 會友何艷愛姊妹丁父憂（何福善先生），喪禮訂於 7 月 27 日下午 4 時在

世界殯儀館地下信誠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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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主的完全平安 (生命聖詩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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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余文耀弟兄 余文耀弟兄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李燕怡執事 林恩庭姊妹 彭秀群姊妹 雷書昊弟兄 連卓鴻弟兄 雷書昊弟兄 葉佩鈴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執事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何玉燕姊妹 楊妙玲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鄭倩雲姊妹 陳惠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鄭美珍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陳翠珍姊妹 文玉玲姊妹 陳詩韻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翠碧姊妹 方子仁弟兄 雷瑞玉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馬君思姊妹 張金生弟兄 楊彼得弟兄 黃翠屏姊妹 張漢榮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志剛弟兄

影音: 蔡加德弟兄 周鈺貽姊妹 黃曉媚姊妹 柯綽瑤姊妹 陳永祐弟兄 李雪葵姊妹 郭　宏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可媚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趙惠蘭姊妹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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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楊展昀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譚恩翹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陳可媚執事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葉佩鈴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綽盈姊妹 楊慧玲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香娣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7月22日)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綠）(7月15日) 

本月累積奉獻: $316,556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100) 上週奉獻總數: $11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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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少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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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