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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住在我裏面的罪做的 
 

 當我們目睹不公、殘暴的事情發生，義憤填膺的情緒就會跑出來，心跳加速、呼

吸急促、面紅耳赤、音調提升、甚至發出咒罵及一切難聽的說話，向行不公、殘暴者

表達我們的憤怒，不過也使本來是我們的好朋友、卻因為抱持不同觀點一夜間成為敵

人，這種情況在社交網站中屢見不鮮，連相信同一位救主的信徒都不能倖免，就令人

深受困擾了，恕筆者又搬出「屬靈八股」 ─ 全因為我們活在不屬靈的世界、被不屬

靈的思維影響了我們。 
 

 人都是情感豐富的 ─ 除了那些喪盡天良、心如鐵石的，無論你是如何講求理性

的人，總不免受情緒影響，所謂感情用事原來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對於一些細微的

決定如：穿什麼樣式的衣服上班、中午吃什麼不健康的快餐、晚上要不要多看一陣子

電視新聞，我們都不需經深思熟慮來決定，否則我們就會患上「選擇困難症」，每天

花很多時間在決定上了，因為我們還要花更多時間在重大的決定上，問題是我們有時

把微細和重大的決定混亂了，把朝夕可變的世俗理念壓在多年建立的友情之上，忘記

我們更重要的屬靈原則：彼此相愛！ 
 

 那麼信徒應該如何看不公、殘暴等罪行？保羅在羅馬書花了很多篇章來討論罪，

他對罪當然深恨痛絕，指出「人人偏離正路，一同走向敗壞。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

沒有。」（羅 3：12），他們「說人壞話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誇的、

製造是非的、忤逆父母的、頑梗不化的、言而無信的、無情無義的、不憐憫人的。他

們雖知道神判定做這樣事的人是該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做，還贊同別人去做。」

（羅 1：30-32），雖然如此，保羅卻也指出犯罪不是人的本性，「事實上，這不是我做

的，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罪做的。」（羅 7：17），保羅並不是推諉自己的責任，而是強

調神造人本是美好，而是人被罪引誘，掙扎之下走上罪惡之路，人本質仍是向善的，

只是面對罪的引誘往往都抵擋不住，又是我們的抉擇問題。 
 

 那麼，面對不公、殘暴，我們要指責的是這些罪行，因為是罪引誘人行出這些可

怕的事，我們應指出其實人可選擇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只要分清楚什麼是重大或

細微的決定，才不會執迷於自己的所謂原則、信念，結果罪就乘虛而入。既然罪才是

我們的重點，就不應敵視對事件持不同意見的人，要尊重持不同意見者選擇的信念，

不必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看法，作為信徒更要知道除了耶穌救贖罪人的福音，再沒有

什麼值得我們說服別人了。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50 篇 14、23 節 (舊約 809 頁) ........................ 眾  立 

主席：14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會眾：23 凡以感謝獻祭的就是榮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神的救恩。 

3. 讚美 ..............................頌讚耶穌聖名 (生命聖詩 55 首) ........................... 眾  立 

1 齊讚耶穌大能聖名，天使俯伏敬拜，在主足前冠冕獻呈， 

 尊崇萬有主宰，在主足前冠冕獻呈，尊崇萬有主宰。 

2 亞伯拉罕屬靈子孫，蒙主救贖大愛，當感謝主無量洪恩， 

 尊崇萬有主宰，當感謝主無量洪恩，尊崇萬有主宰。 

3 普天之下萬族萬邦，當來向主敬拜，尊貴榮耀都歸羔羊，  

尊崇萬有主宰，尊貴榮耀都歸羔羊，尊崇萬有主宰。  (間奏) 

4 願與聖徒匯集天上，在主面前伏拜，永恆樂歌同聲高唱，  

 尊崇萬有主宰，永恆樂歌同聲高唱，尊崇萬有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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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以愛相連 (生命聖詩 21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15 章 1-6 節 (舊約 18 頁) ........................... 眾  坐 

           希伯來書 11 章 1-3、8-16 節 (新約 355 頁) 

