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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與不走 

 

亞伯拉罕離開自己的家鄉往迦南地去，起初並不是他的主意，而是父親他拉

的決定，聖經沒有交待他拉要遷往迦南地的原因，只可憑推測他們既是畜牧為生，

水源和牧草是決定他們去留的重要原因，大概他拉要帶著牲畜去找更理想的牧

養場地，這點可從他走的路線看出來，他從吾珥出發，那是今天幼發拉底河和底

格理斯河的海岸出口（經多年沙土沉積變成內陸地方），然後向西北走—應該是

沿著兩條大河往上游走（也是稱為肥沃彎月的區域），這是帶著牲畜必須考慮的

路線，絕不會向西南走—雖然是往迦南最快的路線，但全程都是沙漠曠野，很難

找到足夠的水源和草場，最終他拉一家來到哈蘭，不幸他拉就在這裡離世。 

  

 哈蘭在當時算是個大城鎮，因為一方

面是兩河流域在平原上最後的城鎮，

再往前走不遠就是崇山峻嶺，另一方

面也是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向東是

米索畢達米亞文明古國，向南經迦南

可往古埃及，而向西北繼續走就是古

希臘城鎮，所以也是個很理想的居住

地方。根據傳統他拉死後，家業就由

長子亞伯拉罕（當時還是亞伯蘭）繼承，家族的前途就由他決定，那麼他要往那

個方向走？還是留在哈蘭？ 

 亞伯拉罕可以繼承父志往迦南去，也可決定往前走，往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更可以考慮留下來，甚至回到自己所熟識的家鄉吾珥，每一個決定都有一定的原

因，也有不同的風險，俗套的說就是地上很難有十全十美的樂土，每一個地方都

需要適應和心理調整，只根據情緒和期望走，恐怕被困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這是

筆者六年曾經在外國生活的體驗），至於亞伯拉罕，當他不知如何是好時，神就

很清楚的告訴他：繼續往迦南地去，那他就憑信心上路，原來無論去留，有神的

帶領才最重要。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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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三主日 (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9 篇 7-8 節 (舊約 773 頁) 眾立 

7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使人甦醒；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使愚蒙人有智慧。 

8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使人心快活；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使人眼目明亮。 

3. 讚美：讚美寶血 (普天頌讚 235 首) 眾立 

1 榮耀歸與耶穌！甘心受苦辛，傾流生命寶血，拯救我罪人。 
永恆生命恩典深藏寶血中，感謝主愛奧妙，憐憫大無窮。 

2 亞伯流血呼寃，求告達上天；耶穌寶血宣赦：贖愆祭已獻！ 
當主寶血灑出，天良虧欠除，撒但惶恐不安，落荒急遁逃。 

3 世人歡欣讚美，頌歌徹雲端；天使同心和應，歡呼聲響遍。 
我眾感恩高唱，鼓動聲浪壯，讚美上主羔羊，頌聲更嘹亮。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奇妙十架 (普天頌讚 233 首) 眾坐 

1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銘感救恩，虔誠敬禮； 
 從前所慕勢利虛榮，如今願意完全拋棄。 
2 覲見寶架，仰瞻聖範，寸心了解救恩浩大； 
 莫讓我為別事矜誇，生死安危，惟誇十架。 
3 仰瞻聖首、兩手、雙足，慈愛、憂愁滙流涓涓！ 
 愁愛可曾如此相接？荊棘可曾化作冠冕？   (間奏) 
4 救主大愛無限深廣，盡獻所有難報主恩； 
 願負十架學主犧牲；喝主苦杯，效主求仁。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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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9 篇 9-14 節 (舊約 774 頁) 

9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敬畏耶和華是純潔的，存到永遠， 

10 比金子可羨慕，比極多的純金可羨慕； 

 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11 因此你的僕人受警戒，遵守這些有極大的賞賜。 

12 誰能察覺自己的錯失呢？ 

 求你赦免我隱藏的過犯。 

13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不容這罪轄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 

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哥林多前書 1 章 18-25 節 (新約 249 頁) 

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是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是神的大能。 

19 就如經上所記： 

 「我要摧毀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20 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裏？ 

 神豈不是已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了嗎？ 

21 既然世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認識神， 

 神就本著自己的智慧樂意藉著人所傳愚拙的話 

 拯救那些信的人。 

22 猶太人要的是神蹟，希臘人求的是智慧， 

23 我們卻是傳被釘十字架的基督，這對猶太人是絆腳石， 

 對外邦人是愚拙； 

24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 

 基督總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 

25 因為，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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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眾坐 

8.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2 章 1-11 節 (新約 141 頁) 眾坐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個婚宴， 

 耶穌的母親在那裏。 

2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宴。 

3 酒用完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酒了。」 

4 耶穌說： 

 「母親，我與你何干呢？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他母親對用人說： 

 「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吧。」 

6 照猶太人潔淨禮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 

 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7 耶穌對用人說： 

 「把缸倒滿水。」 

 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8 耶穌又說： 

 「現在舀出來，送給宴會總管。」 

 他們就送了去。 

9 宴會總管嘗了那水變的酒， 

 並不知道是哪裏來的，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 

 於是宴會總管叫新郎來， 

10 對他說：「人家都是先擺上好酒， 

     等客人喝夠了才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現在！」 

11 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顯出了他的榮耀來， 

 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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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使我成聖的主 眾坐 

10.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1. 聖餐：Contemplation 眾坐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repare thyself, my soul; watch and pray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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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　瑧

鄧玉芬姊妹

-　-

暫　停 暫　停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志輝先生 莫澤明牧師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麥穎珊姊妹 劉翠琴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四主日 (紫)(3月14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 (紫)(3月7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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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

者，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

參與本堂聚會。 

2)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

文或登入 https://forms.gle/2xPXqDCeZFH4rG6t5 填寫「網

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

需要。 

3) 弟兄姊妹若出現情緒波動、面臨抉擇及生活需要等問題，

請與本堂牧者聯絡，會盡力傾聽、舒解及代禱。 

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約翰壹書 5 章、約翰貳

書 1 章、約翰參書 1 章、猶大書 1 章、啓示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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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堂詩班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詩班司琴事奉，可與盧影媚姊

妹、傳道人陳志輝先生聯絡及查詢詳情。(建議須考獲鋼琴

或風琴八級以上) 

6) 經執事會推薦及區聯會的通過，藍田堂將於 6 月 6 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舉行按牧典禮，請為陳志輝傳道的事奉及當日能

順利舉行代禱。 

 

 

 

https://forms.gle/2xPXqDCeZFH4rG6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