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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與住棚節 

 
中秋節剛剛過去，古往今來，中秋是人月兩圓，一家人團聚的時節。回到農耕社會

年代，中秋也是慶祝秋收的節期。在香港，每年的中秋夜維園固然擠滿了賞月的家庭，各

區大大小小的公園也不難看見拿著燈籠的大朋友小朋友。相對農曆年卅晚，月亮映照的中

秋夜人情味特別濃，家人圍坐一起的畫面也更形溫馨。 
 

原來猶太人也有一個近似的節期，就是住棚節。按猶太曆法，住棚節是在每年的七

月（即提斯利月）十五日開始，一家人住在帳棚中一起守這個節期。利未記 23 章 34 節指

出神透過摩西吩咐以色列人「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39 節再

説明節期從「收藏了地的出產之後」開始。若以公曆計算，住棚節一般在公曆的九至十月

期間。猶太曆法跟中國農曆一樣，隨月亮盈虧計算日子，而住棚節的第一日和中秋節當天

都是滿月，即十五日，因此，二者重疊的情況總有機會出現（如 2018 及 2021 年）。 
 
 
 
 
 
 
 
 

 
住棚節除了是秋收的感恩節慶外，也是以色列人回顧出埃及的事蹟，是記念祖上輩

在曠野住帳棚的漂流歲月，記念神大能的同在拯救，這個節期代代相承。另一方面，舊約

聖經並沒有隱藏以色列人在曠野的叛逆，群體的反覆沉淪。曠野是一個大試煉場，謹守遵

行神的説話意味著要時刻警醒，抗衡外力的挑釁和內心的浮躁傲慢。曠野同時是一個大染

缸，稍一不慎，意志會被動搖被蠶食，任由鼓吹拜偶像、熱衷權鬥的人同化歸邊。 
 

今天的香港社會何嘗不是一個大試煉場、大染缸？善與惡的界線被模糊被踐踏，部

份人以崇拜強權來掩蓋怯懦，愛與寬恕不能輕易出口。 
 

住棚節是記念曠野漂流的事蹟，同時也在提醒著往後的世代要警惕人的驕橫罪

性。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申 6:16），相反，「要謹慎遵

守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和他所吩咐的法度、律例。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直和美善的

事，你都要遵行，使你得福」（申 6:17-18）。 
 

先知彌迦重述出埃及的事蹟時，如此大聲疾呼：「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 6:8） 

劉麗梅姑娘

中秋節 住棚節第一日 

公曆 猶太曆 公曆 

2018.9.24 15 Tishrei ( 提 斯 利

月), 5779 

2018.9.24 

2019.9.13 15 Tishrei, 5780 2019.10.14 

2020.10.1 15 Tishrei, 5781 2020.10.3 

2021.9.21 15 Tishrei, 5782 2021.9.21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51 篇 1-2、10 節 (舊約 809 頁) ........................ 眾  立 

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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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潔除我的罪！ 

合：10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3. 讚美 .........................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生命聖詩 30 首) ....................... 眾  立 

1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創造群山高峰； 

 擴展海洋遼闊無邊，佈置萬里晴空。 

 歌頌父神智慧安排，白天太陽光照， 

 夜月清輝聽祂命令，群星順服閃耀。 

2 歌頌上主無限美善，使地出產豐饒； 

 祂用言語造出萬物，被祂稱為美好。 

 上主所造無不奇妙，到處可以看見； 

 大地風光天空奇觀，證主大能無邊。  (間奏) 

3 一朵小花，一棵小樹，皆顯上主美榮； 

 黑雲滿佈，暴風吹起，都聽寶座命令。 

 萬物既從主得生命，父神必永眷顧； 

 天父子民無論何處，父神都必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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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清晨歌 (生命聖詩 493 首).................................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出埃及記 32 章 7-14 節 (舊約 120 頁) ....................... 眾  坐 

提摩太前書 1 章 12-17 節 (新約 323 頁) 

