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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運動精神 
 

這期間因著日本東京舉行的奧運會，城中的氣氛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別因著香港運動員

的表現，叫香港人為到他們的努力而全城高興。眾多的佳績，對不同的運動項目有推廣的

效果，讓更多港人留意，引起自己及下一代參與。 
 

中學時間因為參與童軍，而個人有好動一面，所以分別參加過不同的免費或「象徵式收

費」的運動訓練班，記憶中有劍擊(花劍)、拯溺、獨木舟、風帆、滑浪風帆、遠足等。中學

老師曾問及有沒有興趣報名學界的「三項鐵人」比賽，費用全免，除相關的運動服外，須

要自費購置單車安全帽，聽聞費用超過百元(當時午餐是 6 元左右)，因為比賽後可能不再使

用，所以就沒有參加。運動的推廣，一方面要社會投放資源，也要社會家庭有一定的收

入，能支付因著活動、訓練及物資產生的相關費用，才可以達至普及；80 年代的香港，仍

然未有這樣條件，能夠讓小市民嘗試不同的運動項目，已經是當年的一大進步。 
 

除此之外，社群對運動的重視，與及運動背後的精神也相當重要，這一定要提到「奧林匹

克主義」及「奧林匹克精神」。奧林匹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讓體育運動為人類的和諧發展服

務，以促成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據奧林匹克主義的原則，運動活動是一項人權，每

個人都應該有從事體育運動的權利，不應受任何形式的歧視，並遵循奧林匹克主義。奥林

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誼長久、團結一致和公平競爭”。(維基百科) 
 

我們不妨回想，過去的半世紀，電視及免費廣播的普及，香港人所收看到的「奧林匹克運

動會」，正推廣著甚麼的意識？與原來的主義及精神有落差嗎？今年的奧運比賽在三間免費

電視台都有播放，她們之間也各行其是；除了達到商業角度的收視數字外，也帶出各自散

播不同的意識形態，從剪輯片斷、訪問重點及主持的對話，也可以找出端倪。 
 

哥林多前書第 9 章有這論述；24 你們不知道在運動場上賽跑的，大家都跑，但得獎賞的只

有一人？你們也要這樣跑，好使你們得著獎賞。25 凡參加競賽的，在各方面都要有節制，

他們不過是要得會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會朽壞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

目標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27 我克制己身，使它完全順服，免得我傳福音給別人，

自己反而被淘汰了。 
 

經文提及保羅為著福音的原固，放棄自己世上的權利，像運動員的刻苦及節制，向著目標

付出自己一生，盡全力去發揮自己，如同要成為運動場上得獎的唯一人，這是神對每一位

信徒的呼召。運動比賽的精神，也可以在信徒的人生發揮出來，「相互理解、友誼長久、團

結一致…」。 

陳志輝牧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7%E8%A7%86


 

 

   

 

 
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34 篇 1-3 節 (舊約 788 頁) 眾立 

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常在我口中。 
2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的人聽見就喜樂。 
3 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他的名。 

3. 讚美：讚美全能神 (生命聖詩 26 首) 眾立 

1 讚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主使我得贖，賜我健康； 
 響應的人，齊來進入主聖殿，歡然向主恭敬讚揚。 
2 讚美上主，如此奇妙，統治世間萬有， 
 展開恩翼，如此溫柔，將你時常保佑， 
 你心所望，豈不已蒙主恩典，按祂旨意，應允所求！ 
3 讚美上主，扶助保護，使你工作順利， 
 上主美善，上主憐憫，必天天看顧你， 
 你當思量，全能上主愛深長，做你朋友何等福氣。 (間奏) 
4 讚美上主，讓我整個心靈敬拜歡呼， 
 但願天下凡有血氣，同來頌讚上主，屬主的人， 
 重新一致說阿們，歡然恭敬讚美上主。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神的路最美善 (生命聖詩 48 首) 眾坐 

1 神的路最美善，雖我不明瞭為何憂愁試煉常把我環繞； 
 主用各樣方法，煉我像精金，故我順服信靠我慈悲父神。  ** 
2 神的路最美善，為我安排好，我願緊握祂手，信靠祂引導； 
 不論黑暗光明，常在我身旁，祂是我避難所，我不用驚慌。 ** 
 (間奏) 
3 神的路我最愛，惟祂能引導，我全心投靠祂，甜蜜且安好； 
 災害不能臨到，平安無煩惱，我要永遠靠主，祂至聖至寶。 ** 
 
**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正確；我願常倚靠祂，惟祂知一切。 



 

 

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翰福音 6 章 41-51 節 (新約 149 頁) 

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 
42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我們豈不認得他的父母嗎？ 
 現在他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43 耶穌回答，對他們說： 
 「你們不要彼此私下議論。 
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45 在先知書上寫著：『他們都要蒙神教導。』 
 凡聽了父的教導而學習的，都到我這裏來。 
46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神來的，他才看見過父。 
47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使人吃了就不死。 
51 我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必永遠活著。 
 我為世人的生命所賜下的糧就是我的肉。」 

