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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讓《申命記》帶你重調人生腳步 

舊約的命脈在於摩西五經，而作為五經的最後一卷，為五經作了一個語重心長的

總結。有學者甚至認為當你了解申命記，就能打通舊約的經脈。所以研讀申命記

很著數呀！ 

另一方面，這書是摩西的遺言，亦是以色列民族即將進入下一個新里程(入迦南應

許地) 的臨界點。它為以色列人的歷史作出信仰反思，是以色列在應許地是生是

滅的關鍵所在。因此很多先知書亦會引用申命記的內容審判以色列。難怪申命記

亦是新約引用最多的舊約書卷之一。新約是不能脫離舊約神學而分開研讀的呀。 

《申命記》摩西的說話不是「唚氣」，只重覆出埃記時的教導 。你能看得出兩卷

書的分別嗎？以色列經歷了成敗起跌，要從歷史尋回上帝給自己的身份，在繼續

向前走之先，問問上帝甚麼是蒙福和招禍的路，問問自己會怎樣選擇，然後就直

面未來的挑戰，靠主勇敢踏進新的里程。 

停下來回顧反思，你有時間嘛？太奢侈了嗎？太多事要處理，很多事想做。我們

人生的時間在上帝眼中同樣寶貴，要你思想祂的話不是浪費你時間，而是為你剩

下或多或少年日的人生找回焦點，那就減少錯失和遺憾，積福享樂！以色列人自

出埃及以來，就是太多行動，太多說話，太少聆聽和反思，所以就太少信心，太

過叛逆…… 

我們的人生，家庭和社會同樣需要有一點空間回憶過去，無論成和敗，對或錯。

回顧的準繩在哪裏？對你是上帝的話嗎？還是別人的價值觀？一個人、一個群體

甚至一個國家若不能從他們的歷史深切反省，找出真正能延續生命價值的真理，

將來的命運也只不過重蹈覆轍。無法為自己的未來開闢一條真正有盼望的路。 

這書的節奏緩慢，沒有故事的懸疑和高潮，但講明是回顧及為未來定位，就不是

衝呀衝。編者讓你坐定定，沉澱過去，刺穿生命的本相，感受潛藏的力量。但若

你能有勇氣往內心鑽進去，定翻起波濤暗湧，怎會沉悶呢？待大家定好位置，較

好視線，有一天，我們就要和以色列人憑信向前衝出去。 

挑戰並不可怕，迦南強敵雖在眼前，但作為信徒，最大的敵人從來都是自己：一

顆容易背主走遠，但不察覺的心.....期望這幾星期讀經計劃的內容分享，讓上帝藉

摩西留下的肺腑之言，帶我們好好回憶過去、調較焦點，重整步伐，為未來的人

生導航。                江慕慈姑娘  



 

 

   

 

 

二零二一年九月廿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9 篇 1、14 節 (舊約 773 頁) 眾立 

1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手的作為。 

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3. 讚美：一生願頌揚 眾立 

唱哈利路亞！同來共和應； 

讚救主美善！十字架的愛，令我得釋放！ 

活着為了主！一生願頌揚！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神是愛，我願愛 眾坐 

1 是我依靠當我敗跌，是我所尋求的安歇， 

 神是愛，我願愛。 

 是最寶貴主祢大愛，沒有主誰能有未來， 

 神是愛，我願愛。           ** 

2 背上苦架擔我罪債，勝過死亡神祢是王， 

 神是愛，我願愛。 

 若我失腳主抱著我，溢我心靈從不乾渴， 

 神是愛，我願愛。           ** 

 

** 基督神羔羊，配讚頌榮耀！ 

 基督神羔羊，配最大頌揚！ 

 

 

 

 



 

 

6. 誦讀經文 眾坐 

馬可福音 9 章 38-50 節 (新約 68 頁) 

38 約翰對耶穌說： 

 「老師，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 

 我們就阻止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 

39 耶穌說： 

 「不要阻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的名行異能， 

 反倒輕易毀謗我。 

40 不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41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一定會得到賞賜。」 

