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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福音改變人生 

 

「這話可信，值得完全接受：「基督耶穌到世上來是要拯救罪人」，而在罪人

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好讓基督耶穌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完

全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樣。願尊貴、榮耀歸給永世的君王，

那不朽壞、看不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摩太前書 1 章 15-

17 節)  

 

認識及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改變人的一生。筆者就讀中二的時候決志信主耶

穌，當時參與中學每年舉辦一次的佈道會，聆聽牧師的講道後，受感動回應

呼召信主；同場亦有不少學生決志信耶穌。記得信主後不久，很想向其他同

學傳福音，但因為害羞而沒有啟齒。其後在教會參與崇拜和大專團契，與團

友一起出外向大專學生和陌生人傳福音，並參與堂會內的栽培初信者事奉

等。在社會工作了幾年之後，筆記領受神的感動和呼召，辭去工作報讀全時

間佈道訓練課程，以兩年時間在聖經知識和佈道技巧上裝備，在本港不同社

區和場所內，以不同方式向人傳福音，包括洗樓式佈道、醫院探訪、在食

肆、交通工具或公園內佈道、接聽福音節目熱線電話等。 

 

訓練課程也包括前往不同公司帶領小組聚會，協助在職的基督徒於職場內成

立小組，運用午膳時間進行小組活動。小組大約每兩星期開辦一次，組員帶

著飯盒參與，我們帶領簡單的活動或經文分享，讓基督徒在工作間可以與同

事互相支持及代禱，又讓慕道的同事有機會認識福音，見證信仰在工作中實

踐不離地。 

 

完成兩年佈道訓練課程後，筆者加入一所基督教幼稚園事奉，除了教導小朋

友認識聖經之外，也向學生的家長傳福音，探訪及鼓勵他們參與教會聚會，

亦見證幼稚園學生畢業後，繼續投入教會生活，升上中學和大學也繼續跟隨

主，實在很感恩。 

 

在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標或享受生活的同時，人們最需要是認識耶穌基督的福

音，按著聖經真理行事。任何一個小人物，因為福音而帶來的改變，尋得永

生道路是有永恆的價值。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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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 篇 1-3 節 (舊約 757 頁) 眾立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3. 讚美：稱頌上主 (生命聖詩 13 首) 眾立 

1 讓我心靈稱頌上主，全心全意崇敬， 

 滿心火熱讚美真神，稱頌主名為聖。 

2 讓我心靈稱頌上主，主愛浩大無比， 

 終身不忘一切恩惠，感謝上主賞賜。 

3 上主赦免一切罪孽，除去內心不潔， 

 上主醫治一切疾病，安慰一切苦情。  (間奏) 

4 主救贖我，賜新生命，使我脫離死權， 

 賜下仁愛，慈悲，憐憫，為我榮耀冠冕。 

5 主賜美物，諸般恩惠，滿足一切需用， 

 祂使生命健壯活潑，如鷹返老還童。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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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天父兒女何等安全 (生命聖詩 53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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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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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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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誦讀經文 眾坐 

啓示錄 14 章 6-7 節 (新約 412 頁) 

6 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在空中飛翔，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邦國、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 

7 他大聲說： 

「要敬畏神，把榮耀歸給他，因為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要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水源的主。」 

  

約翰福音 8 章 31-36 節 (新約 154 頁)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繼續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32 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 

33 他們回答他： 

「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隸， 

你怎麼說『會使你們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他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隸。 

35 奴隸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才永遠住在家裏。 

36 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正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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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晝夜思念神律法 (普天頌讚詩 1b 首) 眾坐 

1 誰為有福人：不依惡人計謀， 

不願聽從惡人唆擺，這人真有福； 

不走罪惡之途，嚴拒與罪合夥， 

不與褻慢人為伴隨，這人真有福： 

惟晝夜思念神律法，乃是他喜樂的泉源。 

2 他像一棵樹，被栽種溪水邊， 

 它得滋養，葉茂枝繁，這人真有福： 

 樹葉必不凋零，隨季節結果實， 

 他作一切亨通興旺，這人真有福： 

 因晝夜思念神律法，乃是他喜樂的泉源。 

3 惡人卻不是這樣，他們要像糠粃被風吹散飄蕩， 

 被風吹散無蹤；到那審判日終臨，他們必站立不住， 

 義人當中，他們敗露，他們必站立不住。 

 神看顧義者行走路徑；至於惡人，終必滅亡。 

 誰為有福人：不依惡人計謀， 

 不願聽從惡人唆擺，這人真有福。 

8. 回應 (奉獻)：實踐信仰城市中 (普天頌讚 563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1 篇 (舊約 757 頁) 眾坐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4 惡人並不是這樣，卻像糠秕被風吹散。 

5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眾中也是如此。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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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活在神的話語中 眾坐 

11. 回應：憑祢意行 (青年新歌 58 首) 眾立 

1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我是軟土，主， 

請祢用我願陶造、建立，按著祢心， 

我專一等候，謹聽吩咐。 

2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察驗我真心，請試煉我！ 

使我比雪白，潔淨我心，我謙卑俯首於祢面前。 

3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困乏與傷痛，禱告盡訴！ 

大能屬恩主，靠賴我主！救主、施恩主，撫我、醫我。 

4 願憑藉恩主美善意旨，生命祢掌管，一切屬祢！ 

聖靈每一刻，引導我心，顯出主基督居我心裡。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國度屬上主 (普天頌讚 865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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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黃嘉樑愽士 黃嘉樑愽士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邱頌詩姊妹 雷書昊弟兄 馬君蕙姊妹 雷書昊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林二妹姊妹 康　全弟兄 繆迺頌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蓮姊妹

司事: 柯思敏姊妹 文嘉麗姊妹 方子仁弟兄 劉惠雯姊妹 陳景安弟兄 辛列卿姊妹 呂進雄弟兄 陳詩韻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曾偉珩弟兄 黃香娣姊妹 呂君達執事 王炳生弟兄 張漢榮弟兄 曾建恆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陳國榮弟兄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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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司事: 韋樂恩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劉卓言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小朋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利珍寶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朱美儀姑娘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二主日（綠）(11月1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綠）(10月25日) 



 

 

7 

 

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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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黃嘉樑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以西結書 48 章、但以理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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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0-2021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今天開始恢復實體上課，
各課程的詳情如下：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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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11:15a.m. 

高中主日學 門徒生命重整之旅 (下)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105 室 10:30a.m.-11:15a.m. 

成人主日學 (中級) 王朝輝煌的背後 江慕慈姑娘 102-103室 10:30a.m.-11:15a.m. 

成人主日學 (進深) 基督教心理學研討 麥志成牧師 副堂 10:30a.m.-11:15a.m. 

5) 10 月 26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本堂開辦新一個成人主日學課程，若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
登入二維碼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今日。課程詳情如下：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電子報名表連結 

情緒新觀 情緒人人皆有，傳統

教導要控制、管理、

甚至要訓練，近年對

情緒主張 EQ 到思維

行為治療都有，本課

嘗試從更新的角度去

瞭解並幫助學員駕馭

情緒。 

麥志成牧師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 日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 
 
註：若崇拜時間有變

動，上課時間則改為

上午 11:45-12:30 

https://bit.ly/3nUFTTU 
 

 

7)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今天、1/11、8/11、15/11、22/11、29/11 進行，
共六堂，上課時間：下午 1:00-2:00，地點：104 室。已收通知
參加者請留意。 

8)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
會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