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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好牧人 

 

 牧羊人素來都不是高尚的工作，沒有裝設了空調的辦公室，根本就沒有固定的工

作地方，沒有可以吃得安樂的飯堂，說只有餐風露宿也不為過，當然不會有朝九晚五、

公眾假期休息的時間表，但求天天有工可做夠糊口就好了。當然對牧羊人的資格也不

會有什麼要求，因為表面看來，牧羊的工作也挺簡單的，只要把羊群帶到有草可吃、

有水可飲的地方就可以了，大部份時間都很空閒，可能偶爾要把羊趕在一起吧。 

 

 可是聖經卻十分看重牧羊人。摩西畏罪潛逃，在米甸曠野淪為牧羊人多年，就在

他最潦倒的時候，神呼召這個自信心全失的牧羊人，要他挑起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往神所應許之地的重任。大衛是家中的小兒子，不像他的兄長身材健碩都是戰士，他

只負責牧放羊群，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爭戰，敵人派出一個身高六肘一虎口—三公尺

的巨人歌利亞來罵戰，以色列軍中沒有人敢來應戰，大家都震懾於歌利亞的氣勢，只

有大衛聽見歌利亞辱罵神的軍隊，就來請纓上陣，原來他雖然是個不起眼的牧羊人，

卻在牧羊時把來偷吃羊的獅子等猛獸打死，大衛相信神既然幫助他，也必會使他勝過

這巨人。 

 

 難怪大衛可以寫出詩篇二十三篇的詩歌，因為神果然使他打敗比他高大的歌利亞，

現在神反而是他的牧者，他不用為生活擔心什麼，因為草叢和水源都不缺，最重要的

是：雖然他要走過人生最幽暗的路徑，有神的牧羊杖來引導、保護，就沒有什麼可怕

了，就算是面對如歌利亞般巨大的敵人，神早已為他擺設了勝利的筵席，這才是真正

的牧人。 

 

 當然這就不是一個空閒的牧人可以勝任，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好牧人。耶穌就曾親

自示範如何是個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11），並且「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羅 5：8），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充其量我們只

能犧牲一點個人的時間、或許一點金錢吧，神也沒有要求我們的牧人捨命啊。不過耶

穌倒指出「雇工不是牧人」（約 10：12），即是若以牧養看為一份普通的工作—只為賺

錢糊口，那就「不會做少也不會做多了」—每天按時上下班，完成指定的工作，下班

就是下班—不管有什麼緊急需要了，那把自己看為「雇工」的牧人，看見狼來了，就

會把羊撇下，自己逃跑去了，結果羊群就只有四處逃生了。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一年六月六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我們尊祢為主 (恩頌 449 首) 眾坐 

我們尊祢為主，同來讚美祢榮光， 
天地萬有敬拜祢，昔、今、永在的父。阿們。 

3. 宣召：詩篇 130 篇 7-8、5 節 (舊約 901 頁) 眾立 

主：7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 
   因耶和華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8 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 
眾：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4. 讚美：頌揚聖靈 (生命聖詩 151 首) 眾立 

  **今天快樂時辰，信徒應當歡欣同歌頌； 
   神是我們力量，頌揚榮耀主尊名！ 
 
詩：1 頌揚聖靈恩澤多，祂臨到正等待的門徒， 
  房內充滿風聲火舌，主賜他們新生命。   ** 
詩：2 門徒從前灰心喪膽，今彰顯神的大能， 
  眾目明察他們剛毅，勇於見證基督。    ** 
眾：3 頌讚祂大愛無盡，湧流信奉祂的人心中， 
  從前被罪分隔的人，於今和睦情誼深。   ** 
詩：4 天父賜下大權能，門徒奮勇齊往萬邦， 
  傳揚基督好消息，不懼怕死亡險境。    ** 
眾：5 求真理聖靈臨格，與我永相偕，住我心中， 
  懇求指引生活道路，賜我靈力奔天路。   ** 
詩：6 聖靈，求助我生活，堪配主美德與榮耀， 
  願我有勇氣信念，願主顯能力威嚴。     **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求聖靈惠臨 (生命聖詩 153 首) 眾坐 

   1 我眾謙恭求聖靈，施恩惠降臨我身； 
    像溫柔馴良鴿子，進每顆等候的心。 
   2 求聖靈進入我心，治死我犯罪心意； 
    將我心污穢渣滓，全在十架上釘死。 
默想：3 舊心既已釘十架，求聖靈賜我新生； 
    藉聖靈生命能力，不再受死亡控制。 
   4 求聖靈來充滿我，充滿我全部生活； 
    使我心滿溢主愛，見證主甜蜜同在。 
   5 聖靈使地上如天，以重生之印印我； 
    負我在祂愛翼上，直飛往榮美家鄉。 

7. 誦讀經文 眾坐 

創世記 3 章 8-15 節 (舊約 6 頁) 

8 天起了涼風， 

 那人和他妻子聽見耶和華神在園中來回行走的聲音， 

 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9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10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體，我就藏了起來。」 