 
以弗所書 4 章 25 節-5 章 2 節 (新約 296 頁) 

4：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 
  因為我們是互為肢體。 
26 即使生氣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8 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勤勞，親手做正當的事， 
  這樣才可以把自己有的，分給有缺乏的人。 
29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只要隨着需要說造就人的好話， 
  讓聽見的人得益處。 
30 不要使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救贖的日子來到。 
31 一切苦毒、憤怒、惱恨、嚷鬧、毀謗， 
  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中間除掉。 
32 要仁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5：1 所以，作為蒙慈愛的兒女，你們該效法神。 
2 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 
 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給神。 
 
 



 

 

   

 

7. 詩班獻詩：生命之糧 (普天頌讚 738 首) 眾坐 

1 生命之糧─耶穌，餵養眾飢渴心，   ** 

2 眾光之光─耶穌，照亮幽蔭路徑，   ** 

3 真理、道路─耶穌，指引我跟隨祢，  ** 
 

** 祢是葡萄樹，我是枝子。 

 榮耀祢，讚美祢！尊崇祢，讚美祢！ 

8. 奉獻：感恩歌 (生命聖詩 443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出埃及記 2 章 11-22 節 (舊約 78 頁) 眾坐 

11 過了一段日子，摩西長大了，他出去到他同胞那裏， 

 看見他們的勞役。 

 他看見一個埃及人打他的同胞，一個希伯來人。 

12 他左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裏。
13 第二天他出去，看哪，有兩個希伯來人在打架， 

 他就對那兇惡的人說：「你為甚麼打你同族的人呢？」 

14 那人說： 

 「誰立你作我們的領袖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 

 像殺那埃及人一樣嗎？」摩西就懼怕，說： 

 「這事一定是讓人知道了。」 

15 法老聽見這事，就設法要殺摩西。 

 於是摩西逃走，躲避法老，到了米甸地，坐在井旁。 

16 米甸的祭司有七個女兒； 

 她們來打水，打滿了槽，要給父親的羊群喝水。 

17 有一些牧羊人來，把她們趕走，摩西卻起來幫助她們， 

 取水給她們的羊群喝。 

18 她們回到父親流珥那裏； 

 他說：「今日你們為何這麼快就回來了呢？」 

19 她們說：「有一個埃及人來救我們脫離牧羊人的手， 

 他甚至打水給我們的羊群喝。」 

20 他對女兒們說： 

 「那人在哪裏？你們為甚麼撇下他呢？去請他來吃飯吧！」 

21 摩西願意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女兒西坡拉給摩西為妻。 

22 西坡拉生了一個兒子，摩西給他起名叫革舜，因他說： 

 「我在外地作了寄居者。」 



 

 

   

 

10. 信息：做自己人生的擺渡人 眾坐 

11. 回應：常住愛中 (普天頌讚 708 首) 眾立 

1 居住天來妙愛裏，我心不怕變遷， 

這般信靠真穩妥，變遷不到此間； 

縱使身外風怒吼，心中愁煩憂慮， 

天父臂膀保護我，豈會孤單恐懼？ 

2 靠主引我往何方，艱難也不回頭， 

大牧走在我身旁，此外我更何求？ 

聖智永遠作前導，聖目永遠清明， 

主愛堅定不轉移，我願與主同行。 (間奏) 

3 青翠草場必在前，我今雖未看見； 

風暴、黑雲當頭處，將成榮耀光天； 

我心希望無限量，得行生命路程； 

我將珍寶全獻呈，主願與我同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先求神國與義 (普天頌讚 690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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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連卓鴻弟兄 連思樺姊妹 呂潔儀姊妹 周鈺貽姊妹 區惠娟姊妹 周鈺貽姊妹 區惠娟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李敏池弟兄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廖文華弟兄 黃慧儀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惠旋姊妹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黃菁菁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高燕萍姊妹 林志剛弟兄 羅志威弟兄 黃翠屏姊妹 孔憲榮弟兄 彭秀群姊妹 余文耀執事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鍾穎嵐姊妹

執事: 黃佩貞執事 徐俊榮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吳綺薇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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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樂琳姊妹 劉樂琳姊妹 -　- -　-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　- -　-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　- -　-

信實: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温柔: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和平: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綠）(8月15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綠）(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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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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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團將於 8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禮堂舉辦專題講

座，題目為「平安三寶」，講員為李桂容律師，歡迎弟兄姊

妹出席。 

5) 福蔭團契於 8 月 14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戚彥君醫主

講：預備安慈，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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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會友丘嘉敏姊妹之母親 (丘韋杏珍夫人)安息禮定於 8 月 17

日(二) 晚在鑽石山殯儀館 407 室舉行，8 月 18 日早上於鑽

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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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