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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學習與主同行 

 
不知大家今日的處境如何？以下的詩歌在個人的祈禱時間中，可曾被選上？ 

 
十架的冠冕(伍偉基) 

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來起身再走過…. 

 

無論身處在香港或地球不同角落的香港人，在過去一段的日子中，經歷了不少的沖擊，內心有疲乏

的感覺嗎？在 2019 年尾已發現自己髮尾出現「鬼剃頭」的情況，情況有嚴重化的趨勢，所以曾向

中、西醫的專科求診，最後選擇了放棄治療，把髮尾的頭髮剃光便算了。(在 2021 年開始，這部份

的頭髮又自然的長出。)另一身體毛病就是日漸消瘦，在沒有減少食量下體重少了 3-4 公斤，因此作

了一些身體檢查，暫時未有發現嚴重的疾病。現在體重穩定下來，又因為特別吃多了，體重也有所

增長。 

 

藍田堂一直都希望能增聘傳道同工，已經兩年多，一直未能聘得合適人選，期間除了同工退休，負

責青少年事工的陳姑娘在 8 月底離任，要兼顧的事工就更多，擔子也重了。 

 

隨年齡的增長，人生的壓力也隨之而增加，這都是個人的情況，更甚是社會群體相處時所產生的張

力，人與人的話題要相當小心，因為很容易觸及「紅線」，在親戚、朋友、弟兄姊姊之間都出現這

情況。如果信徒的眼光投放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能接觸到不同地方的新聞消息，我們的心情就更加

沉重。 

 

這也讓自己想到基督教多年來也討論到的末世觀，以宣道會所持「千禧年前派」的立場，世界上的

國家政權不會是信徒的依歸，最終主再來重置地上的秩序。「千禧年後派」相信地上的生活及人的

主權會基督化，並建立出地上的烏托邦。「無千禧年派」否定了這兩種看法，千禧年為一段象徵性

的時期，對不同年代的信徒生活沒有指引性。神學上的取態，可以按歷史事件的發生而在某一時段

被推崇，但未有最終單一共識。 

 

隨了神學上的指引外，聖經經文也有很多的提醒，如上星期的證道未有提及這 3 節路加福音的經

文： 

18:28 彼得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跟從你了。」 

18:2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是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兄弟、父母、兒女

的， 

18:30 沒有不在今世得更多倍，而在來世得永生的。」 

 

但願我們都能把眼光放在天國的事上，能過分別為聖的生活，讀好聖經，清楚知道個人作出神

所喜悅的決定，找緊神的應許，能有動力去迎向前路。 

陳志輝牧師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6 篇 1-2、9 節 (舊約 883 頁) 眾立- 

1 我愛耶和華，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2 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9 我行在耶和華面前，走在活人之地。 

3. 讚美：同尊耶穌萬有主 (普天頌讚 48 首) 眾立 

1 同讚耶穌威權聖名！天使屈膝俯伏，奉獻冠冕，賀祂為君， 

 來尊祂，萬有主！奉獻冠冕，賀祂為君，來尊祂，萬有主！ 

2 隨主忠貞殉道聖徒，聽主壇前呼籲。讚美祂名─受苦元帥， 

 來尊祂，萬有主！讚美祂名─受苦元帥，來尊祂，萬有主！ 

3 同來尊祂，大衛苗裔，大衛稱祂為主─道成肉身，神性之人， 

 來尊祂，萬有主！道成肉身，神性之人，來尊祂，萬有主！ 

 (間奏) 

4 普天之下萬族萬民，當來向主拜伏，權柄、尊榮全歸耶穌， 

 來尊祂，萬有主！權柄、尊榮全歸耶穌，來尊祂，萬有主!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基督─世界真光 (普天頌讚 64 首) 眾坐 

1 基督─世界真光，除主別無他想，祂竟來世塵，生此親作兄長， 
 基督彰顯世上，見子即見父像：光榮歸至高神！ 
2 基督賜人和平，除主別無他想；服事平安主，必也愛惜、謙讓； 
 中保使眾契合，結連父神心腸：光榮歸至高神！ 
3 基督─世界生命，除主別無他想，祂曾遭出賣，犧牲， 
 釘十架上，買贖子民生命，與父王權執掌：光榮歸至高神！ 
4 榮耀歸主真神，除主別無他想，榮耀歸上主–聖父、聖子、 
 聖靈；榮耀歸主真神，以馬內利─兄長，光榮歸至高神！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50 章 4-9 節上 (舊約 1083 頁) 

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 

 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天早晨喚醒，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 主耶和華開啟我的耳朵，我並未違背，也未退後。 

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兩頰的鬍鬚，我由他拔； 

 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並不掩面。 

7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 

 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 

8 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誰與我爭論，讓我們來對質； 

 誰與我作對，讓他近前來吧！ 

9 上 看哪，主耶和華必幫助我，誰能定我有罪呢？ 

 

雅各書 3 章 1-12 節 (新約 365 頁) 

1 我的弟兄們，不要許多人做教師，因為你們知道， 

 我們做教師的要接受更嚴厲的審判。 

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言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3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裏使牠們馴服，就能控制牠們的全身。
4 再看船隻，雖然甚大，又被強風猛吹， 

