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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虔誠教徒？ 

 

如果有親友邀約你星期日早上前往酒樓或郊外遊玩，你告訴對方早上參與崇拜

後才出席活動，親友們因此讚賞你為「虔誠教徒」，對於「虔誠教徒」之讚賞，你有

何感想？你會感到「少許吧」、「當之無愧」還是「不敢當」？讓我們從雅各書了解

一下聖經是怎樣看「虔誠」。 

雅各書 1章 26至 27節指出：「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自己的舌頭，反欺

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徒然的。在神—我們的父面前，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

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虔誠」含有對上帝敬畏、

崇敬的意思，「虔誠」是一種反映人對神的信奉及敬拜的行為和心意表現。耶穌基督

的弟弟雅各指出「真虔誠」的三大元素是什麼？（一）真正虔誠的人必定會「勒住

舌頭」，不讓舌頭去傷害人或得罪神，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舌頭就是自欺欺人。（二）

在天父面前而不是按自己的感受或標準，清潔沒有偽裝假冒的虔誠亦包括「看顧在

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三）真虔誠的另一個表現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世俗」

是指不信上帝、違背真理的思想形態、價值觀、人生觀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包括不隨從違背聖經的價值觀和行為，例如：壓迫沒有議價能力的人、欺凌弱勢者、

隱瞞真相、沉迷成癮、自私自利等… 

聖經似乎沒有從讀經次數、參與教會、團契、主日學等聚會及參與事奉崗位等

行為去討論虔誠（我們不是要排除這些行動同樣表達敬虔），雅各書是從日常生活實

踐及行事為人等去衡量什麼是真正的虔誠。雅各指出真正虔誠的人，不論是長者、

成人、少年、兒童、各行各業、健全、殘疾的人，都會願意在最容易犯錯的舌頭管

理上下苦功，不說閒言不般弄是非，不說與事實不乎或似是而非的言語偽術等。虔

誠的人亦會關注到社會中無助的一群人，「患難中的孤兒寡婦」就是陷入艱難困境中

最無助的人，需要在飲食、衣物、藥物、居所等基本方面獲得照顧和供應。真正虔

誠的人就像耶穌比喻之中那一個撒瑪利亞人，不問回報、無私幫助和照顧被搶劫打

至半死的陌路人一樣。從這個角度去實踐虔誠，我們會發現生活上有更多可以活出

信仰的地方，亦會留意到我們一直忽略的群體，而我們的心態和價值觀亦因此而改

變，不去隨從世俗違背神的思想和行為，因私慾和貪婪而欺壓弱勢的人，或放縱玩

樂浪費時間和生命。 
陳麗樟姑娘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90 篇 1-2、17 節 (舊約 854 頁) 眾立 

  1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合：17 願主－我們神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3. 讚美：信徒應當禱告 (普天頌讚 303 首) 眾立 

1 信徒應當禱告，每天仰主恩膏； 
 懇求聖靈來臨！我們所愛教會， 
 領主使命訓誨，懇求聖靈親臨！ 

2 教會─聖靈所生，基督身體見證； 
 找尋失喪靈魂。從那偉大清晨， 
 主工興旺振奮，五旬恩賜之源！ 

3 惟靠聖靈能力，使作時代先知， 
 懇求聖靈來臨，教導、激勵、結連， 
 見主榮光聖顏，懇求聖靈親臨！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一主一神恩賜多 (普天頌讚 502 首) 眾坐 

1 讚美榮耀上主，掌時空、變幻，當我惶恐將來， 
 施恩遂祈盼，身處世事萬變中，惟靠主恩獻稱頌。  ** 

2 讚美色彩上主，擁符號徵用，造人各不相同， 
 傾福千萬種，天天更新除舊風，願主大愛驅驚恐。  **(間奏) 

3 每天破曉清新，每晚新夕來，主言仍施創造， 
 光明、永恆愛，窺見主旨同廣宣，眾多恩賜自一源。 ** 
 
** 眾恩賜，一聖靈，同一大愛多方賞； 

 諸般恩賜不盡相同，讚美祝福恩何豐！ 
 一聖道、一主，一聖靈、一神，多方作顯彰， 
 聖化我人生，頌讚上主豐盛恩，讚美神。 



 

 

 

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哀歌 3 章 22-33 節 (舊約 1228 頁) 