11 耶和華神說： 

 「誰告訴你，你是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那樹上所出的， 

 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嗎？」 

12 那人說：「你賜給我、與我一起的女人， 

是她把那樹上所出的給我，我就吃了。」 

13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你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14 耶和華神對蛇說： 

 「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詛咒，比一切的牲畜和野獸更重。 

 你必用肚子行走，終生吃土。 

15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他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哥林多後書 4 章 13-18、5 章 1 節 (新約 274 頁) 

4：13 但我們既然有從同一位靈而來的信心，正如經上記著： 

   「我信，故我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 

 14 因為知道， 

   那使主耶穌復活的也必使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 

 並且使我們與你們一起站在他面前。 

 15 凡事都是為了你們，好使恩惠既藉著更多的人而加增， 

   感恩也格外顯多，好歸榮耀給神。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雖然我們外在的人日漸朽壞， 

   內在的人卻日日更新。 

 17 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 

   無比、永遠的榮耀。 

 18 因為我們不是顧念看得見的，而是顧念看不見的； 

   原來看得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 
 
5：1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篷若拆毀了， 

  我們將有神所造的居所，不是人手所造的， 

  而是在天上永存的。 

8. 詩班獻詩：上主擺設席筵 (來就主席筵 14 頁) 眾坐 

得勝榮凱！上主設擺席筵！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上主羊羔曾被殺，配崇尊；曾流血，為使罪奴作上主子民！ 
得勝榮凱！上主設擺席筵！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但願權能、尊貴、智慧、豐富、榮耀、頌讚與權勢歸給祂！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不論大小眾僕人，讚美主！
凡被造之物都揚聲稱頌！榮耀、權能、尊貴、讚美、 
能力都歸寶座上主並羔羊，阿們！得勝榮凱！上主設擺席筵！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們！ 

9. 奉獻：哈利路亞，感謝天父(恩頌聖歌 186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7 章 11-19 節 (新約 121 頁) 眾坐 

11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中間的地區。
12 他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痲瘋病人迎面而來，遠遠地站著，
13 高聲說：「耶穌，老師啊，可憐我們吧！」 
14 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檢查。」

他們正去的時候就潔淨了。 
15 其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給神， 
16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 
17 耶穌回答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 
18 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給神嗎？」 
19 於是他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11. 信息：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 眾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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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Chorale Prelude on Caswall (Glory be to Jesus)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Batalha do sexto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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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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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周家揚弟兄 陳卓欣姊妹 麥淑容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葉翠蓮姊妹 李燕怡姊妹 林瑞馨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鄭穎儀姊妹 黎蓮妹姊妹 呂進雄弟兄 盧麗雯姊妹 陳景安弟兄 蔡月媚姊妹 譚建偉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余國培弟兄 沙韋琪姊妹 鄧民亮弟兄 陳惠霞姊妹 王月珊姊妹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雷偉勝執事 夏麗婷姊妹 黃永賢弟兄 陳卓恩姊妹 黃曉媚姊妹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黃佩貞執事 莫雪貞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司事: 鍾晞呈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韋樂恩小朋友 呂曦悠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笑歡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敬因姊妹 郭小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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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綠）(6月13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6月6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39,288 上月奉獻總額: $527,436  (包括發展及購堂: $29,210)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596 主知名 1000 *0597 主知名 200 *0598 主知名 6000 T881 主知名 100 U079 主知名 1000
U372 主知名 1000 U616 主知名 500 U892 主知名 200 V345 主知名 500 V346 主知名 500
V735 主知名 1000 W355 主知名 1000 W387 主知名 100 W482 主知名 300 W483 主知名 1000
W672 主知名 100 W799 主知名 6000 W799 主知名 1000 W807 主知名 3000 W826 主知名 3500
X183 主知名 500

慈惠 : W804 主知名 500
感恩 : V107 主知名 200 W387 主知名 100 W672 主知名 100 W806 主知名 500 X192 主知名 200

發展 : *0597 主知名 200 V099 主知名 301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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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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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讀經計劃已開始，以全新面貎展示，除加上簡單經文

解釋，尚有默想參考，參加方法與前讀經一樣，只要進入藍田

堂 Facebook 便可，第一期研讀書卷為《啓示錄》。 

4) 7 至 9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5) 藍田堂將於今日下午三時正舉行陳志輝傳道按牧典禮，弟兄

姊妹亦可收看網上直播，請為典禮能順利舉行代禱。 

6) 福蔭團契於 6 月 12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伍呂偉欣博士

主講：治療 2021 update 你，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7) 2021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7 月 26 至 30 日(一至五)舉行，主

題：「玩轉 Emoji World」名額 4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

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21 年 9 月升讀

年級），現正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填妥報名

表格及連同現金或支票$250 交楊婉芳行政主任。截止報名日

期 :6 月 27 日，請各家長報名從速。 

8) 歡迎何淑華(Clara)姊妹於 6 月 1 日上任幹事一職。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