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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作鹽作光 

 
當大家從不同的渠道收到呼籲對某電視節目或電影作出聯署、投訴、甚至抵制時，大家會

如何回應？在一些基督教的群組中，偶爾也會收到這些訊息或呼籲，訊息中冠以宗教之名，

鼓勵信徒共同回應，期望能取締被針對的事件。這引起自己再去思想甚麼才是在不信的世

代中見證？ 

 

曾在講道中提及，聖經的寫作對象主要是信徒(神的子民)，用文字的記錄神、人的互動，

希望我們從中學習擇善固執，以及避免犯錯及重覆犯錯。其次，經文也提出要向擁有權力

的一方作出警示，行公義、好憐憫是她們被賦予權力之下，必不可少的使命；凡行惡的當

權者或機構，都要指出他們的問題所在，並作出譴責，要求悔改。而對於一般的百姓，及

個別的團體，未見有近似的行動，甚或有如耶穌進入人群，介紹福音，鼓勵他們認罪悔改，

不要再行舊路。 

 

也可引用馬太福音的經文： 

5:13「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

任人踐踏。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5:16 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 

 

經文的對象同樣是信徒，實踐這教導的也是信徒自己。我們要有好行為，如鹽有防腐及調

和的功能，如光可以指引自己及別人行於正路，走出陰霾，這是信徒實踐信仰的見證。信

徒對自己有要求，對自己的行為也要作管束。 

 
所以，當我們想以基督徒的身份「作鹽作光」，就先要檢視自己的行為，並藉此讓不信的

大多數，看到並欣賞行為背後的美善，把榮耀歸給神。如果我們對社會不當的行為發聲，

對象應該是神及人民賦予權力的政權。如果是人民及社會組織的問題，我們可以學效耶穌，

以朋友的身份進入人群，向他們介紹福音的好處，希望他們被感召，與我們同走天國的路。 

 

2019 年數據顯示，香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有 88.9 萬人，僅僅多於 10 個百

份點，如果大家都認清及實踐本份，希望日後這社會能亮起耶穌的真光，叫更多的人

歸榮耀給神。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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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希伯來書 9 章 27-28 節 (新約 354 頁) 眾立 

27 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28 同樣，基督既然一次獻上，擔當了許多人的罪， 

 將來要第二次顯現，與罪無關， 

 而是為了拯救熱切等候他的人。 

3. 讚美：主是父親 (普天頌讚 42 首) 眾立 

1 世間信主的人民，祢作他們父親； 

 天上眾天軍、天使，享祢生命權能。 

 偉大奇妙造物主創造宇宙穹蒼， 

 祢乃最高審判主、全能萬王之王。 

2 祢在高天錫安城讚美聲中治理； 

 未來榮輝國度裏尊祢全權主宰。 

 祢發永恆的光輝，遠超恆星光彩， 

 上主能力超想像，莫測高深仁愛。   (間奏) 

3 祢向溫柔謙卑心啟示無邊奧妙； 

 祢知古今一切事，不分新舊大小。 

 我靠三一的聖名，聖父、聖子、聖靈， 

 無論山高與水深，蒙福安穩前行。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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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恩賜事主 (普天頌讚 368 首) 眾坐 

1 福音大能感動我眾，呈獻恩賜才幹， 
 盡心愛主創意事奉，開發天賦內涵， 
 上主既稱受造：美好！我眾應當竭力： 
 憑藉聲、色、木、石素料，模塑聖潔之思。 
2 此起彼落禱告交匯，等候組合成型； 
 畫家巧妙刻畫描繪關愛、喜樂、哀鳴。 
 神道以舞虔敬表彰：基督降世奇事， 
 鑼鼓、簫、笛、風琴鏗鏘，永奏主愛頌詩。   (間奏) 
3 神聖之靈，求祢吹氣，睿智啟迪眾心， 
 願眼、耳、手、言語、舉止見證生命更新！  
 求於崇拜、每天奮進，仍睹我主創造： 
 藝術之主，陶造眾生--全依主旨美好！阿們！ 

6. 誦讀經文 眾坐 

但以理書 12 章 1-3 節 (舊約 1333 頁) 

1 「那時，保佑你百姓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
 自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未曾有過這樣的事。 

  那時，你的百姓凡記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2 睡在地裏塵埃中的必有多人醒過來；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3 智慧人要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領許多人歸於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希伯來書 10 章 19-25 節 (新約 354 頁) 

19 所以，弟兄們，既然我們靠著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21 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22 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同已蒙潔淨、無虧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近神。 
23 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 
 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信實的。 
24 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5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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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上主國度 (A&O 合唱曲集) 眾坐 

你若來跟從作門徒，當背十架跟從我走， 
來與我同工，建築天國上主之城。 
平安充滿邦國大地，主愛永恆，榮凱得勝。 
請來尋得生命路徑，此途每天都顯眼前， 
來與我同工，來建築天國上主之城。 
你若前來跟從作門徒，當背十架跟從我走， 
來與我同工，建築天國上主之城。 
你若憐恤、秉公行義，竭力尋主光， 
隨我行，來與我同工，建築天國上主之城。 

8. 奉獻：動力信望愛 (美樂頌 77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耶利米書 1 章 1-10 節 (舊約 1115 頁) 眾坐 

1 這些是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 
希勒家的兒子耶利米的話。 

2 亞們的兒子猶大王約西亞在位第十三年，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3 從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的時候， 
直到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第十一年五月間耶路撒冷被擄時， 
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 

4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5 「我尚未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將你分別為聖，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6 我就說： 

「唉！主耶和華，看哪，我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我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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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耶和華對我說：「不要說『我年輕』， 
 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8 你不要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說： 
「看哪，我已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 

10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10. 信息：從神聽到的第一句說話 眾坐 

11. 回應：求主用我 (美樂頌 70 首) 眾立 

求用我口，來為祢歌，求用我足，跟主腳蹤， 

求用我手，勤力作工，唯願我將一切奉獻。 

耶穌一生引牽，求賜生活能力， 

如今不再是我，願我心永屬祢。× 2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Spirit of God, unseen as the wind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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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陳迪麟弟兄 林恩庭姊妹 繆迺頌姊妹 柯綽瑤姊妹 鄭愛勤姊妹 柯綽瑤姊妹 黃佩貞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黃香娣姊妹 張慧清姊妹 文玉玲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鄧柏齡弟兄 黃盛霞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黎蓮妹姊妹 周家揚弟兄 盧麗銀姊妹 鄧愛賢姊妹 李笑歡姊妹 呂進雄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葉德誠弟兄 余國培弟兄 曾建恆弟兄 羅志威弟兄 黃翠屏姊妹 張漢榮弟兄 黃香娣姊妹 林志剛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周鈺貽姊妹 許偉賢弟兄 夏麗婷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雪葵姊妹 雷偉勝執事 雷君昊弟兄

執事: 蔡頴鈞執事 林禮標弟兄 余文耀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葉玉娥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葉蔓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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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　- -　-

司事: 鄔方正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　- -　-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鄧美葆姊妹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滿泰弟兄 譚慧冰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滿泰弟兄 譚慧冰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基督君王日（白／金）(11月21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綠）(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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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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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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

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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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會友何梁若和姊妹(何愛儀姊妹之母親)於 10 月 29 日安息主

懷，安息禮定於 11 月 19 日中午 12 時 30 分在紅磡寰宇殯儀

館 4 樓 415 室舉行，隨即往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

安慰其家人。 

7) 2022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

額為$300 或以上。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