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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原教旨主義」 

阿富汗經歷連年戰爭，最終還是落在「塔利班」手上，恐怕又會回復以嚴厲的伊斯蘭

教義治國，不但仇視西方國家，對其他非信奉伊斯蘭的國家也不大友善，甚至對國內不同

的伊斯蘭派別也會趕盡殺絕，更不要提對女性諸般的限制，從衣著到活動都要由男性主導，

這一切都來自他們墨守成規的執行伊斯蘭經典教義，我們稱之為「原教旨主義」者。「塔利

班」本意是「伊斯蘭學生」，以仔細研讀伊斯蘭經典，並嚴謹遵行教義為傲。 

「塔利班」研讀伊斯蘭經典方法簡單而直接（除了《可蘭經》外，他們也會讀舊約聖

經），不需要考慮太多文化背景、寫作文法、經文流傳和收集的學術問題，只有一個簡單的

原則—字面的意思，那就是若經典寫：凡不相信伊斯蘭真主的，都會下到地獄，因此他們會

努力傳教拯救世人，也會送不信者往地獄—在西方國家進行的恐怖襲擊，除了政治原因，

也是一種「聖戰」行動，這種簡易的研經方法，也加速了教義流傳，最適合不求甚解的人。

當然不是所有伊斯蘭信徒都是「塔利班」，不接受這樣的「原教旨主義」，也會採取比教開明

的方法來理解經典。 

不知大家可有留意，基督教也有不少「原教旨主義者」，大概你不會相信今天仍有教

會不許女性在臺上講道，甚至要求女信徒出席聚會時「蒙頭」，按立女同工為牧師的也只是

最近十多年的事，如此執行教義全因為「字面釋經」，聖經怎麼寫就怎麼遵行，這樣解經既

簡單又不會離經叛道，反而考慮太多學術、文化等問題，就會在教義上妥協，不照聖經所寫

而行，既然保羅說：「在聖徒的眾教會中， 婦女應該閉口不言；因為，不准她們說話，總要

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林前 14：34）不就是清楚說明了麼，若因為時代、文代轉變，

而容許女性講道，就是不遵行聖經的教導了。 

新約時代著名的原教旨主義者—法利賽人，就是以自己熟悉聖經，並嚴格遵行律法為

傲，耶穌對他們毫不留情的批評：「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

像粉飾了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卻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外面對

人顯出公義，裏面卻滿了虛偽和不法的事。」（太 23：27,28）就是最好的寫照。另一方面耶

穌對遵守律法有更合理的解釋，而不是完全照字面執行，當法行賽人批評耶穌在安息治病

時，就挑戰他們：「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哪樣是合法的呢？」（可 3：4）。為什麼

同一本聖經，讀起來卻會出現如此這般的分歧？那就要你好好的讀，和智慧的解釋了，你

今天讀了聖經沒有？                                                 麥志成牧師  



 

 

 

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願我口中言語 (國度期 62 頁) 眾坐 

願我口中言語、心中意念思想得在主前蒙悅納， 
祢是神─我救主、磐石！阿們。阿們。 

3. 宣召：詩篇 146 篇 1-2 節 (舊約 914 頁) 眾立 

1 哈利路亞！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 
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着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4. 讚美：堅固保障 (生命聖詩 50 首) 眾立 

1 上主是我堅固堡壘，永不動搖之保障； 

 上主是我隨時幫助，使我脫危難恐慌； 

 歷代仇敵撒但，仍欲興波作浪，牠奸狡又勢強， 

 殘忍毒辣非常，無比兇惡真難防。 

2 我們若靠自己力量，雖然奮力必失敗； 

 有大能者在我一方，祂是上主所選派； 

 若你問祂是誰？基督耶穌元帥，又稱全能主宰， 

 世世代代不改，祂至終勝利奏凱。 

3 縱全世界充滿鬼魔，恐嚇要將我毀滅， 

 我們不怕，因有神旨，靠主真理必告捷； 

 幽暗之君雖猛，我們也不心驚，狂暴我們能忍， 

  因他永刑已定，主言一出即倒傾。  (間奏) 

4 主言權能無邊無量，遠勝世上眾君王， 

  我們領受聖靈恩典，因主時常在我旁。 

  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身體縱被殺害， 

 真理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5. 祈禱：神是保障 (生命聖詩 758 頁) 眾立 

 



 

 

