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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新的開始 
 
再過兩天是元宵節，看來也是平平淡淡的渡過，也沒有特別的花燈欣賞晚會，整個

城市都被主流消息影響，有不同程度的壓力。我們正過著一個不一樣的農曆年，不

知明年可否回復春節應有的氣氛？ 
 
這期間藍田堂的「讀經運動」，進入了「民數記」，當中記述到以色列人經過西奈山

的預備，現正如軍隊的排列，再次浩浩蕩蕩向著迦南地出發。他們前面的路卻不易

走，原因不是進入了幽谷、天險，也不是被敵軍重重的進擊，而是百姓對單調飲食

作出埋怨，領袖之間的不和，甚至鬥爭，與及領袖與民眾對神的不信。在這不同層

次的內訌、內耗，首場與亞瑪力人的戰事當然是必敗無疑，更大的悲哀是開展了 40

年的漂流生活，作為人民對神的不信及否定的懲罰(第 14 章)！ 
 
人生遭遇的困難，有多少是天然的災禍？有多少是人為的惡果？有多少是來自人內

心的惡念？ 
 
在「神未曾應許」的詩歌第二節歌詞有以下的描述；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遇苦難和試探，懊惱憂慮；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負許多的重擔，許多事務。 

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死的愛。 
 
人生總會遇上大大小小的逆境或預計將要發生的困難，最重要當然是從神而來的力

量，叫我們「生活有力…作工得息…危難有賴」，神是我們盼望及力量的源頭。另

外，我們也可以嘗試了解逆境、困難是來自不能控制的外在環境，或是來自內心那

種對生活條件的執著、對世界享受的慾念、對將來事情的掌控，引致墮入自己內心

的陰霾！民數記中描述到的以色列人，是否正正落於這處境中？當我們以局外人的

角度去看民數記的描述時，能否身同感受到他們的逆境、困難嗎？他們飲食天天都

有神的供應，他們生活在神的保護下，他們有神所選召的領袖作出生活指引，為何

仍然重重覆覆的埋怨，甚至挑戰神？以色列人的表現與往後不同時代、甚至今日的

信徒接軌，叫信徒都聯想到這些表現正正也發在歷代信徒當中。 
 
雖然行為表現有所相同，但他們的結果就不再出現，因為新約的信徒已在耶穌救恩

中完全被改變了，信徒更有聖靈及聖經的提醒，所以不會走當時第一代信徒的絕

路。而且經文看到神興起第二代的信徒，帶著從神而來的信心，迎難而上，新一代

帶出「新的開始」。 
 

虎年只開始了 13 日，外在的環境我們不能掌控，但內心平靜安穩，有力地迎向一年

新的開始，這是神的應許。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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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三日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耶利米書 17 章 7 節 (舊約 1151 頁) 眾立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那人有福了! 

3. 讚美：永恆神光 (普天頌讚 191 首) 眾立 

1 上主永恆神光煌煌，群星未造已顯榮輝， 

 發出能力，驅走黑暗，明光投射顆顆心懷。 

2 忍耐之光自加利利臨在，祢開瞎子眼睛， 

 盡消可怖漆黑之日，願我立志居住光明。 

3 仁愛之光自加略山，正午太陽拒釋光采， 

 十架卻發寬恕恩光，待眾效主：遭虐，顯愛。 (間奏 ) 

4 亙古永遠應許之光，從祢恆存寶座發出榮光日增直到那天— 

 完全顯彰，真光共沐。 

4. 祈禱 眾立 

5.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17 章 5-8 節 (舊約 1150 頁) 

5 耶和華如此說： 
 「倚靠人，以血肉為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 
 那人該受詛咒！ 
6 他必像沙漠裏的矮樹，不見福樂來到； 
 他要住在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鹽地。 
7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那人有福了！ 
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 
 炎熱來到，毫不察覺，葉子仍必青翠； 
 在乾旱之年，一無掛慮，並且結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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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 章 12-20 節 (新約 266 頁) 

12 既然我們傳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了， 
 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就沒有復活了。 
14 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就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15 這樣，我們甚至被當作是為神妄作見證的， 
 因為我們見證神是使基督復活了。 
 如果死人真的沒有復活，神就沒有使基督復活了。 
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就是徒然，你們仍活在罪裏。 
18 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憐了。 
20 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6. 回應(奉獻)：Be Thou My Vision 眾坐 

7. 信息經文：民數記 11 章 4-10 節 (舊約 194 頁) 眾坐 

4 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動了貪慾的心；以色列人又再哭著說： 
 「誰給我們肉吃呢？ 
5 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不花錢就可以吃魚， 
 還有黃瓜、西瓜、韭菜、蔥、蒜。 
6 現在我們的精力枯乾了。 
 除了這嗎哪以外，在我們眼前甚麼都沒有。」 
7 嗎哪好像芫荽子，看上去如同樹脂的樣子。 
8 百姓四處走動撿取嗎哪，把它用磨磨碎或用臼搗成粉， 
 在鍋中煮了做成餅，滋味好像油烤餅的滋味。 
9 夜間露水降在營中，嗎哪也隨著降下。 
10 摩西聽見百姓家家戶戶在帳棚門口哀哭。 
 因此，耶和華的怒氣大大發作，摩西看了也不高興。 

8. 信息：新的開始 眾坐 

9. 家事 眾坐 

10.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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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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　-

雷偉勝執事 同　工 同　工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　-

譚慧冰姊妹 譚慧冰姊妹

暫　停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江慕慈姑娘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七主日（綠）(2月20日)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2月13日) 

*** 早 堂 *** *** 早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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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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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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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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會友唐美雲姊妹丁母憂(唐林香蓮姊妹)，安息禮於 2 月 18 日

晚上 7:30 於萬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舉行，2 月 19 日早上 9:00

舉行大殮告別禮，10 時出殯，隨即往將軍澳進行安葬禮，求

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