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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真理是上帝賜給我們，版權來自上帝，不能隨我們任意修改或訂定。但如何表達真理，

上帝倒沒有太大的限制。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向不同氣質的人表達真理的方式也可

以相當多元化。靠著聖靈，透過文字、音樂、圖畫、話劇、黙劇、電影、動畫等通通

都可以把真理放置於實際的生活處境之中，與我們的心靈對話。 

 

傳遞真理，不一定硬生生的說教式，不是一定要倚賴一定的公式。到底人生就是多樣

和千變萬化，人心更是。怎能把真理約化成一條條硬生生的規則。上帝給與以色列人

十誡和相關的條例其實亦是很貼地的，回應他們到迦南之後相當實際的處境。讓他們

在生活的日常之中記得上帝並與祂的關係。以西結書先知以西結的黙劇表演，就是上

帝命令他以這方式向以色列人發出警告和勸誡的重要信息。你看，上帝是很創意的。 

 

《別搞錯信仰》和《千萬別搞錯信仰》這兩本書，作者蔡頌輝牧師就是想以漫畫傳遞

一些相當重要的信仰教義。這些信息不是一些深奧難懂的道理，或許對於信主一段時

間的我們，是十分熟悉的。不過作者指出漫畫具有諷刺性，呈現一個荒謬的畫面，讓

人會心微笑，甚至有時笑的是自己隱藏而真實的一面。 

 

作者期望藉著這兩

本書，指出信徒那隱

藏在華 麗包裝背後

的「真相」，目的不是

為了嘲諷，而是深切

希望信徒能反思自

己的靈命，不讓這些

包裝窒礙甚至代替

真正的成長。 

 

每本書有百多個生

活主題，貼地生動。

漫畫的另一邊會有

簡短文字簡述，並有

反思問題。無論甚麼

年齡或信主年日，也適合閱讀。它們已放在圖書櫃的新書推介，等著陪你在笑中反思

信仰。 

江慕慈姑娘 

(別搞錯信仰 P.16)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23 篇 (舊約 777 頁) 眾立 

主：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眾：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主：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眾：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主：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合：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3. 讚美：哈利路亞，讚美上主 (生命聖詩 308 首) 眾立 

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亞；讚美上主！ 

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亞；讚美上主！ 

讚美上主！哈利路亞；讚美上主！哈利路亞； 

讚美上主！哈利路亞；讚美上主！。× 3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我的燈需要油 (生命聖詩 351 首) 眾坐 

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燈永遠發亮光； 

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燈發光到主作王。 

唱和撒那，唱和撒那，唱和撒那，賀萬王之王！ 

唱和撒那，唱和撒那，唱和撒那賀我王！× 2 

 

 

 

 

 



 

 

 

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23 章 1-6 節 (舊約 1160 頁) 

1 耶和華說：「禍哉！那些殘害、趕散我草場之羊的牧人！」 

2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論到那些牧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說： 

「你們趕散我的羊群，並未看顧他們； 

看哪，我必懲罰你們的惡行。這是耶和華說的。 

3 我要從我趕他們到的各國召集我羊群中剩餘的， 

領他們歸回本處；他們必生養眾多。 

4 我必設立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 

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沒有一個失喪的。這是耶和華說的。 

5 「看哪，日子將到，我要為大衛興起公義的苗裔； 

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這是耶和華說的。 

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以弗所書 2 章 11-22 節 (新約 294 頁) 

11 所以，你們要記得：從前你們按肉體是外邦人， 

 是「沒受割禮的」； 

 這名字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禮的人」所取的。 

12 要記得那時候，你們與基督無關，與以色列選民團體隔絕， 

 在所應許的約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13 從前你們是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 

 靠著他的血，已經得以親近了。 

14 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 

15 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使兩方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促成了和平； 

16 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就藉這十字架使雙方歸為一體， 

 與神和好， 

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傳和平給那些近處的人， 

18 因為我們雙方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 

 



 

 

 

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裏的人了， 

20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 靠著他整座房子連接得緊湊，漸漸成為在主裏的聖殿。 

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7. 詩班獻詩：永生善牧 (恩頌聖歌 315 首) 眾坐 

1 永生善牧，愛祂小羊，我必永不飢餓，在青草地和溪水旁， 

主安置、餵養我；若我心靈離開主道，主必導我歸正， 

憑祂憐憫，以恩領我按真理往前行。 

2 我經死蔭，祢親同行，在身旁加力量，永生聖言至終支持， 

盡驅我心驚惶；仇敵當前，祢恩待我，為我設宴歡慶， 

祢膏我頭，我杯福分享不盡，樂無窮。 

3 主恩豐富，常供應我，此生從不間斷； 

我深願能長居主殿，每天感恩頌讚，在此安憩， 

定居不移 ─ 旁人來往遷徙， 

我非作客、借宿休歇，是天父家小孩。 

8. 奉獻：我主無比珍貴 (普天頌讚 643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以斯帖記 7 章 (舊約 690 頁) 眾坐 

1 王帶著哈曼來赴以斯帖王后的宴席。 

2 第二天在宴席喝酒的時候，王又對以斯帖說： 

「以斯帖王后啊，你要甚麼，必賜給你； 

無論你求甚麼，就是國的一半也必給你。」 

3 以斯帖王后回答說： 

「王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王若以為好，我所要的， 

是王把我的性命賜給我；我所求的，是求我的本族。 

4 因為我和我的本族被出賣了，要被剪除，殺戮，滅絕。 

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婢，我就閉口不言； 

但我們的痛苦比起王的損失，算不得甚麼。」 

5 亞哈隨魯王問以斯帖王后說： 

「擅敢起意如此行的是誰？這人在哪裏呢？」 

6 以斯帖說：「仇人敵人就是這惡人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非常驚惶。 



 

