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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認識自己 
 

  耶穌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的地方下網打魚。」西門說：「老師，我們整夜勞累，並沒有

打著甚麼。但依從祢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就招手叫另一隻

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船甚至要沉下去。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

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對打到了這一網的魚都很驚

訝。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

人了。」他們把兩隻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路五 4-11) 

 

  彼得對耶穌的吩咐略覺詫異，耶穌是拉比，講道有智慧，醫病趕鬼也大有能力;

但祂不是專業漁夫，打魚並非祂的專長，為什麼祂越界踩進彼得的專業範圍去呢？同

時，黑夜才是打魚的最佳時候，白天天氣太熱，魚都躲到水底去，那能捕獲什麼？彼

得還補充說，昨晚他們辛勞了一個晚上，沒有打着什麼，但依從祢的話，我就下網。 

 

  順服就是因應上帝的吩咐而行動，放低自己的喜好和理性判斷，以上帝的意志取

代個人的意志，我們才能見到神蹟。見神蹟後，彼得才憑他專業的眼光，判斷他看見

的這一切，不是一宗自然的事，而是超自然的神蹟，他沒有誇讚耶穌基督有眼光，沒

有將眼前的豐收歸結為「好運氣」，而是跪在主的跟前，喊著說：「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彼得跟耶穌說，我是個罪人，這裏「罪人」一詞指的不是倫理上的罪

惡，而是宗教上的不潔和不配。彼得不一定在此時聯想到他前半生所犯過的各種罪，

然後為自己下了「我是個罪人」的判語；他只是覺得在聖潔和全善的主面前，任何人，

包括自己在內，都不可能是清潔和無辜的，應自慚形穢。彼得的「罪人」自白是一種

宗教上的判斷和自覺省悟。 

 

  這情況也發生在以賽亞見到大而可畏的上帝時，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

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嘴唇不潔的人民中，又因我親眼看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當彼得做了認罪的宣告，承認自己的卑微與不配後，耶穌便向他發出作門徒的呼

召。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弟兄姊妹，基督耶穌不僅是拯救我們的過去，更是引導我們的未來，祂不但除去

我們的罪，更要改變我們的人生路向，生命若能持續成長，是因着有不斷的自我認識。 

 

尚佩冰牧師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36 篇 1-5 節 ......................................... 眾  立 

啟：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應：2 你們要稱謝萬神之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啟：3 你們要稱謝萬主之主，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應：4 稱謝那惟一能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合：5 稱謝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3. 讚美 ................................. 崇拜萬有的父 (普天頌讚 10 首) ............................. 眾  立 

1) 永在的天父，萬代的主宰，祢創造群生，呼召了眾人； 

 求垂顧子女聚集祢跟前，恭敬同崇拜萬有的主。 

2) 救世的恩主藉童女所生，天降的神子教我們真理； 

 祢就是道路，領眾歸天父，此刻到永久，我生命主。 

3) 至神聖主靈，憐憫的聖靈，把我們連於天父與基督； 

 賜信心堅定，滿平安、喜樂，建於主磐石，永遠穩固。(間奏)  

4) 永在的天父，救贖主耶穌，聖潔的神靈三一又完全， 

 永恆的契合，無盡的大愛，我們同呈獻永遠讚美。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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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齊來謝主 (普天頌讚 350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9 章 8-17 節 ........................................ 眾  坐 

以弗所書 3 章 14-21 節 

7. 獻詩 .................................... 教會的主 (普天頌讚 548 首) ................................ 詩  班 

8. 奉獻 ............................ 上主喜愛樂捐的人 (普天頌讚 379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18 章 1-8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 眾  坐 

11. 回應 .................................... 不住祈禱 (生命聖詩 431 首) ................................ 眾  立 

1) 不住祈禱，主在身邊，不住祈禱，主必聽見； 

    上主應許，真實確定，不住祈禱，主必答應。 

2) 不住祈禱，求主供應，不住祈禱，主賜豐盛； 

    無一禱告，主看為小，不住祈禱，主都明瞭。 

默想： 3) 不住祈禱，若遇引誘，不住祈禱，必能謹守； 

   主曾受試，困苦深知，不住祈禱，主必扶持。 

4) 不住祈禱，若遇愁苦，不住祈禱，主必看顧； 

    一切艱難，主看清楚，不住祈禱，主必扶助。 

5) 不住祈禱，要有信心，不住祈禱，是最要緊； 

    信心能除憂傷苦情，不住祈禱，主必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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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章至申命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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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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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會友陳沾弟兄(陳永祐之父親)於 7 月 21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訂於 8 月

18 日早上 10:30 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樂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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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Pastovella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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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林逸孜弟兄 林逸孜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馬君蕙姊妹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雷書昊弟兄 顧建德弟兄 陳曉晴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黃香娣姊妹 林燕芬姊妹 李淑蓮姊妹 陳翠珍姊妹 楊美美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黃菁菁姊妹 缪迺頌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周家揚弟兄 謝月芬姊妹 連卓欣弟兄 鄧愛賢姊妹 鄒念龍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惲保羅弟兄 朱麗麗姊妹 麥永佳姊妹 王炳生弟兄 黃香娣姊妹 招楚筠姊妹

影音: 郭浩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劉焯凡弟兄 林溢謙弟兄 曾偉珩弟兄 周　溢弟兄 陳國榮弟兄 鄭穎心姊妹

執事: 林禮標弟兄 余文耀弟兄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讀經: 林洛琛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陳廸晞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馬曉宇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郭小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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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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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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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綠）(8月5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綠）(7月29日) 

本月累積奉獻: $524,220  (包括發展及購堂: $61,892) 上週奉獻總數: $8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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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麗銀姊妹、黃德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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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6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04,038         433,809    6,000        6,493       4,500        5,243       47,993          

現金支出 480,723         425,899    1,000        2,448       3,000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23,315           7,910        5,000        4,045       1,500        243          4,617            

固定資產 14,819,678    340,867    -                -               -                -               14,478,811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84,767      694,070    497,335    906,981   69,500      (1,805)      418,686        

其他資產 64,261           21,061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816,803)    -                -                -               -                -               (2,816,803)    

其他負債 (150,580)       (150,580)   -                -               -                -               -                    
淨資產 14,501,322    905,417    497,335    906,981   112,700    (1,805)      12,080,694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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