6. 歌頌：我寧願有耶穌 (生命聖詩 361 首) 眾坐 

1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金錢，我寧屬耶穌，勝得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華宇，願主釘痕手，引導我前途。 ** 

2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稱頌，我寧忠於主，成全祂的事工；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名聲，願向主聖名永赤膽忠誠。  ** 

3 恩主比百合花更加美艷，遠比蜂房蜜更加可口甘甜； 

 惟主能滿足我飢渴心靈，我寧願有主，跟隨祂引領。  ** 
 

**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世界榮華，富貴，聲望。 

7.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35 章 1-7 節 (舊約 1051 頁) 

1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如玫瑰綻放， 

2 朵朵繁茂，其樂融融，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 

 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它。 

 人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看見我們神的榮美。 

3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強壯，使無力的膝蓋穩固； 

4 對心裏焦急的人說： 

 「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要來施報， 

  要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5 那時，盲人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6 那時，瘸子必跳躍如鹿，啞巴的舌頭必歡呼。 

 在曠野有水噴出，在沙漠有江河湧流。 

7 火熱之地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野狗躺臥休息之處必長出青草、蘆葦和蒲草。  



 

 

雅各書 2 章 1-10 節 (新約 364 頁) 

1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就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2 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穿著華麗的衣服， 
 進入你們的會堂，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的衣服也進去， 
3 而你們只看重那穿華麗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裏」， 
 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腳凳旁」； 
4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評斷人嗎？ 
5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使他們在信心上富足， 
 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6 你們卻羞辱貧窮的人。 
 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的，不就是這些富有的人嗎？ 
7 毀謗為你們求告時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們嗎？ 
8 經上記著：「要愛鄰 如己」，你們若切實守這至尊的律法， 
 你們就做得很好。 
9 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10 因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 
 只違背了一條就是違犯了所有的律法。 

8. 詩班獻詩：基督心靈居我心懷 (A&Q 合唱曲集) 眾坐 

但願耶穌基督心靈，每天居於我衷懷， 
藉祂愛與大能駕御一切我言行。 
但願基督聖道滿載我心—豐豐富富！ 
今生見證一切得勝皆藉主大能！ 
願主平安超越思想 —管理人生每一步， 
強健我心使能安慰愁苦、軟弱之人。 
但願跑盡主訂旅途，勇敢立定抗仇敵， 
唯獨定睛仰望耶穌，隨祂腳蹤行。 
願衪榮美顯於聖民，勤懇宣揚，找失喪， 
祂必發旺，良僕衰微，單見主耶穌！ 
Ah — 但願主的愛充滿我，好似水充滿海洋； 
主被高舉，我卻衰微，我主基督永被崇尊！ 
主名永得勝！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9. 奉獻：God is my shelter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8 章 35-43 節 (新約 122 頁) 眾坐 

35 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盲人坐在路旁討飯。 
36 他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甚麼事。 
37 他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 
38 他就呼叫說：「大衛之子耶穌啊，可憐我吧！」 
39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喊叫： 
 「大衛之子啊，可憐我吧！」 
40 耶穌就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他到了跟前，就問他： 
41 「你要我為你做甚麼？」他說：「主啊，我要能看見。」 
42 耶穌對他說：「你看見吧！你的信救了你。」 
43 那盲人立刻看得見了，就跟隨耶穌，一路歸榮耀給神。 
 眾人看見這事，也都讚美神。 

11. 信息：誰可以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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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守主餐 (世紀頌讚 529 首)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同赴美宴 (普天頌讚 853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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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葉健偉牧師 葉健偉牧師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李燕怡姊妹 柯綽瑤姊妹 蔡小鳳姊妹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林恩庭姊妹 周家揚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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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頴明姊妹 繆迺頌姊妹 李敏池弟兄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張慧清姊妹

司事: 張滿嬌姊妹 温美娟姊妹 陳詩韻姊妹 吳友蓮姊妹 黃寶強弟兄 蔡月媚姊妹 李敏池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張錦雲姊妹 楊彼得弟兄 方艾洲弟兄 溫燕玲姊妹 馬君蕙姊妹 羅志威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周鈺貽姊妹 蔡加德弟兄 林溢謙弟兄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麗婷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陳貽添執事 黃佩貞執事 林殷宏弟兄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鄭穎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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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珍寶姊妹 利珍寶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蔡紫晴小朋友 徐善瀅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溫芷琳