 

 

7 王大怒，起來離開酒席往御花園去了。 

哈曼見王定意要加罪於他，就留下來求以斯帖王后救他的命。 

8 王從御花園回到酒席廳，見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 

王說：「他竟敢在宮內、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嗎？」 

這話一出王口，哈曼的臉就被蒙住了。 

9 有一個伺候王名叫哈波拿的太監說： 

「看哪，哈曼還為那報告給王、 

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一個五十肘高的木架， 

現今立在哈曼的家裏。」 

王說：「把哈曼掛在木架上。」 

10 於是哈曼被掛在他為末底改所預備的木架上； 

王的憤怒才平息了。 

10. 信息：害人終害己 眾坐 

11. 回應：主是我萬有 (生命聖詩 387 首) 眾立 

   1 求我心中王，成為我異象，我別無愛慕，惟主我景仰； 

   充滿我思想，我心嚮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 

   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祢在我身邊； 

   祢是我聖父，我是祢子，祢常居我心，我與祢合一。 

默想：3 我不求虛名，也不求富有，祢是我基業，從今到永久； 

   惟祢在我心，永遠居首，天上大君王，祢是我萬有。 

   4 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陽，容我享天樂，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祢心，永無變更，萬有的主宰，成為我異象。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當愛基督 (恩頌聖歌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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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沈志雄牧師 沈志雄牧師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李芷珊姊妹 邱頌詩姊妹 林洛琛弟兄 甄志賢弟兄 林洛琛弟兄 黃佩貞執事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朱天諾姊妹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嘉鳳姊妹 鄭倩雲姊妹 鄭　琦姊妹 葉翠蓮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莫雪貞執事 李翠碧姊妹 何少鳯姊妹 李靜賢姊妹 袁麗娟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溫燕玲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呂君達執事 朱麗程姊妹 王月珊姊妹 沙韋琪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夏麗婷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余文耀執事 徐俊榮執事 蔡頴鈞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冼文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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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　- -　-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　- -　- 梁穎童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子民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李燕怡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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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7月25日)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7月18日) 

上週奉獻總數: $146,818 本月累積奉獻: $375,076  (包括發展及購堂: $7,800)

本週獻花:  謝月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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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44 主知名 200 *0645 主知名 4000 *0646 主知名 4000 *0647 主知名 2000 G580 主知名 500
H359 主知名 3000 M055 主知名 6000 Q710 主知名 2000 R871 主知名 300 R873 主知名 1250
S984 主知名 5300 U634 主知名 500 U723 主知名 2000 U753 主知名 5000 U834 主知名 2200
U835 主知名 2000 V380 主知名 1000 W331 主知名 500 W350 主知名 500 W352 主知名 3000
W353 主知名 800 W354 主知名 7350 W357 主知名 300 W360 主知名 200 W361 主知名 500
W618 主知名 800 W689 主知名 11730 W790 主知名 2000 W824 主知名 1200 W965 主知名 2000
W996 主知名 3000 W997 主知名 600 X017 主知名 5500 X018 主知名 3000 X082 主知名 10000

X084 主知名 300 X085 主知名 100 X087 主知名 500 X125 主知名 1000 X127 主知名 1000
X128 主知名 2000 X129 主知名 500 X146 主知名 2000 X234 主知名 3600 X241 主知名 1000
X243 主知名 200

慈惠 : G640 主知名 2400 G640 主知名 2400 U835 主知名 1000 W357 主知名 500 X241 主知名 450
感恩 : *0645 主知名 2000 M055 主知名 1000 S905 主知名 1000 T403 主知名 230 U723 主知名 2000

U726 主知名 100 U835 主知名 1000 V097 主知名 700 V109 主知名 200 V380 主知名 500
W357 主知名 500 W358 主知名 500 W618 主知名 400 W640 主知名 2000 W701 主知名 200
W965 主知名 2000 W992 主知名 100 X008 主知名 100 X018 主知名 2000 X079 主知名 500
X084 主知名 200 X125 主知名 1000 X127 主知名 600 X182 主知名 1000 X241 主知名 1000
X243 主知名 300

發展 : *0644 主知名 200 U834 主知名 100 W357 主知名 300
差傳 : U834 主知名 100 W618 主知名 300 X241 主知名 1000
教育 : V204 主知名 1500 W357 主知名 400
鮮花 : T978 主知名 600 U587 主知名 300 V097 主知名 300 W354 主知名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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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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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讀經計劃《出埃及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於

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活中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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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今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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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弟兄姊妹填寫事

奉人員表格：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 

5) 本堂 2021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玩轉 Emoji World」，將於 7 月 26

日 (上午 9:00-12:30) 舉行，請已報名參加之兒童於當日上午 8:45

到達藍田堂，並穿著輕便運動服飾、配戴口罩、自携飲用水樽出

席聖經班，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46 9681 向朱姑娘查詢詳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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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導師 黎永明博士（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天道書

樓副總幹事；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上課地點 本堂禮堂 

如弟兄姊妹有興趣報讀，請於以下連結 (環球聖經公會網址) 

報名：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kETeffhDHDkNzJj38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https://www.wwbible.org/網上報名


 

 

 

7) 宣道會油麗堂與本堂合辦講座，將於 9 月 19 日(主日)下午 2:30-

5:30 在本會禮堂舉行，題目：如何向親人傳福音？ (父母篇)，

日期：，講員：方淑芬姊妹，歡迎弟兄姊妹登入以下連結報名

參加：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