42 「凡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扔在海裏。 

43 如果你一隻手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 

 你缺一隻手進入永生， 

 比有兩隻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還好。 

45 如果你一隻腳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 

 你瘸腿進入永生，比有兩隻腳被扔進地獄裏還好。 

47 如果你一隻眼使你跌倒，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隻眼進入神的國，比有兩隻眼被扔進地獄裏還好。 

48 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49 因為每個人必被火像鹽一般醃起來。 

50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鹹味，你們怎能用它調味呢？ 

 你們中間要有鹽，彼此和睦。」 

 

雅各書 5 章 13-20 節 (新約 367 頁) 

13 你們中間若有人受苦，他該禱告；有人喜樂，他該歌頌。 

14 你們中間若有人病了，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他禱告， 

 奉主的名為他抹油。 

15 出於信心的祈禱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得醫治。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同樣性情的人，他懇切地祈求不要下雨， 

 地上就三年六個月沒有下雨。 

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就有了出產。 

19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人迷失了真理而有人使他回轉， 

20 這人該知道，使一個罪人從迷途中回轉， 

 會從死亡中把他的靈魂救回來，而且遮蓋許多的罪。 

7. 詩班獻詩：求主重彰榮耀 (恩頌聖歌 309 首) 眾坐 

1 願祢尊名榮耀重彰世上， 

 求施展大能威權，震撼各方萬邦； 

 使人得瞻永生上帝榮光， 

 敬畏尊崇祂。祂國度比天地悠長。 

2 願祢聲望在全地得尊崇， 

 願歸祢名的教會，今日能得復興； 

 求祢施恩，烈怒中仍顧惜； 

 求永生上帝施恩澤，永川流不息。 

3 求祢驅除心靈驕矜冷淡， 

 求燒盡我們渣涬，如火煉金一般； 

 罪惡攻擊，禍患痛苦難當， 

 但永生上帝今掌權，在天地作王。 

8. 奉獻：禱告良辰 (生命聖詩 427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1 章 6-10 節 (新約 313 頁) 眾坐 

6 你們成為效法我們，更效法主的人，因聖靈所激發的喜樂，
 在大患難中領受了真道， 

7 從此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樣。 

8 因為主的道已經從你們那裏傳播出去， 

 你們向神的信心不只在馬其頓和亞該亞， 

 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話。 

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傳講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 

 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1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神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那位 

 救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10. 信息：疾風知勁草 眾坐 

11. 回應：我知誰管著明天 (青年新歌 31 首) 眾坐 

1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只會管今天怎過；我不借天邊紅太陽，
 這是因天可轉灰。我不憂前路將怎走，因我知主的應許； 

 我今天跟主的身邊，我知祂掌管未來。  ** 

2 我正攀奪目金階梯，越提步，光輝加倍； 

 背重擔，感覺漸輕省，見亮采輕染雲霞。 

 那處總有陽光照耀，淚兒再不沾雙眼； 

 青天碧空廣闊壯麗，長虹盡山巔之處。  ** 

3 我不知前路將怎樣，或貧苦，困乏難言； 

 深知祂必會顧惜我，有若祂看顧麻雀。 

 我所走過此生窄路，或途經兇險、災困； 

 祂領我一起走這路，我得祂寶血遮蓋。  ** 

 

** 不可測，下一秒未來，不知曉，世事難料， 

 但我知主牽我的手，我也知前路祂領。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O Savior Sweet by J.S.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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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君牧師 黃淑君牧師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麥淑容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其銘弟兄 林洛琛弟兄 陳朝發弟兄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司琴: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鄭　琦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菁菁姊妹 黎翠琼姊妹 梁銘章弟兄 李淑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呂玉潔姊妹 邱頌詩姊妹 盧麗雯姊妹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李思敏姊妹 袁麗娟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朱麗程姊妹 古海劍弟兄 黃香娣姊妹 王月珊姊妹 黃翠屏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志剛弟兄

