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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爸爸老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星仔走天涯」的主題曲，歌詞中有以下的幾句：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去到哪裡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沒找到 若你見到他就勸他回家」 

 
這套由日本公司改編自法國作家的卡通片，內容與中文歌詞沒有直接關係；故事圍繞著作為

孤兒的「星仔」，被養父賣了給戲班，8 歲的他已過著賣藝生活，經歷人情冷暖，而他最想找

的人就是自己的養母。這些劇情都已遺忘，卻對這主題曲有很深的印象。 

 

在六月尾的一個星期五黃昏，在家人的 whatsapp 群組收到通知，爸爸在離家後 3 小時，仍未

有他的消息，而爸爸曾經過評估，已出現腦退化情況，是同年紀表現最差的一組。爸爸在家

居附近的地區失蹤，這也是我成長的地區，想到自己仍然熟悉區內環境，有機會找到他；於

是一方面請家人報警求助，也請藍田堂的同工代為跟進當晚堂會的關門安排，隨即前往尋找

爸爸。 

 

我兒提醒可以先到屋邨內的議員辦事處，留下爸爸的相片、年歲及當日所穿衣飾的資料，職

員可透過社區的群組，請街坊留意街上有沒有他的蹤影。因為爸爸已往的職業是送報紙到同

區內的報攤，自己年少時，每逢周末及假期，都要分派報紙及以單車運送到訂貨的報攤，所

以我就沿著這些報攤所在的街道尋找。又因為已到晚飯的時段，也留意所經過的每一間食店，

甚至到爸爸常光顧的酒樓碰碰運氣。心裡一面向神祈求，一面想到如果未能尋回，在這個有

天雨的晚上，只穿上短袖衣服的他，在街上過一夜應該會很艱刧！ 

 

差不多兩時小過去，其他家人仍未傳來好消息，未吃晚飯的自己已感到倦累，何況失蹤了近

5 小時的長者？同時想到 80 多歲的男士，除了會又餓又倦，仍會有甚麼感受？隨即在群組

中，請大家留意區內的公廁，因為年長的人應該有這需要，自己尋找的重點也轉到所認識的

區內公廁。最後在晚上 9 時左右，在區內的公廁中遇上了爸爸，他當時全身都被汗水濕透，

也認不到我。問及他懂回家嗎，他表示今晚不知可以在那處過夜！我以「陌生人」的身份，

帶他回到屋邨所居住的大廈，進入升降機後，他仍懂得按自己的樓層，也懂得回到自己的單

位。 

 

神的憐憫，可以巧遇爸爸；不然，整夜各人都要在街上徘徊尋找，年老的他在街上可能遇到

危險及著涼。這次經歷，往後在照顧上，也要加倍留意。能夠尋回，並不是必然，而且人生

總有不如意的事會發生；珍惜眼前人，好好把握相處的機會，也要思想到他們是否同樣有永

生的應許？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 121:1-2) 

 

陳志輝牧師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85 篇 8-9 節 (舊約 848 頁) 眾立 

  8 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說的話， 
   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就是他的聖民； 
   他們卻不可再轉向愚昧。 
合：9 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 
   使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3. 讚美：三一來臨 (普天頌讚 3 首) 眾立 

1 懇求聖父來臨！容我讚美主名，高歌尊崇！ 
 惟主無上尊榮，惟主完全得勝，求主統治我們，亙古真神！ 
2 懇求聖子來臨！顯祢利劍大能，側耳俯聽！ 
 賜福施恩子民，聖道振興顯明，頒賜正義公平，救主良朋！ 
3 懇求聖靈來臨！顯出神聖見證，感化眾人！ 
 惟主至尊全能，懇求統治眾心，永不離開我們，大能聖靈！ 
 (間奏) 
4 聖父、聖子、聖靈當受萬民頌稱，永世無窮！ 
 但願榮耀座前歡然瞻仰聖明，愛慕尊崇敬獻，直到永恆。 
 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神在聖殿中 (普天頌讚 12 首) 眾坐 

1 上主在祂聖殿，全權全能聖父，我們崇拜，繞祂足前； 
 謙恭屈膝主前，事奉至聖上主，頌主憐憫樂施恩典； 
 來呈獻讚美聲，因祂拯救賜福，今天親臨聖殿。 
2 基督進祂聖殿，我們領受主言，喜樂無盡，信祂聖言； 
 脫離罪惡權柄，憂傷、暗晦盡除，救主來賜歡欣、光明； 
 來呈獻讚美聲，基督解脫罪綁，今天親臨聖殿。 (間奏) 
3 懇求進祢聖殿，仁慈良善聖靈，求以眾心作祢家園， 
 親居我們心內，不斷工作運行，感動我們遵祢旨意； 
 到那日獻頌聲，應許美妙難述，歡呼永住聖殿。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馬可福音 6 章 14-29 節 (新約 61 頁) 

14 耶穌的名聲傳開了，希律王也聽見。有人說： 

 「施洗的約翰從死人中復活了， 

  因此才有這些異能在他裏面運行。」 

15 但別人說：「他是以利亞。」又有人說： 

 「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 

16 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 

17 原來，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 

 派人去抓了約翰，把他綁了在監獄裏， 

 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 

18 約翰曾對希律說：「你佔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 

19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 

20 因為希律怕約翰，知道他是義人，是聖人，所以就保護他， 

 雖然聽了他的講論十分困惑，仍然樂意聽他。 

21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宴席， 

 請了大臣、千夫長和加利利的領袖。 

22 他的女兒希羅底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很高興。 

 王就對女孩說：「無論你要甚麼，向我求，我都會給你」 

23 又對她多次起誓說：「無論你向我求甚麼， 

  就是我國家的一半，我也會給你。」 

24 她就出去對她母親說：「我該求甚麼呢？」 

 她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 

25 她就急忙進去見王，求他說： 

 「我願王立刻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 

26 王就很憂愁，然而因他所發的誓，又因同席的人，不願食言，
27 就立刻派一個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 