信實: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姊妹 陳可媚姊妹

和平: 李芷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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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12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9月5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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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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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聖經公會與本堂合辦聖經課程，弟兄姊妹如有興趣報讀，

當晚請預留時間參與。詳情如下： 

5) 為方便弟兄姊妹參與祈禱，週三晚祈禱會將應用互聯網科技

讓更多弟兄姊妹參加，鼓勵大家多為教會及會眾祈禱，可在

Google form 留下電話 https://forms.gle/Zege9SP5frTewy4b9 ，

將會加入 Whats app 祈禱會群組，逢週三晚上八時，將會張

貼 zoom 會議連結，讓大家按入連結參加。 

6)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11 日（六）上午 10:00-

12:00 在本堂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呂偉欣博士、陳一華牧師

主講，題目：從「醫」看「生」─癌症關懷新常態，歡迎弟兄

姊妹帶同親友參加，當日福蔭團契改為此時段。可登入
https://www.facebook.com/1906702142925906/posts/289729614719982

9/?d=n 查閱，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r9KH8X9TrhPbhdU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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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Zege9SP5frTewy4b9
https://www.facebook.com/1906702142925906/posts/2897296147199829/?d=n
https://www.facebook.com/1906702142925906/posts/2897296147199829/?d=n
https://forms.gle/r9KH8X9TrhPbhdU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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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於本年 9 月 26 日 (上午 10:30-11:20) 在禮堂舉行兒童

主日學嘉許禮暨升班禮，屆時邀請恩流輔導中心心理輔導員

霍張佩斯姑娘在家長講座短講，主題 :「親子如何在逆境中

重新得力」。歡迎各位兒童主日學學生、家長、老師及助教出

席。可參閱張貼於圖書閣的海報有關詳情。 

9) 陳肇達母親（陳趙福衷姊妹）於 8 月 21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

定於 9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在香港浸信教會，香港半山

堅道 50 號舉行。 

10)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

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

經驗；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

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

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1) 2021-2022 年第一季的青成聖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參

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12/9(主日)或以前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報名連結 

初中主日
學【舊約
人物睇真
D】 

讓學員透過觀察
經文及發問，實
踐信仰。 

陳志輝牧師、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Jnhp77EBeS9BDugY8 

高中主日
學 
【聖經中
擇善而行
的小人
物】 

聖經不只記載偉
大人物的事蹟，
上主亦會差遣小
人物讓信徒看見
祂的心意。本課
程透過研讀小人
物的故事學習以
敬畏上帝的心堅
持信仰、迎向未
來。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9QUKvGy9CNC3LeZz5  

成人主日
學-中級 

「真金不怕洪爐
火」。在非常時

周家邦先生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https://forms.gle/s2bs7eVnSxScQcut6 

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https://forms.gle/Jnhp77EBeS9BDugY8
https://forms.gle/9QUKvGy9CNC3LeZz5
https://forms.gle/s2bs7eVnSxScQcut6


 

 

 
 

【我們與
(不)信的距
離】 

候，我們也許多
了機會去檢視自
己的信仰情況。
本課程希望藉著
幾位聖經人物
（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以
掃、基甸、參
孫）的故事，去
閱讀他們的信心
之路，並讓我們
參照和檢視自己
的信仰歷程。 

至 11:15 
(共 8 堂 ) 
註：實體形式上課 

成人主日
學-進階 
【情緒、
性格與個
人(靈命)成
長】 

個人成長並不一
定隨著我們年齡
增長，若缺少滋
養和操練，只會
繼續做個「長不
大的小孩」。本
課程除了剖析個
人情緒、性格取
向外，還提供成
長的途徑，適合
仍在生命路上徘
徊的人。 

麥志成牧師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共 10
堂 )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2NTofibkATh5PJTMA 

週二晚間
網上課程-
初級 
【詩篇人
生】 

藉黙想一些詩
篇，與詩人的心
境對話，並尋見
上主，讓心靈的
波浪有喘息和滋
潤的空間，穩渡
人生的波濤暗
湧。 

江慕慈姑娘 10 月 5 日(二)開
課，逢星期二晚上
8：00 至 9:00 
(共 6 堂) 
註：以 zoom 形式
上課 

https://forms.gle/BEvYfcJgdKudfkBB6  

https://forms.gle/2NTofibkATh5PJTMA
https://forms.gle/BEvYfcJgdKudfkBB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