7. 獻詩 .................................. 永生善牧 (恩頌聖歌 315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生命聖詩 416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7 章 24-35 節 (新約 100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我們要看甚麼 ........................................... 眾  坐 

11. 回應 .................................. 這世界非我家 (青年新歌 3) ............................... 眾  立 

1 如客旅輕輕過，居於世界暫留，財富確信已經安穩儲攢天家。 

天軍於天家門揮手向我迎接，明白世界已經不再是心所盼。  ** 

2 眾多天軍聖徒深盼與我相見，蒙赦免靠救主，施恩領我踏前； 

雖知不足、軟弱，祂必帶我渡過，明白世界已經不再是心所盼。** 

3 我將居於天國 ─ 光輝永遠樂園，能與眾聖四方歡呼永遠得勝； 

凱歌鏗鏘優美，天邊各處和應，明白世界已經不再是心所盼。 ** 
 
** 知心好友，恩主確最寶貴，前我欠缺靠倚，今天冀盼天鄉; 

天軍於天家門揮手向我迎接，明白世界已經不再是心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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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約翰福音 21 章、詩篇 1-6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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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已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學生$120 

  （溫柔班及信實班學生除外），請各家長到圖書閣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4) 2019-2020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於今天正式開始，各課程的上課地點如下： 

5) 執事會訂於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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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月 21 日（六）晚上 8:00 至 9:30 舉行泰國宣教士分享會，由朱佩儀宣教
士及蔡玉英傳道負責分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同心守望宣教需要。
是日所有團契參與聚會。 

7) 馬利亞團將於 9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11:30 於教會舉辦婦女情緒講座，由
資深輔導員尹美儀女士主講，幫助姊妹認識和健康地處理因自己或家人健康
出現問題時所衍生的情緒困擾，有興趣參加的姊妹請於張貼的報名表上留
名。 

8) 兒童部於 9 月 29 日 (上午 10:30-11:15) 舉行 2019 年度兒童主日學畢業禮暨
升班禮，誠邀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家長、老師及助教出席典禮，分享畢業
之喜及同頌主恩! 歡迎各位踴躍出席。 

9) 兒童部於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上午 10:30-11:20) 在本堂開辦「兒童主日
學師資培訓課程」，由兩位客席講員及本堂資深教師授課，歡迎各兒童主日
學老師、助教及家長參加，報名表及有關詳情已貼在圖書閣對出的間板。 

10) 10 月 27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與選舉之提
名信已派發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 9 月 22

日前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11)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6/10、13/10、20/10、27/10、3/11 及 10/11 進行，共六
堂，上課時間為是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
工索取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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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Wachet auf.ruft uns die Stimme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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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室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103 室 

成人主日學 (基礎) 同遊《撒母耳記》- 第一站  江慕慈姑娘 105 室 

成人主日學 (中級)   跨文化福音之旅 劉麗梅姑娘 104 室 

成人主日學 (進深) 情【緒】不自禁 麥志成牧師 副堂 



 

 

 
 

 

 

 

**************************************奉獻*************************************** 
上週奉獻總數：$172,645                   本月累積奉獻：$345,244 (包括發展及購堂：$29,540)  

本週獻花:何晉輝夫婦、黄浩科夫婦、麥淑容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64 萬(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會 4.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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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羅月眉姑娘 羅月眉姑娘

主席: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余月娥姊妹 余月娥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顧建德弟兄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彭秀群姊妹

司琴: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嘉鳳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黎翠琼姊妹 林義妹姊妹 黎美滿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李笑歡姊妹 陳翠珍姊妹 譚建偉弟兄 温寶儀姊妹 陳景安弟兄 何少鳯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孔憲榮弟兄 鄧佩珊姊妹 楊彼得弟兄 呂幹雄弟兄 朱麗程姊妹 羅志威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心怡姊妹 梁志強弟兄 梁睿熙弟兄 徐俊榮執事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潔儀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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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　- -　-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　- -　- 曾樂兒小朋友 李俊翹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卓言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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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寶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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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羅啟然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五主日（綠）(9月22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