 衛兵就去，在監獄裏斬了約翰， 

28 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那女孩，她就給她母親。 

29 約翰的門徒聽到了，就來把他的屍體領去，放在墳墓裏。 

 

 

 

 



 

 

   

 

以弗所書 1 章 3-10 節 (新約 293 頁) 

3 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 

4 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 

5 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 

7 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 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 

9 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7. 詩班獻詩：耶穌是君王 (恩頌聖歌 112 首) 眾坐 

1 擁戴耶穌！來尊祂為君王！高舉祂尊名，榮耀歸與祂！ 

 道成肉身，耶穌賜人生命，升天得尊榮，如今永為王。 

2 我憑耶穌，存堅固的盼望，得進幔子內，來到恩座前； 

 救主祭司，在天代求不停，傾下祂恩典，常澆灌我心。 

3 榮耀祭司，我今到祢跟前，披戴祢尊榮，屬祢恩名下； 

 願常頌恩，以生命獻君王，得聖靈充滿，歡欣敬拜祢。 

4 至聖至尊、永不變的真神，天軍與天使崇拜稱頌祢； 

 蒙祢宏恩，我心振奮歌頌，敬拜我君王，從今到永遠。 

8. 奉獻：神是我歌 (普天頌讚 109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希伯來書 12 章 1-3 節 (新約 357 頁) 眾坐 

1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 

 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2 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3 你們要仔細想想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頂撞的耶穌， 

 你們就不致心灰意懶了。 

10. 信息：卸下、奔跑、仰望主 眾坐 

11. 回應：仰望羔羊 (普天頌讚 639 首) 眾立 

1 我憑信心仰望十架犧牲羔羊，神聖之主！ 

 求主聽我禱告：將我罪孽勾消；使我一生自此完全歸主。 

2 求主賜我宏恩，壯我軟弱心靈，燃起熱誠； 

 主曾為我捨身，願我愛主之心清潔、 

 殷切、永恆，如火長明。 

3 我行黑暗世程，憂苦四面相侵，求作南針； 

 為我化暗為明，為我擦乾淚痕， 

 免我迷失路程，離主孤行。  (間奏) 

4 今生大夢將醒，死亡寒流來臨，將淹我身， 

 那時求主施恩，消除疑懼憂驚， 

仰主救渡我靈安進天庭。阿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求作遠象 (普天頌讚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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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證主協會所有，獲授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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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賴文湘姊妹 陳　諾弟兄 徐俊榮執事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黃菁菁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嘉鳳姊妹

司事: 廖文華弟兄 呂玉潔姊妹 羅志威弟兄 盧麗銀姊妹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莫雪貞執事

當值: 馬君蕙姊妹 鍾志堯弟兄 方艾洲弟兄 余穎欣姊妹 葉德誠弟兄 溫燕玲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呂君達執事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曉晴姊妹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夏麗婷姊妹

執事: 黃佩貞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永祐執事 余文耀執事

插花/司數: 林二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　- -　-

司琴: 劉樂琳姊妹 劉樂琳姊妹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諾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　- -　-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7月18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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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讀經計劃第一期研讀的書卷《啓示錄》已於 7 月 6 日(三)

完結。第二期於 7 月 7 日(三)開始，研讀的書卷是《出埃及

記》。盼望大家在上帝的語語中看見盼望，得到力量，並透過

實踐信仰，成為世界的光。 

4) 感謝神讓香港教會逐漸恢復崇拜，有鑑於現時事奉人員人手

緊拙，本堂將於 18/7、25/7 進行事奉人員招募。請關愛本會

肢體多為事工祈禱，也為自己禱告，求主感動參與服事。 

5) 執事會訂於 7 月 15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

時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6) 本堂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現正招募 8 至 11 歳兒童參與初級組

活動，由 7 月 10 日起逢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4 時半進行，活動

包括體能訓練、創意 DIY、戶外參觀等，讓兒童體驗愉快的

團體生活。詳情請向雷偉勝執事或陳志輝牧師查詢。 

7) 區聯會於本年 4 月向各堂會提出「堂會架構重組」建議，鼓

勵堂會進行公司化來解決現有架構帶來的風險，尤其擁有物

業的堂會。此建議對堂會影響深遠，所以執事會已成立小組

作研究及推動建議。小組成員包括會計師和律師，如果會眾

擁有公司秘書資歷，及有意成為組員，請聯絡堂主任或其他

同工。區聯會建議的原因及撮要已張貼在圖書閣對出的報告

板上，日後亦會繼續發放有關進度及資訊，務求使到大家充

分理解有關建議的內容及其影響。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8)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詳情如下： 

課程題目 世界不像預期時的信心之旅──哈巴谷書解讀 

上課日期及時間 24/8，31/8，7/9（週二，3 堂），晚上 7:30-9:00 

上課地點 本堂禮堂 

若有興趣報讀的弟兄姊妹，請於以下連結 (環球聖公會網址) 

報名：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9) 連宋雲先生(連卓鴻、連卓欣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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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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