 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 

5 同樣，舌頭是小肢體，卻能說大話。 

 看哪，最小的火能點燃最大的樹林。 

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不義的世界， 

 能玷污全身，也能燒燬生命的輪子，而且是被地獄的火點燃的。 

7 各類的走獸、飛禽、爬蟲、水族， 

 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 

8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永不靜止的邪惡， 

 充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9 我們用舌頭頌讚我們的主—我們的天父， 

 又用舌頭詛咒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 

10 頌讚和詛咒從同一個口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該的。 

11 泉源能從一個出口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 

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 

 鹹水也不能流出甜水來。 

7. 詩班獻詩：豈能閉口不歌唱？ (普天頌讚 642 首) 眾坐 

1 我生湧溢頌歌不絕，毋懼世間多艱辛； 
 遠方傳出歌聲悠揚，讚美創造得更新。   ** 
2 塵世煩囂競爭之中，傳來樂音輕飄蕩； 
 我靈振興，歡欣迴響，豈能閉口不歌唱？  ** 
3 偶遇困境，暫失歡樂，救主耶穌仍活着； 
 縱夜已深，四周黑暗，主賜我歌心踴躍。  ** 
4 主賜平安如泉湧溢，洗滌、更新心舒暢； 
 我屬基督，恩福滿盈，豈能閉口不歌唱?   ** 
 
** 暴風雖侵，心卻安寧，倚靠磐石，必平安； 
 仁愛主宰天地永存，豈能閉口不歌唱？ 

8. 奉獻：Prayer for Unity 眾坐 

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9 章 57-62 節 (新約 106 頁) 眾坐 

57 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有一個人對耶穌說： 

 「你無論往哪裏去，我都要跟從你。」 

58 耶穌對他說：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59 他又對另一個人說：「來跟從我！」 

 那人說：「主啊，容許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60 耶穌對他說： 

 「讓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講神的國。」 

61 又有一人說： 

 「主啊，我要跟從你，但容許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 

62 耶穌對他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 

 

 

 



 

 

   

 

10. 信息：作門徒的代價 眾坐 

11. 回應：神是我牧者 (青年新歌 6 首)  眾立 

1 神是我牧者，天天引導我，必供應完備未缺； 

 領我身躺臥綠野佳美地，真理、活水遍地見。 

2 重造我內心，更新我路徑，恩主名常頌念記； 

 路上祢在旁助我走窄路，滿仁愛公正步履。 

3 危難與絕境、幽谷與逆旅，堅心信靠未懼怕； 

 祢以杆與仗為我擔軟弱，共行賜安慰、勵勉。  (間奏) 

4 仇敵滿前方，恩主卻伴我，祂擺設筵席盛宴； 

 滿滿的福杯，溢我心裡面，膏抹這生滿祐眷。 

5 宏恩與憐恤、祝福已澤遍，恩典處處亦遇見； 

 住在祢聖殿，願永瞻你面，永沒止息，我願意。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更親近恩主 (生命聖詩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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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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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葉建偉牧師 葉建偉牧師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林恩庭姊妹 甄志賢弟兄 林恩庭姊妹 周家揚弟兄 陳　諾弟兄 鄭愛勤姊妹 陳　諾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張慧清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梁文耀弟兄 葉翠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蔡月媚姊妹 李敏池弟兄 丘嘉敏姊妹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盧麗銀姊妹 莫綺湘姊妹

當值: 溫燕玲姊妹 馬君蕙姊妹 羅志威弟兄 鄧民亮弟兄 曾偉珩弟兄 葉德誠弟兄 余穎欣姊妹 沙韋琪姊妹

影音: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進雄弟兄 夏麗婷姊妹 黃永賢弟兄 李雪葵姊妹 許偉賢弟兄 鄭美珍姊妹

執事: 黃佩貞執事 林殷宏弟兄 蔡頴鈞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朱滔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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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　- -　-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　- -　-

讀經: 盧穎言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　- -　-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溫芷琳 -　- -　-

信實: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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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9月19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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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葉建偉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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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執事會訂於 9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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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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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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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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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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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基督少年軍第 200 分隊將於 9 月 25 日（六）下午 2:30

至 4:30 舉行第十六周年立願禮，歡迎各弟兄姊妹及家長出席，

見證導師委身於基督少年軍的事奉，並分享隊員在分隊的成

長和進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Zege9SP5frTewy4b9
https://forms.gle/7naYnz8Xz9DaHXwX9


 

 

   

 

9) 2021-2022 年第一季的青成聖經課程最後今天接受報名，有

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提交電子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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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
(不)信的距
離】 

「真金不怕洪爐
火」。在非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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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邦先生 9 月 19 日開課，逢
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共 8 堂 ) 
註：實體形式上課 

https://forms.gle/s2bs7eVnSxScQcu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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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hp77EBeS9BDugY8
https://forms.gle/9QUKvGy9CNC3LeZz5
https://forms.gle/s2bs7eVnSxScQcut6
https://forms.gle/2NTofibkATh5PJTMA
https://forms.gle/BEvYfcJgdKudfkBB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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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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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會友薛月貞姊妹於 9 月 5 日安息主懷，喪禮訂於 10 月 3 日上

 午在鑽石山殯儀館進行，願主安慰她的家人。 

14) 會友蔣新生弟兄（鄭倩雲姊妹丈夫）於 9 月 9 日安息主懷，

 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