22 因耶和華的慈愛，我們不致滅絕，因他的憐憫永不斷絕， 
23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24 我心裏說：「耶和華是我的福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25 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 
26 人仰望耶和華，安靜等候他的救恩，這是好的。 
27 人在年輕時負軛，這是好的。 
28 他當安靜獨坐，因為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 
29 讓他臉伏於地吧！或者還會有指望。 
30 讓人打他耳光，使他飽受凌辱吧！ 
31 主必不永遠撇棄， 
32 他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豐盛的慈愛施憐憫； 
33 他並不存心要人受苦，令世人憂愁。 

  

哥林多後書 8 章 1-9 節 (新約 277 頁) 

1 弟兄們，我們要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惠告訴你們： 
2 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考驗的時候，仍然滿有喜樂， 
在極度貧窮中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慷慨。 

3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能力，而且超過了能力來捐助，主動 
4 再三懇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善事上有份； 
5 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期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給了我們。 

6 因此，我們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始這慈善的事， 
就當把它辦成。 

7 既然你們在信心、口才、知識、萬分的熱忱， 
以及我們對你們的愛心上，都勝人一等， 
那麼，當在這慈善的事上也要勝人一等。 

8 我說這話，並不是命令你們， 
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忱來考驗你們愛心的真誠。 

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 
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富足。 
 
 
 



 

 

 

7. 詩班獻詩：愛的禮物 (世紀頌讚 241 首) 眾坐 

1 我若能說萬人方言，我又會唱天使之歌， 
 在我內心卻沒有愛，話語、歌聲都屬虛空。 
2 傾我所有賙濟貧窮，焚燒己身，在所不惜， 
 在我內心卻沒有愛，雖捨己身與我無益。 
3 懇求聖靈降臨我心，感化訓誨，使我完全， 
  心中有愛導我言行，得真自由讚美敬拜。 

8. 奉獻：Come,Ye Thankful People, Come 眾坐 

9. 信息經文：啓示錄 1 章 9-20 節 (新約 399 頁) 眾坐 

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在耶穌裏和你們一同在患難、 
  國度、忍耐裏有份的，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10 有一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 
11 說：「把你所看見的寫在書上，寄給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 

 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看是誰的聲音在跟我說話。 
  我一轉過來，看見了七個金燈臺； 
13 在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 
  身穿垂到腳的長袍，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15 雙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得發亮的銅，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 
16 他右手拿著七顆星，從他口中吐出一把兩刃的利劍， 
  面貌好像烈日放光。 
17 我看見了他，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人一樣。 
  他用右手按著我說： 
  「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 
18 又是永活的。我曾死過，看哪，我是活著的， 
 直到永永遠遠；並且我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事、 
 現在的事和以後將發生的事，都寫下來。 
20 至於你所看見、 
 在我右手中的七顆星和那七個金燈臺的奧祕就是： 
 七顆星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個燈臺是七個教會。」 
 
 
 



 

 

 

10. 信息：穿越古今看教會 眾坐 

11. 回應：忠主眾聖徒 (普天頌讚 509 首) 眾立 

   1 忠勇聖徒遵命完工歇息，曾於世上，憑信宣主聖蹟： 

    我主耶穌聖名永受讚美。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2 主是聖徒磐石、力量、城堡，統率眾聖奮戰，施展英豪， 

    唯一真光穿透黑暗籠罩。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默想：3 深盼眾僕忠誠、奮勇前進，勉力爭戰，不遜先哲前賢， 

    奏凱而歸，得賞光輝金冠。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4 主內契合，神聖相交同享！我眾苦鬥，他們早沐榮光， 

    屬主信眾相通、一體、一望。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5 苦鬥方酣，肉博之戰未央，天邊忽傳凱旋歌聲悠揚， 

    雄心再起，弱臂轉為剛強。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To God on high alone be glory 眾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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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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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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吳慧儀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4) 7 月 1 日(四)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6) 會友周秋姊妹丈夫（鄧柏添先生）喪禮定於 6 月 29 日(二)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1 樓博愛堂設靈，6 月 30 日(三)早上 10:15 往

和合石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7) 會友蔡綺媚姊妹丁母憂(蔡莊耀真夫人)安息禮定 7 月 1 日（四）

晚上 7:30 於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7 月 2 日（五）早上

9:30 舉行出殯禮，靈柩隨即移送到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求主安慰其家人。 

8) 連宋雲先生(連卓欣、連卓鴻父親)喪禮定 7 月 14 日(三)晚上 7:30

於世界殯儀館 1 樓景仰堂舉行，7 月 15 日 (四)早上 10 時出殯，

於和合石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9) 陳志輝牧師今日外出證道。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