影音: 陳志立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貽添執事 黃佩貞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讀經: 高　越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梁穎心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司事: 高正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陳頌妍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王月珊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陳可媚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和平: 李芷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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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10月3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9月26日) 

上週奉獻總數: $56,642 本月累積奉獻: $378,976  (包括發展及購堂: $25,900)

本週獻花: 黃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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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00 主知名 200 *0701 主知名 4800 *0702 主知名 200 *0703 主知名 3400 *0704 主知名 4000
*0705 主知名 2000 C668 主知名 1000 F238 主知名 2500 F934 主知名 100 F936 主知名 100
R092 主知名 300 U325 主知名 200 U333 主知名 3700 W257 主知名 800 X096 主知名 10000
X248 主知名 500 X854 主知名 1000 X873 主知名 1000 X955 主知名 1000 X961 主知名 1000
X961 主知名 100 Y140 主知名 500

感恩 : F281 主知名 1000 R151 主知名 100 S011 主知名 300 X248 主知名 500 X404 主知名 500
X955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702 主知名 200 W257 主知名 100 W798 主知名 500 X248 主知名 500 X961 主知名 3600
教育 : W257 主知名 100 W909 主知名 1500
鮮花 : W249 主知名 300 X001 主知名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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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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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宣恩堂差傳牧師黃淑君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現讀《申命記》，邀請弟兄姊妹每天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一同閱讀和反思，並在生活中實踐。 

5) 本堂仍收集會友對堂會架構重組意向，請弟兄姊妹登入連結

填寫意向書 https://forms.gle/Sr6ktvCHp4tHP2d86。 

6) 2021-2022 年第一季部份青成聖經課程已開課，上課安排及

地點如下，已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留意： 

7) 兒童部於今日(上午 10:20-11:20)在禮堂舉行兒童主日學嘉

許禮暨升班禮，請出席家長及兒童留意。 

8) 10 月 1 日(五)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課程名稱 導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及其他安排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志輝牧師 、

黃敬熙先生、 

陳樂獻先生 

9 月 19 日(日) 開課， 

逢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101 室 

高中主日學 

【聖經中擇善而行 

的小人物】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9 月 19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早上 

10：30 至 11:15 

 

104 室 

成人主日學-中級 

【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周家邦先生 9 月 19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 8 堂)  

103 室 

成人主日學-進階 

【情緒、性格與個人(靈

命)成長】 

麥志成牧師 9 月 19 日(日) 開課，逢星期日 

早上 10：30 至 11:15 (10 堂)  

 

副堂 

週二晚間網上課程-初級 

【詩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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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zoom 形式上課， 

9 月尾以電郵傳送上

課連結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forms.gle/Sr6ktvCHp4tHP2d86


 

 

   

 

9) 會友陳喜洋弟兄與柯綽瑤姊妹訂於 10 月 2 日締結婚盟，因

應疫情人數限制，如弟兄姊妹希望共證主恩，可在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91373396021638 加 入

 Facebook 群組（Trini & Young Wedding) 觀看直播。願主

 賜福予他們的新家庭。 

10) 兒童部將於 21-22 年度 10 月開始新一季兒童主日學，為使

師資人手足以維持及照顧各級兒童主日學生，將於 10 月開

始調整小學級兒童主日學為溫柔班 (P.1-P.3)及信實班 (P.4-

P.6) ; 至於各幼稚級主日學則維持不變。此外，由 10 月 3 日

開始，兒童部將為所有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

每位學生$120; 另信實班兩期成長課學生本共$60，請各家

長到圖書閣向行政主任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11)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31/10、7/11、14/11、21/11、28/11、5/12、

12/12 進行，共七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15-2:00。凡有意於今

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亦可登入以下

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二維碼填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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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榮弟兄已在 9 月 3 日向執事會辭去執事之崗位，感謝他

過往盡心事奉。 

14) 會友馬智遠夫婦於 9 月 25 日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感謝主！ 

 

https://bit.ly/2YiYL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