7. 獻詩 ................................. 神是我歌 (普天頌讚 109 首) .............................. 詩  班 

8. 奉獻 ................................. 信靠順服 (生命聖詩 287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7 章 1-10 節 (新約 98 頁) ......................... 眾  坐 

10.信息 ............................................. 信心與自信心 ........................................... 眾  坐 

11. 回應 .............................. 主活著 (青年新歌《一》22 首) ............................ 眾  立 

1 我信復活施恩主，在這世間管治；我深知基督永在，定意決心堅信； 

 我見祂手施恩典，又聽到祂鼓勵；當我每次尋求祂，祂必在旁。 

 耶穌 (基督)，耶穌 (今天)，今已奏凱得勝！路上同行，心聲細聽，窄徑作伴遠征。 

 耶穌 (基督)，耶穌 (今天)，祂賜永生、救拯！若問怎麼知祂永活？我心今天見證。 

2 過往種種處境中，是祂顧惜保護，我心中雖感困倦，但卻永不心灰； 

 我信恩主必引導，度過每一風暴；充滿榮耀、號角聲 ─ 祂必再臨。 

 耶穌 (基督)，耶穌 (今天)，今已奏凱得勝！路上同行，心聲細聽，窄徑作伴遠征。 

 耶穌 (基督)，耶穌 (今天)，祂賜永生、救拯！若問怎麼知祂永活？我心今天見證。 

 耶穌 (基督)，耶穌 (今天)，今已奏凱得勝！路上同行，心聲細聽，窄徑作伴遠征。 

 耶穌 (基督)，耶穌 (今天)，祂賜永生、救拯！若問怎麼知祂永活？我心今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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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約伯記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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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8 月 15 日(四)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求主賜 

 智慧共商聖工。 

4) 8 月 25 日 (下午 1:00-2:30) 舉行兒童主日學謝師宴，現誠邀 2018-19 年度

各班兒童主日學老師、助教及兒崇事奉人員出席參加午宴，接受謝意。為著

兒童部職員籌備暢順，請各位參加者於 8 月 11 日前在報名表寫上名字，請

參閱海報或向朱姑娘查詢有關詳情。 

5) 2019-2020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開始，上課時間

是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各課 

程簡介已上載於藍田堂網站、電子屏幕或留意圖書櫃門的海報。 

 

 

 

 

 

 

6)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10 月 6 日開始，共六堂，時間是下午 1:00-2:00。凡有

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 

7) 張麗霞姊妹與夫婿余智康弟兄於 8 月 7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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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平安前行 (普天頌讚 392 首) .............................. 眾  坐 

講道大網 

1. 「榮辱文化」與「恩庇侍從」(7:3-5) 

2.  個人反省的可能 (7:6-7) 

3.  信心與自信心 (7:8-10)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陳樂獻弟兄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成人主日學 (基礎)      同遊《撒母耳記》- 第一站  江慕慈姑娘 

成人主日學 (中級)        跨文化福音之旅 劉麗梅姑娘 

成人主日學 (進深) 情【緒】不自禁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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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徐俊榮執事 徐俊榮執事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讀經: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陳其銘弟兄 連思樺姊妹 賴文湘姊妹 連思樺姊妹 鄭美珍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張穎明姊妹 温寶儀姊妹 黃盛霞姊妹 林笑寶姊妹 張潔綾姊妹 唐建寛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袁麗娟姊妹 呂玉潔姊妹 羅志威弟兄 方子仁弟兄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戴志遠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彭秀群姊妹 張錦雲姊妹 曾偉珩弟兄 張金生弟兄 朱麗麗姊妹

影音: 李建業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林禮標弟兄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二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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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　- -　-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李穎潔小朋友 -　- -　-

司事: 劉卓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　- -　-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劉小麗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李燕怡執事

和平: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主日（綠）(8月18日) 聖靈降臨期第九主日（綠）(8月11日) 

本月累積奉獻: $142,383  (包括發展及購堂: $9,500) 上週奉獻總數: $142,383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李思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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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